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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縣長開幕詞-代序 

非常感謝各位遠道而來，為「第四屆世界閩南文化節」和「2015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共襄盛舉的海內外金門鄉親，以及各界學

者、貴賓。各位的蒞臨，除了親身見證和體驗金門各種有形、無形的

閩南文化遺產，也為我們帶來閩南原鄉的藝文陣容，以及世界各地的

閩南文化流動發展的訊息。能夠躬逢此一盛會，個人更感與有榮焉。 

今日來賓，有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僑居地的金門華僑貴客，

以及泉州、漳州、廈門等金門祖先原籍地的鄉親，也有福州以及我們

台灣這些遍佈金門鄉親足跡的與會代表。而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正是

「文化流動」；基本上，文化就是人類行止的總成，或欣歡、或悲苦，

都是人性光榮的成就，將其投射於歷史洪流，訴諸文字、投射形體、

製成影像，便是一部活生生的民族奮鬥史。金門雖小，但自唐牧馬候

陳淵率眾屯墾以來，一千六百多年的開發史已足讓當下的金門成為風

華正茂底蘊豐厚的文化載體，承滿蓄勢待起的契機。 

身為金門子弟，在這麼盛大的場合，得幸見證家鄉金門在世界閩

南文化圈的焦點地位，除了倍感光榮和慶幸，也令福海深自期許：將

盡最大的努力和最少的干預，維護家鄉恬淡純真的人文與自然原生態

的環境，讓金門保有生活之美、環境之美， 建構屬閩南文化之於金

門的獨特性，更為「美好金門‧幸福島嶼」作最佳的註解。 

研討會只有 2天，許多理念、話語或表述不盡，但仍期盼與會嘉

賓和我們一起來探討、尋找金門的文化魅力與品牌價值。再次歡迎各

位貴賓的蒞臨，預祝大會圓滿成功，所有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金門縣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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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序 

  這是金門縣文化局第八次舉辦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也是我接任

金門縣文化局長後，首次舉辦的重要學術研討會，有幸躬逢盛會，也

參與了多場次的會議，看到諸多學者專家百忙之中遠道而來，為金門

這塊土地貢獻所學，令坤和感動萬分。 

  有鑑於金門在閩文化生態及研究基地的重要性，我們勢必延續這

件有意義，也有實務必要的傳統，繼續再舉辦這樣的學術會議，讓世

界以及台、金各地的金門人，透過閩南文化幅員廣擴的傳播力和影響

力，來重新認識金門。 

  金門縣文化局一直致力推動金門縣文化資產登錄世遺的教育認

識活動，主要的積極動力及背景資本，就是我們擁大具體豐富的有形

文化遺產，以及沒有歷史斷層的無形文化生態活動。 

  個人很珍惜這個難能可貴的世界閩南文化節與閩南文化國際學

術研討會同時舉辦的盛會，因此在將學術研討會委託金門大學後，即

決定由文化局自行籌辦第四屆世界閩南文化節。 

  我們期盼的是，若能將閩南文化節邀請來的重量級貴賓，也能參

與學術研討會，大家共聚一堂，發揮腦力激盪的加乘效果，未嘗不是

一場在金舉行的蘭亭盛會；希望未來閩南學術與文化活動，都能有進

一步的推動與相互交流。謝謝大家。 

            金門縣文化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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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以「閩南文化」為題的學術研討會，自 2001 年以來，兩岸學術文化

單位相繼連年舉辦，廈門、泉州、漳州分別于 2001年、2003 年、2005 年

舉辦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金門縣文化局 2003年起，以一年閩南文化、

一年金門學的接續模式，舉辦學術研討會，確立金門在閩南文化背景和論

述上不可或忘的角色地位。 

 「閩南文化」不只是一個地域的名詞，更是「閩南文化圈」的移動與

傳播下的視野，是學界以「閩南文化」為學術研究對象的共識，這樣的共

識也表達於過去以來的學術會議主題及其會議論題中。從 2003年「閩南

文化學術研討會」主要著眼在地化和區域性題材的會議場次之「歷史組、

社會文化組、城市聚落建築組、文化資產與社區營造組」；到 2013年「閩

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東亞、國家與閩南地方：閩南文化研究之深

化」，已具體體現「閩南文化」超越閩南地域的國際性。 

 除了中國境外的傳播，「閩南文化」的移動，同時存在於中國不同省境

之間的流動，廣東潮州、溫州蒼南等福建省境之外的閩南語系文化區，在

長久的歷史發展中，一如海外「閩南文化」在異地的流動，始終也保存著

既有當地特色也有閩南傳統的語言及其文化元素。因此這次會議主題設定

為「閩南文化的流動」，希望學者針對閩南文化的傳統繼承和因時因地而

發生的應變策略或潮流提出觀察與見解。在廣度與深化的追求下，不僅要

持續過去對「閩南文化」傳統底蘊及其資料的考掘，更期待學者在「活的

閩南文化」不斷隨時代遞變和空間移動的動態中，察覺所謂「閩南文化」

因時因地的發展、演變，以及隨之而來的保存、傳承之焦慮與呼籲等，提

出對「閩南文化」在現在發生中的傳、移、易、變的觀察與分析。 

基於對「閩南文化圈」的移動關注，在過去閩南會議已多所關注的廈

彰泉及其海外分佈之外，本次會議特針對潮州、溫州等福建境外的閩南文

化研究學者提出特約邀請，原受邀的潮州代表學者華僑大學的陳景熙教授，

後來因礙於論題的研究素材尚受到未可公開發表的限制而撤題。為了不讓

潮州缺席，過去素有潮州研究成績的中正大學張秀蓉教授，硬生生被我從

講評人逼上發表台，在應該放假休息的暑假，為大會提供了她綜觀潮州研

究總體面向的心得。感於張教授的犧牲貢獻，提到潮州學、閩南文化、華

南的歷史田野都有指標意義的潮汕籍華南學派領袖學者之一陳春聲教授，

在我們的同聲呼喚中，雖知有他身份職務上可能缺席的風險，依然希望爭

取他來會的可能。於是在一個假日發出的急件電郵和簡訊，讓這個廣州中

山大學副校長在秘書放假的日子，親手操辦出各項手續所需文件；卻在會

前一日確定因職務變動(後來得知是陞遷)不能與會的最忙之際，仍然應代

理講評鄭振滿教授之授意，連夜發來誠懇而精彩的論文評點意見稿。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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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難忘的未出席學者，以他獨特而隆重的心意參與的盛會。溫州籍的潘

君亮博士在調查研究的寫作期中，確認留在法國任教的新職，他的共同調

查學伴林振源博士在兩人相讓中推為第一作者，讓潘君亮代表的溫州和我

久仰的振源兄代表的中生代儀式學者，完美的回應了這個會議主題中的小

心機之大期望。 

 當然還是每一位親臨到場發文又發言的學者，落實了這盛會具體的每

一個環節。丁荷生教授在每日上百封郵件中，率先回應不但與會而且要發

論文，以流利而精準的中文和圖資訊息豐富的簡報檔案，完整清晰的講述

了他在新加坡長期追蹤調查的閩南人圍繞廟宇生活的過去和現在，以及正

面臨的各種變動。汪毅夫教授是官方特別人物中具有學界服氣的論著與學

術洞見的真學者，全程以閩南話簡短而扼要的指出文化基因和文化載體如

方言母語的重要性，林明德教授據以申衍發揮的主持人學識功力，自然也

不在話下。 

為凝聚學者的與會共識和研討方向，會議籌備初期對外邀稿時，提供

了以下子題供學者參考，以討論在理解史料的閩南文化過去之世以外，如

何看待閩南文化的有形和無形史料，在現在發生中的意義： 

1、閩南方言的移時或異地變化 

2、閩南建築的傳統特徵與現代發展  

3、閩南特色飲食的人文與自然環境  

4、閩南地方信仰的在地發展與境外傳佈  

5、閩南節俗、戲劇、儀式的歷史傳統與現代繼承   

6、閩南宗族社會的傳統組織和當代新局   

7、閩南文獻研究回顧與資料庫建置 

  

限於籌備時間和收稿期緊迫，以及因交稿不及或行程變更而不能與會

的論文抽離，除了閩南方言和資料庫建置方面的論文從缺之外，參與會議

發表的論文，都盡力回應了這次會議企圖聚焦的論題。 

張曉威題目中的「吉隆坡-閩南人」和「威鎮宮-觀音寺」，本身就充滿

與一般印象認知不同軌的對話趣味，鄭振滿教授的討論不但指出了其中意

趣，還極不吝嗇的點出其中他已關注和正在關注的問題，作為未來論文發

展的建議。邱彩韻博士是馬來西亞的福建人，從一張新加坡天福宮「佛祖

大人八十五」藥籖為起點，企圖追查天福宮與她求學所在地臺灣南部各廟

宇藥籤的源流關係。林振源、潘君亮針對溫州蒼南地區閩南語族群道士與

儀式的探討，非常誠懇而忠實的回應了會議主題對這個背景的關注，儘管

是在交稿期限前才完成的田野，兩位的學術實力仍足以讓他們駕輕就熟的

呈現這一手材料的重點與價值。曾葉萌恬來自廈門，剛由金門大學閩南文

化研究所畢業，龍岩蔣家是她的外婆家族，在金門求學期間見到頻繁的宗

族與廟會活動，促使她回頭關注自己身邊的宗族活動，在反思家族對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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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之同時，看見了蔣鍾英宗族應社會、制度等時代之變的宗族活動之當

代模式。董群廉在金門縣政府任職時期，花八年以上的時間，多次到有金

門僑民的南洋各地，搜集金門僑民在當地生活的口述歷史，這篇從新加坡

和印尼土產貿易看到金門同鄉關係的商業網路的文章，正是從口述史料中

發掘出的一手觀察。黃啟書由方志所見圖繪論臺閩孔廟建築選址問題，從

發題動機到論文結論看來，是有意回應他曾聽說金門縣政府要在金門大學

附近建孔廟的消息，而希望在第一次到金門時，就能對金門有所貢獻的專

程力作。曾逸仁長期關注金門的歷史建築，注意到傳統建築的修建與修復

問題，惠安工匠過去是金門傳統建築修造時的工匠來源之一，在傳統建築

構件的選擇上如何因應材料與技術條件的變化走出現代性的發展，這兩個

地區具有多重的比較基礎。蔡侑樺是建築史學者，長期投入於有形與無形

文化資產的理論與實踐工作，這篇〈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媽祖繞境活動之

變遷〉，企圖從信仰民俗的節日傳統考察來反思並辯證現行法規對「重要

民俗」的認識基礎，大會為此特意拜託文化部直屬該業務的長官為此文進

行特約討論，施局長明察雅納的專業回應和不忘鼓勵的長者風度，是學術

與政策良善溝通的精彩對話。卜永堅是著名的明清史學者，自稱對閩南文

化並無認識，但基於這樣的不認識，卻別出心裁的就他所熟悉的明代人及

其文獻中，擇出了閩籍與非閩籍的身份，分析他們眼中的閩南，看到閩南

在明代士大夫眼中雖然具區域特徵，但似乎並不足以為意。特約討論人王

鴻泰教授從這個選材角度上，與其說大加讚揚了明清史同行的卜永堅，不

如說是在他自己對明清史和閩南研究同樣熟悉的內行角度，循題點破閩南

文化與大明帝國的關係。這個令人醍醐灌頂的視角，讓丁荷生教授在學術

論壇中意猶未盡的提醒大家注意。楊玉君對民間文學與文獻如何反映日常

生活，尤其是飲食習俗的點滴，已然熟稔成精，〈歌仔冊中的宴席及孕產

飲食〉雖是逼上梁山之作，仍細膩爬梳了歌仔冊中的飲食知識和歌仔冊的

寫作背景。柯榮三〈閩南稀見通俗小說《臺灣外誌》考論－版本系統再考

與「搶灰輸棺材」傳說論述〉，從文題到文章內容都是老派而老練的老一

輩，然而他是不折不扣的還不到四十歲的年輕學者，因為他的論文遲交和

大會的疏忽，特約討論人王國良教授在發表當天才收到論文，雖然不是閉

著眼睛講評，但是給大會的前言和結論都是，柯榮三寫的應該不會有大問

題。黃文車〈台、廈語片的記憶與娛樂流動－以小艷秋、白虹為探討對象〉

關注近代通俗文藝在商業市場中的流動與影響，雖然是透過演員個人生涯

史，牽涉層面卻廣及電影工業、資金及跨國流動、方言與文化等等多重複

雜問題，不易挑戰，卻是他近年關注和持續寫作中的題材。郭哲銘〈戰地

政務以來「金門縣志」修纂歷程〉是他考察金門縣志相關問題與發現的系

列文章之一，以主辦單位的直接關係人，不涉報酬的義務提供會議論文並

應邀參與學術論壇，自有他已表達於論文與學術發言上的屬於學者知識的

素養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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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術討論和論壇發言，都在會前知會過發表及討論的學者，經過

挑選訓練過的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四年級生的記錄和編者審訂，隨作者會

後修訂論文編入本論文集內。為會議記錄額外花費時間與精神，是因為在

個人參與學術研討會的經驗中，一直覺得給予與會者最多期待和獲益最深

乃至有啟發性的長遠影響的，往往都在這些經常不見於論文集中的現場討

論裡。基於對所有會議經驗給予滋養的感念，和對所有與會發表及討論的

感恩，勉力做成這些不盡完美的記錄，是對與會學者和回饋讀者的一點心

意。 

陳益源教授是促成這個具有金門對內對外意義的學術會議在 2015年

初進入籌備期的關鍵人。2009年成功大學與金門大學成功合作了跨台南、

金門兩地的閩南文化研討會後，成功大學持續積極關注閩南文化研究，並

有長足的發展。這期間，成功大學從未忽略金門及金門大學在兩岸及東南

亞歷史上，以閩南文化概括的一切立足角色。基於這些認識，眼看可能即

將籌備不及的時刻，他主動備辦說明文件，專程拜訪了去年底剛剛經歷選

舉而首長變動的金門縣文化局，提醒金門縣政府及其文化局，及時察覺延

續這個兩年一輪的閩南文化與金門學的學術會議，對金門的對外角色及其

地方自覺的意義。相關緣起可以參看陳益源教授於學術論壇的發言記錄。

謹此以金門人的身份，向陳益源教授表達衷心感謝。 

金門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的郭哲銘科長和承辦員李雯小姐，各種付出

與承擔，不僅是基於盡忠職守的本份，更是基於深懷金門情感的任事擔當，

我相信他們被公務員身份掩蓋的知識背景和辨識本質的能力，是他們如此

一以貫之的核心動力。 

 王秋桂教授、陳益源教授、林正珍教授、李仕德教授及金門縣文化局

呂坤和局長、郭哲銘科長等，在會議籌備審查中給予許多寶貴的意見；不

惜心力的寫作、不辭遠近的來到金門與會的學者、學員，以及會議幕後的

學術委員會和會務工作人員，讓「2015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得以在

閩南文化學術史上結此成果，為將來的金門學與閩南文化，建立下一站的

起點。衷心感謝。 

                       唐蕙韻謹誌於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20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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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Minnan temple 

network in Southeast Asia: the rise and fal of the 

Singapore temple network and its future possibilities -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ase of Cheang Hong Lim 

(1842-92) 

 

Prof. Kenneth Dean, Head,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NUS, 

Research Cluster Leader, Religion and Globalization, ARI, NUS, 

Lee Chair and James McGill Professor Emeritus, McGill University 

 

 

Introduction 

 Cheang Hong Lim (1842-92) was a major figur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late 19
th

 century Singapore. He was a member of the Great Syndicate, which 

controlled the opium monopoly of Singapore for over 20 years. At the same time, he 

made great efforts to develop the Chinese temple network in Singapore, which had 

developed mostly in fragmentary fashion within diverse dialect groups. Cheang 

sought means to transcend dialect boundaries by building a Jade Emperor Temple that 

would achieve a symbolic transcendence of regional pantheons and ritual traditions. 

This could be described as a process of symbolic hierarchical encompassment 

(Sangren 1986; Lin 1986). i Cheang also attempted to fend off the effects of the 

colonial regulation of religion that was taking apart the set of earlier united functions 

(socio-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 well as religious) of the Chinese temples/huiguan 



2015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閩南文化的流動 

4 
 

business offices. However, his efforts were ultimately unsuccessful, and many temple 

leaders eventually turned their energies to the Singapor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SCCI) o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gapore (City) State in 1965, the temples 

found themselves in conflict with the forces of modernization, secular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Nonetheless, many have survived, and are now re-inventing themselves 

through trans-local network activities and through new forms of local ritual alliances. 

Many preserved local traditions through the 60s and 70s  (in an even more 

systematic form due to the pressure to preserve tradition) and then took part in the 80s 

and 90s in the re-invention of the religious and ritual tradition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 these were acts of enormous world historical importa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Minnan culture. To comprehe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developments, we can look int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temple 

system. 

 

The main early temples of the Singapore dialect communities  

  

 The earliest Hokkien temples and cemetery shrines in Singapore were built by 

leaders of the Qingyunting in Malacca, including the Director of the Pavilion, Si Hoo 

Keh (Xue Foji, (1793-1874)) who helped spons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ianfugong 

on Telok Ayer Street in Singapore in 1840. Si had first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Hokkien cemetery in Singapore, the Hengshanting (Pavilion of the Everlasting 

Mountain), founded in 1828.  His sons succeeded him in this role, even after he 

returned to Malacca to take up the post of Pavilion Director once again.  Several 

other Malacca peranakan businessmen from Malacca banded together to build the 

Chongdetang (Worshipping Virture) pagoda next door to the Tianfugong,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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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endants still worship their forefathers there on a tri-annual basis.   

 The formation of the old town of Singapore, at the mouth of the Singapore river, 

wa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rise of distinct “dialect” territories in which people from 

the same region in South or Southeast China gathered, built their temples, 

native-place and clan associations, as well as their shops which monopolized different 

trades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boundaries of these dialect neighborhoods were 

preserved from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in 1819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Island in the mid-1950s.  Currently, only traces of these 

communities can be seen in the few temples left behind. The dialect communities 

have now been disbursed across the entire island, into the HDB (Housing 

Development blocks) built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satellite towns around Singapore 

island. 

 Each dialect group contains many sub-sections, based on combined principles of 

common place of origin and dialect (as these can differ considerably by region within 

the broader dialect area). Often, within the same dialect and territorial sub-group, 

there are also divisions based on common surname, class, education, and gender. Thus 

for example, the immigrants to Singapore from Jinmen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the merchant leaders worshipping Chen Yuan (fl. 804), a Tang dynasty military 

founder of Chinese communities on the islands, while the lower class dock workers 

who lived in coolie houses worshipped Liu Wangye (sometime called a plaque 

demon), who is said to have been an officer under Chen Yuan in the Tang.  

The early important temples of the Hokkien in Singapore include the Heng 

Sun Teng (Hengshanting, Eternal Mountain [cemetery] Pavilion, founded 1828); the 

Thian Hock Keng (Tianfugong, Temple of Heavenly Fortune, 1840) dedicated to 

Mazu, Baosheng Dadi, and Guan Gong, with back and side shrines to Guanyin, 

Confucius, and a City God of the Underworld; the Kim Lam Temple (Jinlanm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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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en Orchid Temple, founded 1830) dedicated to Qingshui zushi (the Patriarch of 

the Clear Stream from Anxi) – an early center of a secret society; the Hong San See 

(Fengshansi, Phoenix Mountain Temple, founded 1868) for Nan’an immigrants – with 

its’ home temple in Shishan, Nan’an),  the Changtai immigrant temple Qingyuan 

zhenjun miao (Temple of the True Lord of Pure Origin, founded 1887, now destroyed), 

the Giok Hong Tian (Yuhuang miao, Temple of the Jade Emperor, founded 1887), and 

the Po Chiak Keng (Baochigong, Temple for the Protection the Pure, founded 1878), 

dedicated to the Zhangzhou Tang dynasty founding hero Chen Yuanguang (657-711), 

and thus also a clan association for the Chen surname group, originally for those from 

Hokkien, but later broadened to include Cantonese and other dialect group members, 

and later broadened even further to include 8-12 surnames descended from the Sage 

Hero Shun).
1
  

Each of the dialect groups supported their own Daoist  regional ritual 

tradition with their own local Daoist troupes. One early ritual artifact from a 

Singapore temple allows us a glimpse into how the powers of the Dao could be 

moved into new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This is a Taoist contract claiming 

divine legal right over the site of the temple, and exorcising and banishing the 

original spirits and ghosts of the site in the name of the new gods who were coming 

                                                      
1 Each of the different dialect groups from Guangdong and Hainan and from Hakka regions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built temples dedicated to the gods of their regional pantheons (see Dean and Hue 

2015). One temple that deserves special men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nsnational Chinese temple 

network  is the Jiucaiba Chenghuang miao (a branch temple of the Anxi City God temple in Fujian).  

Xu Liying (2010) has written an extensive account of the role of this temple in first coordinating the 

Taoist Association in Singapore, and then returning to Fujian to rebuild the Anxi City God temple, and 

subsequently taking part in their regular annual ritual celebrations. This temple held a conference of 

City God temples in 2011, to which I was invited to speak to delegates from 40 City God temples from 

across Taiwan, but also from Xi’an, Xiamen, and several other Chinese cities. The city god has turned 

into a cosmopolitan jet setter, and created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the same is true for many gods of 

the Minna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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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o Chiak Keng Tan Si Chong Su (Baochi gong (Temple of Protecting our Infants) 

Chen Surname Great Lineage Hall) was founded in 1876. The name of the temple is 

based on a quote from the Book of Documents, Shangshu, Zhoushu, Kanggao, J.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3, The Shoo Jing, 389, “Deal with them, as if you 

were protecting your infants, and the people will be tranquil and orderly”).  In the 

late 1800s, more and more immigrants were arriving from China in Singapore every 

year, leading to all kinds of interactions, which escalated from time to time into 

bloody conflicts. Viewing this situation, Singaporean Chinese leader Chen Yuansu 

decided it wa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lan Association “Lineage Hall” to unite the 

feelings of those with a common surname, and to provide another mechanism 

beyond the native-place association to mediate social conflicts. So he set up the 

Chen Surname Lineage Hall. He donated his own property near a boathouse dock 

along the Singapore River near Magazine Road (also known as Saintly King Chen 

Road), and called for the building of the temple/hall.  

  His call was responded to enthusiastically by others of the Chen surname, who 

contributed funds. Amongst these were Tan Kim Ching (Chen Jinzhong -the sons of 

the leader of the Hokkien Bang Tan Tok Seng (Chen Dusheng), and Tan Ben Swee 

(Chen Mingshui, the son of Chen Jinsheng) both of whom made major donations.  In 

1879 the god Kaizhang Shengwang Chen Yuanguang (the Saintly King who Opened 

up Zhangzhou) was enthroned in the temple and the ancestral hall for the worshipping 

of Chen surname ancestors was completed. Initially, the temple had been designed to 

bring together Chen surname migrants from the Zhangzhou region. But in 1883, the 

ancestral shrine started to accept Chen surname ancestors from the Chaozhou region. 

Subsequently, Chen surname ancestors from any region or dialect group were 

accepted. In 1889 early leaders of the clan association borrowed the facilities of the 

ancestral hall to establish a school for children of the clan living around the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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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chool evolved after the WW2 into the Baochi xuexiao (Protecting our Infants 

Academy), which was in operation until 1962, when the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around the temple was torn down. The 99 year lease on the temple site expired in 

1970, but in 1974 the government listed the temple as a National Monument, which 

enabled the temple management committee to continue running the temple up to this 

day. In 1981,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being gazetted as a national 

monument, over $5 million Singapore dollars were spent on restoration costs. At that 

time, the temple management committee also altered the temple regulations, and 

opened the ancestral hall up to any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great Sage Shun (this 

includes the Chen, Hu, Yao, Yuan, Tian, Sun, Lu, and Yu surnames). So the temple 

has now become an ancestral shrine dedicated to the eight surnames descended from 

Shu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Lin and Feng 2005, 1:120-122, Lin 1975: 99-106, 

and Dean and Hue, forthcoming. 

 

靈寶大法司  據 

       大清國福建省各府州縣人氏，現寓西洋新嘉坡，居住英地監公嘛六甲保

赤宮，皈依奉道奠安謝土宅長：振成公司、豐興公司，      暨陳家閤族合眾人

等，詞於戊寅年，備銀買得英地壹所建立廟宇，坐辰向戌，兼乙辛分金丙辰丙戌，

穿山甲辰東西南北四至分明。謹涓☐月十六／七，十八／九☐☐十日仗   道就

宅，修建奠安謝土清醮一會，於中焚油清安鎮符。會滿，奉  高真祈求☐☐，仍

備大銀六十錠，☐財六十分厘。茲道力托得本宅土地神献與宅中前亡後化男女眾

神，囑付（咐）收受，隨果超昇，即日出離宅門。向後毋致在宅興妖作禍，即將

屋宇付陳氏開璋聖王，及陳太傅☐公併家神收關居住。恭對  三寶証盟，立砌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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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符二面，鎮埋宅中，永☐平安。日後若敢興禍，以明   天☐仝立契書為☐。

右給付本宅土地司命，准此。 

知見人山神爺 

中見人福德爺 

天運戊戌年九月           日立契磚宇人張堅固 

      代書道人 

備註：英地（即“英國政府之地”），監公嘛六甲（監公，即以閩南話音譯馬來語

Kampong“甘榜”；嘛六甲，即以閩南話音譯馬來語 Malacca“馬六甲”，“甘榜馬六

甲”是保赤宮所在地的舊時地址名稱） 

 

 “Earth Contract Brick” for a Taoist Ritual of Pacifying the Temple Site, 1898  

The Great Ritual Court of Numinous Treasure, states that, Chinese People of the 

Great Qing Empire from Fujian Province, form any of its Prefectures, Commanderies, 

and Counties, now residing in the Western Seas in Singapore, on Malacca Street - the 

Temple of Protecting our Infants Temple Leaders: the Zhencheng Kongxi 

(Corporation) the Fengxing Kongxi (Corporation), and the Chen families united clan 

and all those present, (all) respect and worship the Dao and (have decided to) hold a 

rite to Settle in place the Respected (Gods) and Offer Thanks to the Earth. (All these 

people) composed a memorial (expressing the purpose of the ritual) in 1878. They 

prepared silver and purchased a plot of land and built a temple which sits in the North 

(chen), facing the Center (xu), and also is situated in the South (yi) and the West (xin), 

thus (according to the Luopan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splitting Metal” (system), 

the site tends towards Earth (bingshen bingxu). According to the “cuts into a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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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of the Luopan compass) it is in the Fire quadrant (jaishen: southeast), 

and so on all four sides, east, west, south, and north, its dimensions are clear. We have 

carefully selected the 16
th

 to 17
th

, the 18
th

 to the 19
th

, and the 20
th

 of this month, and 

have held a Pure Jiao Offering to Settle the Respected (Gods into this site) and to 

Thank the Earth. During this ritual we burned oil and with purity placed in position 

the talismans of protection (of the site). The the ritual was completed, and we went on 

to worship the High Perfected (Gods) and prayed (for their blessings).  We prepared 

60 ingots of silver – - and 16 fenli of cash? The power of the Dao was used to 

summon up the Earth God of this site who informed and instructed the spirits of the 

dead who formerly lived in this site, those who died and transformed, whether male or 

female, gathering them all up, so that they would be deliv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deeds, and so that they would depart (from the site) on this very day.  They 

must never again return and act as demonic forces and generate disasters in this 

building.  Now we are transferring ownership of this site to the Chen surnamed 

Saintly King who Opened up Zhangzhou, Chen Yuan(guang), and to other Chen 

ancestors of great virtue, along with their household spirits (other ancestors),  to take 

charge of the site and dwell there. Together before the Three Treasures to act as 

witnesses, we set in place (this inscribed) brick, and two numinous talismans, and 

buried them in the middle of the building site. May there forever be peace in this 

place. Should anyone dare to raise up disasters, (then) before the bright Heavens 

(missing word)  we  together have made this contract, which is written here 

(missing word). A copy of (lit. to the right) this document was given to the Earth God 

in charge of Destiny of this Building.  Follow this order! 

Date: 9
th

 month of 1898: Witness: The God of the Mountain; Witness: The God of 

Fortune and Virtue:   

On this day, placing the contract brick, Zhang Jiangu (a fictional figure alway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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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ch contracts) 

The Taoist master who wrote out the contract, XX 

The colonial regulation of “religion” 

 Looking back over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Chinese religious sphere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in the 19
th

 century, one can see that colonial regulation of Chinese 

religion from the mid 1850’s led to a gradual dismantling of central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temple system, which combined communal leadership and enforcement of 

economic niche monopolies through the use of “secret societies”. These colonial 

policies destroyed this earlier unity of functions, and resulted in the creation of a new, 

autonomous category of “religion”, as well as the division of life into a privatized 

sphere of religion versus a public sector public life based ultimately in Chambers of 

Commerce. Related policies included the gradual elimination of Chinese cemeteries, 

the removal of hawkers from the four-foot ways, and other efforts to improve hygiene 

and regulate colonial space (Yeoh 2012). These transformations were facilitated by 

the rise of English-educated Chinese in mission schools, British universities, and 

government service.  The rise of Chinese modern nation-state nationalism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tensified the rejection of the Chinese temple system amongst 

educated elite Chinese leaders.
2
   

 It is important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colonial conceptions and regulations of 

religion in the subsequ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y temples. 

These policies were worked out across the British colonies, from colonial statements 

in India on religious tolerance, to bans in Madras on Thaipusan processions, to 

clashes in Penang,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ith “secret societies”.  The colonial 

                                                      
2
  For a insightful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hinese temple and ritual system 

in Penang Malaysia under the impact of forces of modernity, nationalism, and the hardening of ethnic 

boundaries, see DeBernardi 2004. For more on the Singapore temple networks see Dea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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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machine was creating and imposing categories as fast as it was absorbing 

and attempting to assess and categorize perceived new threats (such as the potential 

for the Kongsi in Borneo to become independent).  The following list of regulations 

took shape across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but had a major impact on Chinese temple 

networks in Malaya,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1856: Penang riot over an opera stage 

1867: Penang riot featuring feuding secret societies 

1867: Peace Preservation Act gave British authorities the right to banish undesirable 

individuals.  

1869: Dangerous Societies Suppression Ordinance – calls for the registration of all 

“secret societies” – laxly enforced. 

1877: William Pickering appointed to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Singapore - he 

works closely with secret societies, attending many of their ordination ceremonies, 

and arguing for coordination with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1887: assassination attempt on Pickering knocks him out of commission 

1890: Gov. Clementi Smith  passes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Act, declaring the sworn 

brotherhoods completely illegal, and criminalizing these groups.  

1891: The next year new prisons were built in Singapore.  

1899: A Chinese Advisory Board was established to encourage greater cooperation 

with the authorities.  

1905: establishment of the Mohammedan and Hindu Endowment Board 

1906:  founding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With the prohibition of secret societies in 1890 (which took place later in 

Singapore than in Penang and Hong Kong), the enforcement arm of the temple and 

clan association business leadership was criminalized. At the same time, the Brit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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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ies were intruding more and more into the financial side of temple 

administration, as seen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accounts of the Guangfu Temple in 

Penang in 1890 which led to the enforced re-organization of the templ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the financial accounting procedures, and may well have led the temple 

leadership to contemplate transferring day to day control over temple finances to the 

Buddhist monk Miao Lian and his Chinese monastic disciplinary order from Gushan 

in Fuzhou.  After all, these temple leaders were also business leaders and cartel 

owners quite familiar with the process of contracting for the opium, alcohol, gambling 

and prostitution concessions with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They and their 

colleagues had done the same thing as gangzhu (port rulers) for the Malay rulers in 

the region.  Many of course sought temporary fixes, such as re-labeling their temples 

as huiguan (native-place associations, or business offices), instead of the other way 

around, in order to preserve elements of the earlier system. 

 

Last stand of the 19
th

 century Chinese temple system 

 

Cheang Hong Lim (Zhang Fanglin, 1842-92) was one of the pre-eminent 

leaders of the Singaporean Chinese community at the end of the 19
th

 century.  His 

engagement with the Chinese temple system represents a last effort to hold together 

the pieces of this rapidly changing system in the late 19
th

 century.  Cheang was a 

major partner in the Great Opium Syndicate of 1890’s Singapore, a position he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Cheang Sam Teo (Trocki, 1989). The Chinese Consul 

General Huang Zunxian (1848-1905) who wrote his epitaph,  first explains that the 

opium farms are no different from the salt monopolies handed out to the highest 

bidder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n he emphasizes how Cheang improved on 

the mafia-like tactics of earlier opium concession owners, relying on his innate vir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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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st fortune the control over the sale of opium provided to Cheang enabled him 

to invest in property and diversify his holdings. Over his life, he built or restored six 

Chinese temples. Cheang first restored the temple established by his father Cheang 

Sam Teo, dedicated to an obscure local god from his home region in Fujian called 

Qingzhen yuanjun (Primordial Lord of Pure Perfection).  He also built a temple at 

his seaside villa to house a boulder worshipped as an Earth God by local people. Later 

he restored the Golden Orchid Temple, which was a center of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the Hokkien faction. He attempted to establish rules for this temple to enable it to 

self-regulate itself, trying to keep a step ahead of colonial regulations forbidding 

secret societies (see the translation below). He also built a Temple to the Jade 

Emperor, which attempted to transcend dialect boundaries and to create the basis for 

new forms of Chinese leadership and alliances within Singapore.  Interestingly, he 

also supported other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Back in China, 

we find him donating to the repairs of the Qingjiao Baosheng Dadi (Great Emperor 

who Protects Life) temple reconstruction fund in 1889. This is the same temple which 

sought funds from the Overseas Chines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Manchu coastal 

evacuation in 1697 (Dean and Zheng 2006).  Thus this founding temple of a 

transnational cult continued to gather funds and support from its branch temples and 

overseas patrons for some 200 years.
3
 

Below are the texts and translations of Cheang Hong Lim’s temple 

inscriptions: 

1)  The Pasis Panjang Temple of Fortune and Virtue was located at the 7 mile 

mark on Pasir Panjang Road, and was dedicated to a stone Great Uncle – this was in 

                                                      
3
 Several of the thirteen temples and associations that are currently devoted to Baosheng Dadi in 

Singapore have made “jinxiang” (presentation of incense) pilgrimages back to the founding temple in 

Fujian. On the spread of this cult in Taiwan, see Schipp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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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 a huge boulder weighing some 4 tons. The boulder appeared to have a face with 

eyes, a nose, and a mouth with teeth. The boulder was discovered over a hundred 

years ago by the fishermen of the Pasir Panjang area, and worshipped as a God of 

Fortune and Virtue (a tutelary Earth god). They called it the “Stone Great Uncle”. 

According to the “Stele record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asir Panjang Temple of 

Fortune and Virtue”, 1897, (translated below), the boulder was located near the villa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leader Zhang Fanglin.  Because the local fishermen were 

deeply convinced of the spiritual power of the boulder, they begged Zhang to 

contribute funds to build a temple to ensure sacrifices to the god. Zhang agreed and 

followed their suggestions. Because the 7 mile mark on Pasir Panjang Road was also 

known as the Stone Lion, the temple was named the “Double Lion Great Uncle 

Temple”.  After many years of gradual decline, Zhang Fanglin again offered funds to 

complet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emple. In 1980, the temple was torn down to make 

way for government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 it was first moved to a small, 

temporary shrine along Alexander Road. Later, after the old temple keeper passed 

away, his descendants passed decision making power to the Wutaishan Fogong si 

(Monastery of the Buddhist Master of Mt. Wutai). Currently, the big boulder has been 

placed within the Wutaishan Fogongsi on West Coast Road.  Local observers claim 

that the boulder continues to grow and expand a small amount each year, and that this 

is unique to this stone Great Uncle.   

 

 重修北西板福德廟碑記 Stele record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asir Panjang 

Temple of Fortune and Virtue, 1897 

In the 11
th

 lunar month of 1863, I purchased this piece of land and built a house 

at the peak of the mountain, which I called the Garden south of the Park. Now 

this site was next to a cliff which carried a boulder which had produced brilliant, 



2015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閩南文化的流動 

16 
 

miraculous deeds, and which had attracted much worship (lit. incense). I inquired 

about it and learned that this was what the local people of Pasir Panjang had for 

several decades (worshipped) as the local God of the Earth. Repeatedly, it had 

shown forth miraculous powers, and there was no confusion that it could not 

penetrate. The local people thereupon asked me to build a temple wherein it 

could be worshipped.  Truly, only bright virtue is most illustrious, and what it 

seeks to model it reveals within itself.  How could I dare not show my respect 

and request the god’s blessings? Thereupon the site was prepared.  The temples 

was three lengths long, and the construction was simple and plain.  Over time, 

wind and rain swept in a damaged the temple, and green moss invaded.  Every 

day it seemed about to collapse.  In 1891 I restored and repaired the temple, 

making it completely new.  The temple overlooks the great sea, and the sound 

of waves and the shadows of sails all pass across its eaves and doorway. The 

god’s spiritual powers are resplendent, and those who depend on the god happily 

attain their desires. From this point on may the god forever display and manifest 

his glory.  Then all who display their sincerity all can depend upon the 

oversight and protection of the god. Thereupon I have engraved these few words 

to enable those who come after me and read this stele to know the trajectory of 

this temple. On an auspicious day in the 5
th

 lunar month of 1892 by (Zhang 

Fanglin), promoted to First Ranked official, with permission to wear a patterned 

feather (in his hat), Salt Distribution Commissioner, official member, stationed in 

Singapore, on behalf of the North Sea (Shandong Naval Command) in charge of 

all locations in the South Sea (Shandong to Zhejiang) for the Eastern (China) 

Relief Effort, Zhang Guiyuan (Zhang Fanglin). 

 

2)  The Golden Orchid (Sworn Brotherhood) Temple was built in Tanjong Pa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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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 Narcis Street by Yongchun migrants from the Quanzhou region in 1830. 

From the beginning the temple was dedicated to Qingshui zushi (The Patriarch of 

the Clear Stream) a local Buddhist deity whose founding temple is in Penglai 

township in Anxi county near Yongchun.  This was a sworn brotherhood and 

secret society of the Fujian Coalition. At that time, Singapore had only been 

founded for 11 years, and it was a time in which each Chinese migrant group 

formed their own protective societies.  The Golden Orchid temple used 

initiation rituals to construct bonds between adherents. The name of the temple is 

modeled on the Peach Garden Oath (made by Guan Kong, Zhang Fei and Liu Pei 

in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vows would be hard as metal and fragrant as 

an orchid, and it was initially a sworn brotherhood made of up 74 members. At 

that time, in contrast to most initiation rites which required the drinking of a 

blood oath, the Golden Orchid initiation relied on the burning of yellow 

talismans instead.  In 1881, when the leader of the Fujian Coalition Zhang 

Fanlin donated funds to repair the temple, the temple transformed from a sworn 

brotherhood into a temple open to the worshipping public.  Two years prior to 

his death, in 1891, Zhang Fanglin wrote out a set of regulations for the Golden 

Orchid temple, regulating that the temple be overseen by a Temple Prayer master 

(a ritual specialist) and an assistant, and that no gambling, opium smoking or any 

other illegal activity was permitted inside the temple. These regulations may 

have been in response to the 1890 British directives declaring all sworn 

brotherhoods to be illegal secret societies. These regulations no doubt further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emple into a public center of worship.  In the 1960s 

the temple leadership voluntarily passed control of the temple over to the Fujian 

Huiguan (Native Place Association).  In August 27, 1988,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forcibly reclaimed the land the temple stood on, and the templ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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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d to its current location on Kim Tian Road. The new temple was built by 

the Fujian Huiguan. 

金蘭廟條規 Regulations for the Golden Orchid Temple (1891) 

一廟內香火，舉一司祝並副雜相助為理。務必時時打掃潔淨，以壯觀瞻。 

一廟中琉璃燈，須日夜光明。案上香火不離，朔望更宜齋餐，以昭誠敬。 

一司祝人等，不得少違王家法律，以干例禁。一廟內靜室，不許司祝人等聚賭

聚飲，及設鴉片烟具，邀集朋衆，引誘匪人，以蹈不法。一司祝之過路親朋，

或遊方僧道，偶欲投借房舍者，須有本號批許字樣方准，毋許擅專。一無論僧

道人等，凡得本號許以漸(暫)時寄住者，亦宜恪諸一切規約。住日滿又須及早告

行，不得遲延以昭一體。一司祝人等，規矩必尊，善信必敬，不可偷閑□□，自

誤犯規，違者飭退，决不恕寬。 

1). As for the “incense fire” (i.e. daily operations) of the temple, this should be 

managed by a Ritual Specialist and his various assistants. Their duties include 

regular sweeping and maintenance, in order to assure the majesty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temple). 

2). As for the lapis lazuli (oil) lamps in the temple, these should be lit day and 

night. Incense should burn continuously, and vegetarian fast offerings should be 

made on the day of the new and the full moon (1
st
 and 15

th
 of the lunar month), 

to display sincere reverence. 

3). The Ritual Specialist are not allowed in the slightest way to infringe the laws 

of the King (of England), for fear of breaking the prohibitions. 

4). In the quiet rooms of the temple, it is not permitted for the Ritual Specialist or 

anyone else to gamble or gather to drink, or to set out opium smoking 

paraphernalia. Nor may they invite in friends or bring in criminal elements, all of 

which would overstep the laws.  

5). Any travelers who are friends of the Ritual Specialist, or any wand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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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monks or Daoist masters, who desire to take up residence within the 

rooms of the temple, must have an official note of permission from the company 

headquarters (?) before they will be allowed to stay, and no one may arrogate the 

authority to bypass this regulation. 

6).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monks or Daoists or whatever, if they have 

received the permission form that allows them to reside at the temple temporarily, 

they must all scrupulously follow all the above regulations. When the time of 

their stay is over, they should make their farewells in advance, and not delay and 

linger on, and this rule is extended to everyone equally.   

7). The Ritual Specialist and the others must obey the rules, and be respectful 

and conduct themselves well. They must show respect to all good believers 

(worshippers). They may not act lazy [  ], or mistakenly infringe the rules. 

Those who disobey will be swiftly removed, and there will be no exceptions 

made.  

Written on an auspicious day in the fifth lunar month of 1891, promoted to First 

Ranked official, with permission to wear a patterned feather (in his hat), Salt 

Distribution Commissioner, official member, stationed in Singapore, on behalf of 

the North Sea (Shandong Naval Command) in charge of all locations in the 

South Sea (Shandong to Zheijiang) for the Eastern (China) Relief Effort, Zhang 

Guiyuan (Zhang Fanglin) 

 

4) The Temple of the Perfected Lord of Pure Origin was originally located in the 

upper part of Fujian Road , it was originally called the Changtai Temple. This was the 

only temple in Singapore in which the  Perfected Lord of Pure Origin was 

worshipped. The temple had three halls with two courtyards all in a row, and was 

quite large, with many worshippers. But by the 1970s, the temple had declin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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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one hall with a single (courtyard was left. Finally, the temple was torn down to 

make way for urban renewal. The Temple originally had three stelae, and these have 

been stored in the Singapore History Museum. According to the “Stele record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hangtai Temple”, the Changtai Native-place Association was 

founded in 1849 by Cheang Sam Teo  (Zhang Sanchao, d. 1862), and the Perfected 

Lord of Pure Origin was worshipped within the Association Hall. In 1887, Cheang 

Hong Lim  (Zhang Fanglin, also named  Zhang Guiyuan 1825-1892) restored the 

Association Hall, transforming it into a temple dedicated to the Perfected Lord of Pure 

Origin. This change was most likely based on the decline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Changtai Native-place Association. Another possible explanation is that the location 

was in a Cantonese area, thus transforming the Hall into a temple opened it up to a 

greater variety of dialect groups (Lin 1975: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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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元真君碑記 Stele record of the Temple of the Perfected Lord of Pure Origin, 

1887 

In the Yijing (Book of Changes) it is stated that the first hexagram states that the 

primoridial Qian (male principle) is great.. The next hexagram states that the 

primordial  Kun (female principle) is beautiful. Thus one obtains the righteous qi 

(breath) of the Qian and Kun and can become capable of maintaining a clear and 

enlightened mind. With this clarity and enlightenment one can gather ones’ sincerity 

and develop one’s true nature. Calmly, the heavenly lord practiced actionless action in 

a way fitting the name of a god. Thus the god has his origins. (His plans?) ..resulted in 

merit within the world, so he has received the fragrance of sacrificial offerings, and 

having brought good fortune to the people, (their offerings of) incense and fire 

mutually go up in smoke. The acts of guarding the age and protecting the people by 

the Perfected Lord of Pure Origin are renowned and his spiritual powers are great. 

There is no one in all directions who does not worship him. Only we lacked a temple 

so did the god’s spirit did not have an appropriate place (to be worshipped). In 

Singapore, between Upper Fujian Street and Nathan Street a temple was built to 

worship him. But at that the time we lived close to the residences of various southern 

barbarians, yet all thought on the god and worshipped him. Now searching back to the 

origins of the land, it originally belonged and was purchased by the Metropolitan 

Candidate of the Commandery, honoured with the title of 2
nd

 rank, Master Cheang 

Sam Teo (Zhang) Sanchao,. Thereupon the earth and wood of the temple were raised 

up and the shrine buildings were renewed. The work was completely in six months’ 

time. From this time on the eaves rose up like flying birds. When we gaze on the 

temple’s beams and rafters, how could we … everyone thought it a bustling place 

filled with various activities (lit. racing horses and stock-still birds.). Those who came 

to offer fragrant sacrfiices and incense, used pure offerings (four words unclear). The 



專題演講（一）丁荷生：海外的閩南人與廟宇文化－新加坡廟宇的興衰與未來 

23 
 

virtue of the god provided them with protection which was wonderful. Peoples 

possessions increased and they were all in good health. The god’s powerful spirit 

presided over his office and guarded the land. The years were bountiful and the people 

lived long, (three words unclear) so that they would forever be imbued by the special 

blessings of the god. This is the preface.  . Erected with respect by Zhang Famglin. 

Great Qing Empire, 2
nd

 rank official, with a promotion of three ranks 

Great British Empire, Leader (of the Hokkien), specially appointed Kapitan, and 

Superintendant of the Police 

Guangzu 13 (1887) 

 

 

5) 清元真君廟條規（上半部分），光緒十三年  （按：此碑收藏於新加坡國家博

物館）Regulations of the Temple of the Perfected Lord of Pure Origin  [preserved in 

the Singapore National History Museum – photo of the top half of the stele (Stone, 

1887. Chen 1970: 143; Lin 1975: 86) (the text is the same as the Regulations of the 

Golden Lotus Temple above) 

 

6)  The Temple of the Jade Emperor was built on Havelock Road by Zhang Fanglin 

in 1887. According to the 1887 Stele record of the Temple of the Jade Emperor the 

temple at that time had “its back to the mountain and was encircled by the bay|”. The 

mountain was the hill on which was found the Green Field Pavillion Cemetery, and 

the bay referred to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Singapore River. The setting was beautiful, 

and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site, where the river has been covered over 

and the hills leveled. The Temple of the Jade Emperor worshipped the Jade Emperor, 

along with an assortment of deities from the Daoist, Confucian and Buddhist 

traditions, along with several gods from regional pantheons of Chinese pop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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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gion. Although the temple was built by Zhang Fanglin, who was recognized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s the lead representative of the Hokkien bang (dialect 

group) in Singapore, based 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ities within 

the temple, this temple was from the beginning open to a wider public of worshippers, 

extending beyo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玉皇殿碑記 

玉皇殿碑記 Stele record of the Temple of the  Jade Emperor, 1887 

I have often chanted texts such as the Book of Songs of King Wen ( of Zhou) where it 

states  “With entire intelligence he served the God Di” and also “the God Di is with 

you” (citing the same poem from the Book of Songs, Daya Wenwang Daming 

Shisanjing 1:507, J.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4:435, modified). In these 

texts, there seems to be the words ‘Di (supreme god)’ but not yet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term ‘huang (august’). And when we read the text of the Taijia hao in the Book of 

Documents (Shang Shu Taijia, zhong, Shisanjing zhushu1:164) which states “Great 

Heaven has graciously favored” (J.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3:206)”,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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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 “Great Heaven no longer extended its protection to him ” (quoting Shangshu 

Xianyou yi de. Shisanjing zhushu1:165, J. Legge, , p. 214), there seems to be a sense 

of the word ‘August’ without any sense of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i (supreme 

God/ruler). Now if we say the word “Di (supreme God)” we first unify it with the idea 

of ‘august’, and if state the word ‘august’, we make it solemn by (adding) the word 

‘Di (supreme ruler)’. As for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 Daya (Greater Elegentia) 

Huangyi poem reads “Great is the God Di” (Shisanjing zhushu 1:519, J. Legge, Vol. 

1:448, modified). Thus the titles “Tianhuang” (Heavenly August) and “Tiandi” 

(Heavenly Di ruler) have no way to be augmented. When we look at the ancients, they 

kowtowed before the vault of heaven and prayed to the invisible vastness. They 

merely observed and examined the imageless, and never carried out prayers directed 

to something with physical shape. Coming down to later ages, the manufacture of 

“vessels of earthenware and of gourds” (citing the Liji Jiao Te sheng, xia, Shisanjing 

zhushu 2:1452-1453, J. Legge. Book of Rites, Vol. 2:428) increased daily. In places 

where the “Kings wandered and indulged themselves” (citing the Book of Poetry, 

Shijing. Daya Shengmin, Ban, Shihsanjing zhushu, 1:550, J.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1:503), various kinds of portents and symbols appeared. These not only 

something to worship within their hearts, but also were also an object for their gaze. 

These were not simply created symbols but were also manifestations of reverence. 

Now when it came to the auspicious founding of this glorious dynasty, the ritual 

system became resplendent., and (the court) recorded (these rituals). From the court 

on down to the village lanes, everyone took part in fragrant sacrifices and prayers 

directed on high in thanks to the High Luminous (gods). How magnificent this was! 

Truly these rites were most elaborate. However, the sacrifices to the high god Di and 

those to the Six Honored Ones were carried out within the Middle Kingdom, but 

when we examine temple sacrifices overseas, there were no such places. Now a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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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this was a place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Lands, where the smoke of 

household fires was dense, and where more than several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d come by sailing across the seas. Boats and junks gather like clouds, crowded 

together like a gathering of ants. People gradually began to reverence the ritual 

observances, and to move towards carrying out these rites in the proper fashion in a 

dedicated temple. In no time, beautiful temples gilded with gold and richly painted 

had already rushed in to dazzle all with their loveliness.  Throughout Chinese 

civilization this is the most splendid island of all. Temples arose all around and they 

achieved fame. In the Han dynasty, (the god) was acclaimed as an Emperor. At that 

time he was (given the title of Emperor,) Aid to the Heavens. The goddess (Tian 

Hou’s) virtue is equaled by her motherly comportment, so she  was enfeoffed as 

“Heavenly”, and also she was said to accompany the Emperor (as Empress of 

Heaven).  Now, as for the unification of the Supreme Ultimate and the Non-Ultimate, 

and the work of endowing the beginning of things and endowing (all beings) with life 

(quoting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Qian and Kun hexagrams, Shisanjing zhushu, 

Zhouyi, 1:14&18) - and as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Prior (Virtual) Heaven and the 

Latter (Actualized) Heaven, and the carrying out of this task of completing the 

transformations (of the Dao) - distantly, unreachable, towering on high, the most 

reverent deity, is the Great August Jade Emperor. But this was (still merely) a matter 

of honoring his name and not worshipping him with rites. Thus I thought of creating a 

temple and so divined a site in the middle of Outram Road, with its back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Singapore river (lit. bay) encircling it in front. Deep springs and 

high peaks send off the verdant colors – this is an excellent site. Moreover, it was only 

a few kilometers (?) away from the Temple to the Perfected Lord of Pure Origin 

which I had built earlier.  Both the temple built later, and the earlier one were radiant, 

and both had exceptional form.  Thereupon were gathered materials and work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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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saw (the work) through to completion.  Truly this was what is called “will not 

Heaven renew its favorable appointment, and give you blessing?” (citing the 

Shangshu Yiji,  Shisanjing zhushu, 1:14; J.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3:79). 

The god “only helps the virtuous” (quoting the Shangshu, Cai Zhong zhiming, 

Shisanjing zhushu, 1:227, J.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3:490). If we are to 

gaze upon great solemn temples then we must provide ever more sincere and careful 

prayers to the gods.  (Formerly) on another occasion, men from the town asked me 

why there was not a graceful and solemn temple in which to  offer fragrant sacrifice 

and rely upon the Way of the Gods,  thereby promoting  civilizing transformations.  

(Only) in that way would one be able to observe the bright spirit’s illuminating power. 

Those without sincerity cannot cause the gods to descend (to the temple). The wide 

fame and power of the gods is responsive and has a mutual interaction. So I have 

composed a hymn about the gods, “(We) ascend to the Hall of Light (Mingtang) (it is) 

fully emergent and flourishing” (quoting Yang Xiong, Taixuanjing, Jiao hexagram 

(No.16), tr. M. Nylan, The Elemental Changes (Albany:SUNY Press, 1994, p. 89, 

modified). “Thus increasing our bright happiness” (citing the Book of Songs, Xiaoya, 

Datian, Shisanjing zhusu, 1:477, j.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4:382), our 

possessions with be abundant and the people will have  good health.  

Great Qing Empire, 2
nd

 rank official, with a promotion of three ranks 

Great British Empire, Leader (of the Hokkien), specially appointed Kapitan,  

Guangzu 13 (1887)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Tomb Epitaph of Cheang Hong Lim 章芳林墓志铭简介 

 The Tomb Epitaph for Cheang Hong Lim, which provides a detailed account of 

his life and character, was composed by Huang Zunxian (1848-1905), the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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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l General in Singapore, in 1893, shortly after Cheang’s death. Cheang Hong 

Lim (Zhang Fanglin, 1842-1892), personal name Guiyuan, alternate name Mingyun, 

was born in a family from Xiwei in Jinli village, Changtai district, Zhangzhou 

prefecture, Fujian province. His father Cheang Sam Teo (Zhang Sanchao) founded the 

Teang Wat Company on Telok Ayer Street in Singapore, where he sold tobacco and 

alcohol, and local products. Cheang Homg Lim took over his father’s business, and 

expanded the company, eventually establishing the Cheang Hong Lim Kongsi 

(Corporation), later renamed the Yuansheng Hao (Company). He was involved in 

shipping and in real estate, and raised a considerable fortune. In 1876 Cheang spent 

3000 dollars towards a public park, which is called to this day the Zhang Fanglin Park. 

When He Binglong was serving as the first Chinese Consul in Singapore, he sought to 

raise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heang responded enthusiastically, and 

in 1885 he established all on his own funding the Cheang Wan Seng Academy, also 

known as the Cultivating Correctness Academy, which accepted without charge 

impoverished children of Overseas Chinese, regardless of their age. Later, he 

established the Cheang Jim Hean Academy, which promoted social service oriented 

education, and which was run by his son Cheang Jim Hean (1873-1901). In 1886, the 

Singapore Fire Department was short of equipment, and he donated funds to establish 

the Wan Seng Fire Brigade, which was very active in responding to disasters and to 

fires, and providing relief to the community. Cheang Hong Lim was also very active 

in temple building, more so than any other leader of the various dialect groups in 

Singapore. In the 24 years from 1863 to 1887 he either built by himself or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five temples. These were the 1863 solo construction of the Pasir 

Panjang Tua Beh Kong temple – along with its repair in 1890, the 1869 contribution 

to repairs of the Fuk Tak Chi by the Lip of the Sea, the 1881 solo repair and 

re-organization of the Kim Lam Temple, the solo construction of the Temple of the 



專題演講（一）丁荷生：海外的閩南人與廟宇文化－新加坡廟宇的興衰與未來 

29 
 

Pure Lord of Perfected Origin and the Giok Hong (Jade Emperor) Temple in 1887. In 

1891, Cheang set up three identical stelae list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following temples: the Kim Lam Temple, the Temple of the Pure Lord of Perfected 

Origin and the Giok Hong (Jade Emperor) Temple. These regulations forbade 

gambling, drinking and smoking opium inside the temple.  Because of his 

contributions to Singapore society,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in 1874 gave him 

the title of Justice of the Peace, and in 1891 made him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the 

Po Leong Kuk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In 1891,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most unusually officially recognized him as the Leader of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1892, Cheang Hong Lim died from and illness in his 

Singapore residence at the age of 50 (52 by Chinese calculation). He was buried with 

the title of a 1
st
 ranked official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 right to wear a feather in 

his cap.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see Lin Xiaosheng, “Wubangpai de Xinhua lingxiu 

Zhang Fanglin (The Leader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without a Faction, Zhang 

Fanglin”), in Xinhua lishi yu renwu yanjiu (Research on Singapore Chinese history 

and people, Singapore: South Seas Society, 1986: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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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芳琳墓碑，光緒十九年 

Cheang Hong Lim Tomb. (Stone, 1893) 

 

 

章芳琳墓誌銘，光緒十九年 

Cheang Hong Lim Tomb Epitaph. (Stone, 1893. Rubbing from Chen 1970: 叁) 

誥授資政大夫 欽命駐劄新嘉坡兼轄海門等處總領事官二品□□補班前先補□道丙子科舉人癸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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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貢遵憲撰。 

例授文林郎揀選知縣己丑 恩科舉人□酉科拔貢梁居實書。公諱桂苑通稱芳琳字明雲又字 熙□章

氏自始祖二舍家於閩，世為長泰縣人，及公之父服賈南洋，又為新嘉坡人，曾祖義，祖雨水，父

潮皆以公 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陳氏，祖妣王氏，妣顏氏均 誥贈一品夫人。自公父南來以財雄

邊，門閭始大，子四人公居長，遂世其業。英國通例：凡賣煙酷酒皆嚴禁私販，令富豪納巨餉以

充商，如中國鹽引然。前後業此者多設偵騎，張密綱搜牢摘覆，以罔市利，卽殘膏賸馥客途所餘，

捕獲亦置之瀘，甚則舉平生仇怨，引繩批根嫁禍以中傷之，輕則罰鍰重則監禁，赭衣之民充塞囹

圄，公任事十五年一處以寬大之法，許賣戒煙丸，非私販得贓均勿罪，卽踨迹得私，猶或親造其

廬告之曰：汝事已敗露，所藏匿者卽交余，余不汝疵瑕也，故人人感愧，私販幾絕，而獲利反優

於人，公聞望日茂，羣情翕服，國家屢試以事，而公亦髦髦竭思忠以事上；其在英國：初舉為海

門新疆甲必丹，繼充街彈司審判，繼充參事局局員，繼又充按察司會審監獄所巡察，公於檢非違

議思政，皆無徇無隱，無枉無縱，華民倚以為重，隸閩籍者，聯名上書公推為一鄉祭酒，總督益

優禮之；其在中國：則同治八年福州籌防，公既輸軍實復精購槍礮，凡舊式新法皆繪圖具說以上

當道，光緒十季法人搆釁，今北洋大臣傳相李公飭令偵伺，公密設邏卒，遇敵船過境，輒短衣臺

笠，審其船之廣狹，入水之淺深，馬力之虛實，礮之小大多寡，煤之容積，兵之數目以時電達。

又請於英官守局外中立之例，嚴杜蠢民毋得以軍用資敵，傳相手書襃勉，有忠勸可嘉之語，頻季

順、直、山東水災，前山東巡撫宮保張公□津海關前登、萊、靑道盛公皆委令籌賑，公多方獎勸，

涓滴一以歸公，籌賑者咸愧謝弗及，公既擁厚資性又好施，善舉無不與，凡施醫院、給孤獨園、

恤嫠會，自一族之義莊、同縣之會館，以及他國之禮拜堂、博物館、植物園，求者踵門濡筆立應，

義漿仁粟，絡繹在道，至不可以數計，而其所尤樂為者，一為義學：檳榔嶼公校、和蘭女塾、葡

萄牙幼學皆賴公以成。近年又設養正書院，延華、英名師六人，兼治中西學生徒數百，公與公子

壬憲獨任其費，一為賑濟：十數年來晋、豫、蘇、皖各行省告災，公無役不從，卽埃及洪水、印

度大旱、公亦助鉅欵。其既達於朝者、則光緒七年，傅相李公奏給樂善好施字於原籍建坊，十四

年鄭州河决，又奏 賞戴花翎，十五年山東水災，宮保張公奏稱其好義急公，公初以捐助海防，

閩督獎叙以道員選用，既迭次助賑，累加三級隨帶一級 給二品封典，又 特旨賞鹽運使銜，給予

三代從一品封典，夫人楊氏麥氏先後封贈一品夫人，子十一人皆以公助賑移獎得銜，壬憲花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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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五級，壬全員外郎均麥氏出，壬慶都察院都事，壬壽光祿寺署正，壬和大理寺評事，壬松太

常寺博士，壬榮鑾儀衛經歷，壬煥中書科中書，壬光翰林院孔目，壬乹布政司都事，壬坤按察司

知事，養子二曰滄輝曰耀棠，女三招蓮楊夫人出，適同安候選同知林癸榮，次癸蓮賽蓮均未字，

養女曰清蓮，適同安候選同知劉壬寅，孫一人炳謨。公生於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卒於光

緒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有二，其明年四月卜葬於新嘉坡之全昌園，孤子壬憲等以狀乞

余銘。余自奉使外國，由日本往美洲，所見如古巴、秘魯，往泰西所歷如印度、亞丁、多有華民

及總領事，南洋則群島流庽不下數百萬遠者四五世近者數十年，正朔服色仍守華風，婚喪賓祭各

沿舊習，余私心竊喜，然其中漸染異俗，或解辮易服，蔑棄禮教，視其親族姻連，若秦越人之視

肥瘠者，亦頗有其人，自公少時居父母喪，卽哀毀盡禮，所著明雲家訓，一以忠厚孝友為本，處

己接物恂恂如不能言，平生菲衣疏食有過儒素，而分人以財，教人以善，自一鄉一邑推而至於以

四海，達於五部，博施濟衆曾無倦色，兩國朝廷深相引重，乃至印度、阿刺伯、巫來由，諸族聞

公名無不額手起敬者，豈非傳所謂：質直好義，在家必達在邦必達者與。余來新嘉坡，始獲交於

公，公才吏用，正資臂助，曾不一載遽泚筆銘公，能無慨然。銘曰：禹域人衆。居萬國首，散居

四海，無地不有，南雖文明，毓秀鍾靈，篤生賢豪，超出群英，拳拳一心，睠念宗國，為鄭弦高，

為漢卜式，得如公者，□□十八，如百足蟲，足以威鄰，凡我華民，視此阡隧，誰歟銘者，為總

領事。 

 (Eulogy for Cheang Hong Lim, composed by Huang Zunxian, awarded the honorary 

title of Grand Master for Assisting toward Good Governance (rank 2A), and ordered 

to proceed to Singapore as Chinese Consul General, while serving simultaneously as 

Consul of Haimen and other regions, second rank official ____added to the waiting 

list as first to be chose for ___ Circuit; Provincial Candidate of the year  1876, 

Graduate for Preeminence in 1837. 

Calligraphy by Liang Jushi (1843-1911i, selected as Gentleman-litterateur (prestige 

title, rank 7A) in 1889, in waiting for appointment as a District Magistrate, 

Provinicial Candidate __ Graduate for Preeminence, 1885. 

     The Gentleman’s taboo name was (Cheang) Guiyuan, he was commonly 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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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Cheang） Hong Lim. His sobriquet was Mingyun , and his other sobriquiet 

was —Xi__. From the time of his (Fuijan) founding ancestor Ershe his ancestors have 

lived in Fujian, and for generations they have been residents of Changtai county.  

When the line reached to his father, the latter worked as a merchant in the South Seas, 

and became a resident of Singapore.  Master Cheang， on account of his own high 

status, was able to obtain the honorable title of Ronglu Daifu for his 

Great-grandfather Yi, his Grandfather Yushui, and his Father Chao. And he also 

bequeathed the rank of First Rank Lady on his Great-grandmother née Chen, his 

Grandmother née Wang, and his mother née Yan. Ever since his father came south 

their wealth and prestige have gone hand in hand, and the household grew larger. 

Master Cheang was the eldest son out of four sons, and he inherited control of his 

father’s family business.  

     It was the general rule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at with regards the sales of 

opium or alcohol, any private dealings were strictly forbidden. Instead they asked for 

vast sums as bids for official monopoly control from the powerful households, in the 

manner of the Chinese salt monopolies.  Those who had control of these monopolies 

one after another set up networks of spies, and they set out a dense net to catch 

anyone engaged in (private sales) and seized their money. This way a net was spread 

to catch any profits from those in the city, while as for any other merchant sojourners 

traveling through who might be carrying a few leftover illicit goods, they would be 

captured and punished. When these incidents grew serious they could lead to lifelong 

enmity. In order to damage the other party, they would invent accusations so as to 

bring harm to their enemy.  If the case was light, people would only receive a fine. 

But if it was serious, they would be investigated and imprisoned?  Prisoners filled 

the jails. (However, when) Master Cheang took charge (of the monopolies) for over 15 

years, he employed a broad minded technique in his management. He allow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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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 of anti-addiction medication. If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not private dealers 

but had nonetheless hidden a bit of opium (for their own use) they would not be found 

guilty. As for those private sellers seeking a profit, he personally went to their homes 

and told them, “Your activities have all been revealed. I hope that you will hand over 

all the drugs you are concealing, and then I will not blame you.” Thus every one of 

them felt ashamed, and private dealing ceased. Thereupon their profits exceeded 

those of others, and thus his fame grew daily. People felt great obedience towards him, 

and the state entrusted him with many tasks. Master Cheang was fastidious in his 

loyal pursuit of his duties for his superiors.  

 As for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e was at first made “Kapitan” of the new 

frontie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Haimen xinjiang, i.e., Singapore) then Justice of the 

Peace with the right to bear arms, then a member of the Chinese Advisory Board, then 

a judge in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d an Inspector of the Jails. In his investigations of 

illegal behaviour he was fair, and he adjudicated civil affairs, he never showed favour 

or concealed (those close to him), and was never wicked or intemperate, The Chinese 

relied on him increasingly. Those belonging to the Hokkien community altogether 

signed their names to a petition begging him to act as their communities’ leader (lit. 

libationer of wine). The Governor of Singapore treated him with even greater respect.  

 As for his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1869 Fuzhou was planning for its defence 

(against French attack). Master Cheang helped transported provisions for the troops, 

and also carefully purchased guns and canons. As for all the old methods and new 

techniques (for using the weapons), he drew up illustrations and reported on them to 

the officials in charge.                           

 In 1884, the French were plotting war against China, The Minister of Beiyang, 

Grand Mentor Li (Hongzhang,1823-1901)) ordered him to act as a secret agent. 

Master Cheang secretly stationed patrolling agents, and whenever they saw en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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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ts cross the border, he would put on shorts and wear a coolie hat, and go inspect 

the size of the boats, and its depth in the water, its real horsepower, the number and 

size of its cannons, its store of coal, and its numbers of troops, and send off a telegram 

right away.  He also requested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to maintain neutrality, and 

strictly prevented self-serving Chinese from providing any logistical support to the 

enemy. He received hand-written letters of thanks from Grand Mentor Li (Hongzhang), 

who included language about how loyal, earnest and valuable he was. At that time he 

regularly assisted in response to floods in Shun(de), Zhili, and Shandong.  The 

former Shandong Governor, Junior Guardian of the Heir Apparent Zhang (Zhidong, 

1837-1909) and Sheng Xuanhuai (1844-1916), Director of the Tianjing Customs, and 

former Circuit Intendant of Deng(zhou), Lai(zhou), and Qing(zhou) (in Shandong). 

Ordered Master Cheang to gather and send donations.   He repeatedly made 

contributions and raised funds. As these trickles of funds reached him one by one he 

sent them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others who were raisings funds felt 

ashamed in comparison to him. Master Zhang controlled vast sums, and in his basic 

character enjoyed giving aid.  No matter what the cause, he would always make a 

donation. He donated to hospitals, orphanages and homeless shelters, and women’s 

shelters (for widows), as well as to charitable cemeteries for the people of one lineage, 

or native-place associations for those of one county, or the places of worship of other 

peoples, museums, and botanical gardens. Those seeking support crowded his 

doorway, and he responded by a single stroke of the pen (to sign cheques of support). 

He provided “charitable soups and humane gifts of grain”, constantly dispensing 

them “along the way”, beyond what can be counted. Now as for what he really took 

pleasure in doing, the first was supporting charitable schools: the charitable school in 

Penang, the Dutch girls elementary school and the Portugese kindergarten all 

depended on Master Cheang for their success. In recent years he also set u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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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zheng academy, and invited six English and Chinese teachers (each?). This 

school taught Chinese and Western studies, and there were several hundred students. 

All the expenses for this were borne by Master Cheang and his eldest son (Cheang) 

Jim Hean (Renxian 1873-1901).  

 Another (passion) was raising funds (for disaster relief). As for the provinces of 

Jin (Shanxi), Yu (Henan), Su (Jiangsu), and Wan (Anhui), each has announced 

disasters, and yet the Master has never thought of not supporting (disaster relief). 

When it came to the floods in Egypt, the great drought in India, the Master also made 

huge contributions. As for his connections with the courts, in 1881, the Grand Mentor 

Li Hongzhang sent in a memorial requesting that the four words “He takes delight in 

good deeds and loves to give aid to others” be carved onto a memorial arch and that 

it be set up in his ancestral village (in Changtai). In 1888 the river burst its banks 

near Zhengzhou, and (Li) again memorialized asking that Cheang be given 

permission to wear a patterned feather (a mark of high rank). In 1889 there were 

floods in Shandong, and Junior Guardian of the Heir Apparent Zhang (Zhidong) 

memorialized asking that Cheang be referred to as “One who responds quickly to 

public need and acts with good intentions”. Master Cheang initially supported 

coastal defense, and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Fujian presented him with the title of 

Circuit Intendant.. He made contributions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he accumulated 

three levels (of three commendations each, from the Ministry of Rites), and was 

allowed to take one level (three commendations along to his higher title of office).  

He was granted Second Rank status and honours. He was also specially promoted to 

be a Salt Commissioner. He was given first rank ritual honours for three generations 

of his ancestors, and his principal wives, née Yang (Yeo Bin Neo, 1845-1909 and Yeo 

Kum Neo (d. 1921), and née Mai (Bek Chit Boey Neo), were given the rank of First 

Rank Ladies.  Together with his children, Cheang’s many contributions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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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ed into prizes for the adornment of his family members.  Thus Jim Hean 

became 5
th

 rank Bureau Director with the right to wear the patterned feather.  Jim 

Chuan (1874-1940) became Vice Bureau Director, Both were the children of Madame 

Mai. Jim Kheng (1875-1939) was made Office Manager of the Censorate (rank 6), 

Jim Siew (d. 1929) was made Office Manager of the Court of Imperial Entertainments, 

Jim Hoe (1977-1935) was made Case Reviewer of the Court of Judicial Review, Jim 

Seong was made an Erudite of the Office of Imperial Sacrifices, Jim Eng (d. 1909) 

was made Registrar of the Imperial Procession Guard, Jim Kuan was made a Palace 

Secretary in the Central Drafting Office, Jim Kong (d. 1949) was made a Clerk in the 

Hanlin Academy, Jim Khean was made a Office Manager of a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Jim Khoon (d. 1906) was made a Record Keeper in the 

Surveillance Commission. He had two adopted sons, one named Canghui and one 

named Yaotang.  He had three daughters, Cheow Lean, born of Madame Yang, was 

married to Lim Kwee Eng, Expectant Appointee as the Tongan County Vice Prefect, 

Kwee Lean and Sai Lean were not yet married.  He had an adopted daughter named 

Qinglian, who has married to Liu Renyin, Expectant Appointee as the Tongan County 

Vice Prefect. 

 Master Cheang was born on the 25
th

 day of the fifth month of the 21 st year of 

the Daoguan reign period (13 July, 1841) and passed away on the 25
th

 day of the 

twelfth month of the Guangxu reign period (11 February, 1893).  He lived for 52 

years. The following year in the fourth month people divined a site and buried him on 

Quanhang cemetery (now within Bukit Brown cemetery) in Singapore. His orphan son 

Jim Hean and sent me a letter asking me to write an epitaph.   

      Now I have served as a Consul in foreign lands, moving from Japan to North 

America. Those countries I have observed such as Cuba, Peru, and lands west of the 

Pacific Ocean such as India and Aden, all hav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Consu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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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 in the islands of Southeast Asia there are millions of Chinese, many of whom 

have lived locally for over five generations, or at least for several decades. They use 

the Qing dating system and in their clothing they still preserve Chinese customs. Their 

marriages, funerals, greeting of guests, and sacrificial activities all continue ancient 

practices. In my secret heart I felt joy. However, amongst them over time many began 

to be infected by foreign customs. Some undid their queues and changed their clothing. 

They belittle and abandon the rituals and the model teachings of the Sages. I saw that 

they look on their own relatives’ marriage relations as indifferently as the men of Qin 

and Yue (men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look on each other, not caring whether they 

are fat or thin. There are many people like this (these days). Now as for Master 

Cheang, from the time he was young he underwent mourning rituals for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and he felt great sorrow as he carried out the rites to their fullest extent.  

The  Mingyun Family Instructions  that he wrote, took loyalty, sincerity, filial piety, 

and friendship as its basis.  He was settled within himself, yet in his contacts with 

things he was cautious and seemed as though he could not speak (quoting Lunyu 10.1, 

“Confucius, in his village, looked simple and sincere, and as if he was not able to 

speak”, J.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1: 227). In his everyday life he wore 

common clothes and ate simply, passing the simple life of a Confucian scholar. He 

dealt with people’s needs with (gifts of) cash, and taught people by means of this good 

example.  Thus from one village to a whole region, he kept expanding his efforts 

until he reached the four seas and the five continents.  He broadly gave support 

without ever tiring.  The courts/governments of two different countries both tried to 

show their respect for him.   

     Now when it comes to India, Arabia…, the people of all these places have heard 

the name of Master Zhang, and there is none who does not clasp their hands together 

and show their respect for him. Is this not what the Records state when they say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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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right character loves righteousness”. This kind of person will achieve their 

intentions in their homes, as well as in their countries.  Since I came to Singapore, I 

first made contact with Master Zhang, and he began to do things for me, providing 

funding and his own labor. So if I did not accept this mission to raise up my brush and 

compose an epitath, how could I not but feel remorse?  My eulogy reads, “People 

are numerous in the land of Yu. They are (more numerou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They live scattered across the four seas, and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they cannot be 

found.  Now the South has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and is a place that gathers 

spiritual powers. Thus whether they be simple farmers or wise and powerful men, they 

surpass the group of heroes.  They are tightly bonded together and of one mind,  

and they think fondly of their ancestral homeland.  Like the great businessmen Xuan 

Gao of Zheng and Pu Shi of Han, Master Cheang achieved great thing (two unclear 

words) eighteen.  ([If] the Overseas Chinese xould become)  a hundred foot 

centipede, (they would be) strong enough to awe their neighbors. Any of  my fellow 

Chinese can see their way along such a path.  As for who wrote this inscription, it is 

the work of  the Chinese Consul General.  

 

Commentary on the text: 

This complex text discusses Cheang from many different angles. Cheang acted 

as a spy for the Qing government, donning a coolie hat and rowing out in a sampan 

out to inspect the French warships anchored off Singapore en route to attack the 

Chinese naval station in Mawei, Fujian. Cheang also supplied modern weapons and 

cannons to China. He contributed generously to disaster relief programs across China, 

and also in India, Thailand and even Egypt, revealing that the recent philanthropic and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of  “Human Realm Buddhism” groups such as Ciji in Taiwan 

has a long prehistory in the earlier philanthropic efforts of Chinese temple lead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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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place organizations (see also the inscriptions in the T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e 

in Singapore in Dean and Hue 2015).  

One major reward for all these efforts for Cheang were titles and honors from 

the Chinese imperial court (some purchased, some given in recognition of his 

donations), followed by recognition and honors from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other Asian governments). But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all these official honours 

and awards was his role as lea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ich in the words of 

this eulogistic epitaph, looked upon him as the “chief libationer” – the head ritual 

specialist - of the entire Chinese community of Singapore.  

Cheang was a major player in the Great Syndicate which controlled the opium 

monopoly in Singapore for almost 20 years. When he was finally outbid by a coalition 

from Penang, he branched out in 1879 and sought an alliance (under the name Man 

Wo Fung Company( with Singaporeans based in Vietnam (Ngan Wee, chop Banhap) 

to take over the Hong Kong opium cartel, thinking that in this way they could control 

the entire opium market in Southeast Asia (Trocki 20014:11). This strategy proved 

unsuccessful, and he was accused of smuggling opium back into Singapore. He was 

taken to court and stripped of his title as Justice of the Peace. He narrowly escaped 

imprisonment, but his reputation was damaged. He died of an illness at the relatively 

young age of 50, leaving behind a large family – some of whom maintained his 

philanthropic activities for several years. In fact, the monopolization of the entire 

opium market scheme fell apart because first the French in Vietnam, and later the 

Dutch in Indonesia, and finally then the British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all 

decided to take over the opium monopoly for themselves.  

There is not enough space in this paper to discuss Carl Trocki’s (2004) 

alternative analysis of the growing class division between the laborers (the kongsi) 

and the towkay, of which Cheang Hong Lim wa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This le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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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the ideological motivation behind his effort to reunify the temple network of 

Singapore. 

 

The rise of modern(ist) religion  

 

Despite all the efforts of figures like Cheang Honglim, leadership based in the 

temples and associations would soon give way to modern forms of nationalism and 

capitalist networks. More and more,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n Singapore was drawn 

into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Chinese modern nation-state. Tan Kah Kee (Chen 

Jiageng, 1874-1961), leader of the Hokkien Huay Guan (Native-place association) 

and founder of the Ee Ho Hean Club, dedicated to supporting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in China, is an example of the new kind of leader and the newly emerg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they led. He raised large sums to support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He w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educational centers such as Jimei 

College and Xiamen University.    

Other Singaporean Chinese leaders of the fi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such as 

Lim Boon Keng (1869-1957), were drawn closer to colonial rule, through English 

schooling in the missionary schools, scholarships to study in England, and 

government employment and honors.  Later in his life he turned to a reformed 

Confucianism as an alternative to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to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Chinese popular religious practices can be seen in the 

editorials of the leading Chinese newspaper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Meanwhile Chinese Buddhist leaders were also participating in reform 

movements designed to rationalize Buddhism and make it more compatible with the 

modern nation state and its secular modernization projects. Taixu (1890-1947) and 

other Buddhist reform leaders came to Singapore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to attem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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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unter Japanese propaganda on the unity of the Asian races, the rise of the 

Pan-Asian Co-prosperity sphere, and the role of (state-linked) Buddhism within this 

vision. These Chinese reform Buddhism leaders also had a major impact on local 

Buddhist organizations within Singapore. They worked with Buddhist monks trained 

in China to turn the major Buddhist centers in Singapore into centers of modern 

reform Buddhism (Kuah-Peirce 2003).  Reform Buddhism’s emphasis on spirituality 

over ritual,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lf, paralleled the emphasi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who established several mission schools in this period, which are still 

considered top elite schools in Singapore (the Anglo-Chinese school, the Methodist 

school). One can see these developments as instances of the conversion to modernity 

(van der Veer 1996). 

Several other mainstream Buddhist monastic networks began to extend into 

Southeast Asia in the Republican era, up to the early 1950s. One such network which 

links a whole series of temples across Southeast Asia to the Guanghuasi (Monastery 

of Broad Transformations) in Putian. As soon as it was possible to return to China in 

the early eighties, monks from this network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Singapore 

Guanghuasi) returned with suitcases full of cash to rebuild the Guanghuasi, which had 

been turned into a plastics factory, and where several monks committed suicide after 

refusing to eat meat and return to a secular life at the he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t another such mainstream Buddhist monastic network extends from the 

Guishansi (Turtle Mountain Monastery) in Huating, Putian, to the famous 

Qingyunting (Pavilion of Blue Clouds) in Malacca, and from there to Muar, Penang, 

Singapore, Jakarta, and elsewhere. This network was able to mobilize related 

networks of Putian immigrants (spirit mediums, native place associations, Mazu 

temples of fishermen/smugglers) to rebuild the founding temple, and to use rem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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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s to rebuild the Buddhist abbot Zhen Jing’s home village in Huating, and to build 

an even larger temple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Qingyunting in Malacca (Dean, 

2011).   

 

 

 

Conclusions 

 From the 17
th

 to the 19
th

 century, over two hundred years, Minnan Chinese 

temples/native place business offices provided the mai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elaboration of trust networks holding long distance trade together across the 

“Minnan coastal trading system”.  The Hokkien and paranakan domination of the 

temple networks was challenged in the 19
th

 century by the vastly increased flow of 

migration from Teochew (Chaozhou) Guangdong (including Cantonese and Hakkas), 

Hainan, and other regions of China.  Many new temple and native place association 

networks were established over the 19
th

 century.  Moreover, this was also the 

moment that colonial authorities began to regulate and re-define “Chinese religious 

institutions”, by criminalizing their powerful and sometimes violent enforcement arms 

(the secret societies), and by forcing greater “transparency”, or at least accountability, 

in their management and fiscal accounting.  These pressures, along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nation-state nationalism and the spread of mixed forms of capitalism in the 

early 20
th

 century, led many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to place more of their 

energies into the emerging 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rather than in the temple 

network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50 years ago of an independent Singapore, accompanied 

by the rise of successive Master Plans for Singapore, the temples and their networks 

have gone through a very difficult period. On the one hand, they sought to p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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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and ritual traditions they feared had been destroy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were increasingly isolated by the forces of 

modernization, secularization, West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 and all these 

tendencies reached a fever pitch in Singapore through the 1970’s and 80s.   

Nevertheless, these temple networks have persisted, and have taken on a new life in 

the 1980s and ‘90s, when they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re-invention of Chinese ritual 

tradition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China. As they evolve and generate new possibilities, 

they will continue to draw in and circulate more flows of people, ritual knowledge, 

and capital, and develop new potentials for the expression of new identities and new 

aspirations within simultaneously transnational and localized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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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中文發表演說記錄概要 

主題：海外的閩南人與廟宇文化－新加坡廟宇的興衰與未來 

主講人：Prof Kenneth Dean 丁荷生 教授 

記錄人：蔡姵玟 

 

重點彙整： 

  「海外的閩南人與廟宇文化－新加坡廟宇的興衰與未來」演講重點是藉由移居新加坡的閩南

人、做了許多貢獻與發展的名望人士在新加坡的建設，來論述閩南文化對居住於新加坡的閩南人、

整體環境有什麼影響與結果。演講中從歷史背景開始鋪陳，圍繞「宗廟」這個主題，循序漸進的

論述了從十幾世紀至今，到新加坡華人分布、在地建設、宗廟情況、經濟發展、宗教觀念……等

各種過去、現在、未來的興衰。 

  以下就歷史、華人分布、有功士紳、重要建築……不同的幾個方向，系統性的討論華人在新

加坡的一些文化影響情況。 

 

歷史背景： 

一、 鄭和下西洋 

  由一些西方文獻可知，十七世紀鄭和到達印尼等東南亞地區，意外發掘當地有閩南人

居住，以此可見很早閩南人已經有往海外發展的跡象。 

二、 十八、十九世紀龐大的網絡 

  這時期有越來越多閩南人往海外（東南亞、台灣周邊）遷徙，到十八世紀特別如印尼，

爪哇島、馬來西亞……各種地方，已經有許多閩南人移居當地，建立寺廟、祠堂等等。十

九世紀更有廣東、潮州、客家等人不同的移民分布，發展出了更多可能性。 

三、 廟宇重建 

  移居海外的華人，在後來也都會回到閩南起源大陸故鄉，用資金重建廟宇宗祠等等，

由這些行為而產生的跨地域的文化流動，文化資源的豐富便是閩南文化的特色，這對於海

外閩南文化而言是有意義的。 

 

華人分布： 

  早期在新加坡河沿岸的華人主要可以簡略分成三批人，而其廟宇便也建立在各自的居住區域，

彼此的廟宇也各有不同，也有各種屬於自己的會館、公會成立。 

一、 閩南人 

  最早進入新加坡，在海邊靠近河口處，佔地較富有經商貿易的優勢，分布相對潮州、

廣東也較大一些。 

二、 潮州人 

  佔地也在河口附近，但更靠近內陸一點，為閩南人之後第二大的華人族群。 

三、 廣東人 

  較晚進入新加坡的一群人，主要佔地依靠在閩南、潮州之後的內陸地區，主要從事服

務業如理髮、教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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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士紳： 

  一個族群的興旺，不可避免地總會有傑出貢獻的幾位領導人物。演講中主要以章芳琳、薛佛

記、陳篤生、余有進、胡亞基……，幾位士紳對於新加坡僑鄉社會的貢獻為主要論述核心，進一

步引導出新加坡的宗廟宇、經商貿易、思想等發展。 

一、 章芳琳，新加坡當時最重要閩南僑鄉領袖，後人有墓塚、公園等許多建設為他作紀念。掌

握鴉片市場（鴉片王）、土地買賣，全家買官在新加坡任高層官位，熱心公益捐助許多廟

宇建立、一般建設、推設教育機構（英語、會計……）。 

二、 薛佛記，經商致富的商賈士紳，熱心公益，也對華人僑鄉社會有許多貢獻，如興建天福宮、

恆山亭、青雲亭等，也備受推崇任職過亭長。 

三、 陳篤生，為僑鄉社會建立了陳篤生醫院，在醫界有偉大貢獻。 

四、 余有進，潮州族群的領袖人物，也是經商致富的商賈士紳，對於經濟方面的掌控經營很好，

也是一批很大的勢力。 

  此處提及諸多位商賈士紳，重要貢獻除了貿易、建設、廟宇、教育達到巨大影響之外，另外

「鴉片市場」的掌控也是相當重要的部分。鴉片的作用多，更有上癮性，奴工階層不能負擔昂貴

的醫療費用，平時更常使用鴉片，不可避免也會逐漸上癮脫離不了，間接導致鴉片市場的收入是

政府年收入的一半，偌大收益下也常常造成華人廣東、福建的械鬥糾紛，而幾位領袖人物的紛爭

調停與市場掌握對新加坡政府而言就顯得非常重要。 

 

宗教與廟宇： 

  海外閩南廟宇文化就新加坡此地而言，和僑鄉社會族群平常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並不

是單純的宗教信仰。就演講內容大致是分成兩個方向去論述，一是早期散碎的聯合廟宇；二是後

期牽扯到貿易經營福建、潮州合作整合的大廟。 

一、 早期 

  早期在新加坡有數百座華人廟宇，有福建、潮州、廣東……等不同的廟宇，而 1955

年新加坡政府提出的城市改造，整合了新加坡居民的居住，同時也影響了華人在當地的廟

宇。 

  這一大片的散碎聯合廟宇，受到限制每隔三十年就必須搬遷，不能永遠長駐某處。廟

方得因此在合約的三十年內，為下一個新建地籌措資金、購置土地，做許多處理，動輒百

萬的資金、不停拆遷的狀況，對廟宇方面是很大的壓力。慶幸的是，新加坡腹地不大，即

使拆遷他處，由於交通的方便，仍然可以讓這些廟宇維持自己的人流不至於沒落，這也展

現了其生命力的強大。 

二、 後期 

  僑鄉人因為離鄉背井，背後沒有政府、國家的依靠，而那些廟宇、會館，就成為僑鄉

人相當團結在宗教之下，政治、貿易、教育……等等混合在一起運作，甚至會出現黑社會

背景的暴力性，久而久之就不會再是單純的宗教信仰。當時，福建人為了更妥善控制鴉片

市場，與潮州合作共同處理，整個奴工層之間也因鴉片產生許多械鬥，而共同整合的大廟

便應孕而生，這之間分分合合也有許多紛爭。 

  新加坡政府不願見此場景，也有多番新法規定，但執行力仍顯不足，甚至有從英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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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法律制度。在西方宗教觀念裡，宗教應該與政商分離，而當時新加坡的華人廟宇卻非

如此。 

  值得補充的部分是，章芳琳在當時建立、修整了許多廟，大伯公廟、福德祠捐地、金蘭廟、

清元真帝廟、玉皇殿，連帶也設立許多規條，清元真帝廟規條、金蘭廟規條……等，內容可能多

規束工人不可做什麼、偷抽鴉片、不得械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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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文化的生態和基因庫 

──在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 金門)的演講 

汪毅夫 

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導師、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會長 

主席、學術界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閩南地區的在地人。這 8 冬在咧北頂討頭路，聽北方話，食北仔餅。但

是，牛牽到北京還是牛。這擺，我轉來閩南、到了金門，聽得閩南話、閩南腔、

閩南調，看見閩南風格的紅磚仔厝、閩南風味的”蚵仔麵線譴油蔥”、閩南風情的

穿插(穿戴)水噹噹，想起作孩子時經歷的閩南過年過節的熱鬧，祖厝拜祖、宮廟

敬神、街坊庄腳做普渡孝鬼的神祕，我規身軀的閩南文化基因攏攏活躍起來。 

 各位朋友，著名的學者梁思成教授在 1951 年講過：”我們愛護文物建築，不

僅應該愛護個別的一殿、一堂、一樓、一塔，而且必須愛護它的周圍整體和鄰近

的環境。我們不能坐視，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組壯麗的建築物遭受各種各式直接

或間接地破壞，使它們委屈在不調和的周圍裡，受到不應有的宰割(《新觀察》

第二卷 7-8 期，1951 年 4 月)。梁先生講的” 周圍整體和鄰近的環境”正式”文物

建築”作為文物存在的生態，伊要求”文物”同”周圍”的”調和”。梁先生是最早涉及

文化生態關於文化”對環境之適應”論述的學者。應該認為，梁先生的理念是文化

包括閩南文化生態保護的最正當、最精確的理念。 

 古早有人講過：”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我要

補充的是，閩南地區的在地人自然而然是閩南人，因為閩南人身上有閩南文化的

基因。古早時有大批的閩南人集體移居番爿南洋和台灣。閩南俗語話”第一好過

番，第二好過台灣”(徐福全：《福全台諺語典》)紀錄的正是只種歷史情況。古早

時無現代化的傳播媒介，某種文化的傳播主要是由具有該文化基因的人群移動來

實現的，閩南移民隨身將閩南文化帶到海外某些華人社區、也帶到台灣。當然，

古早時也有閩南人向大陸其他所在的小群體移民。另外，由於行政區劃的變動，

地屬閩南的潮州於唐代大歷六年(771 年)歸屬岭南、於今則屬廣東。與此相應，

於今視之，閩南文化的分布範圍包括閩南地區、台灣地區、海外部分華人社區以

及廣東潮州等大陸個別地區。 

 2007 年，閩南地區設置了”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示範區”。該區的設置完

全合於和出於"文化生態保護"的理念，該區的經驗應當對閩南文化分布的權範圍

有正面的示範，應當納入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術視野。 

 各位朋友，長久以來，在福建、在廣東、也在台灣，閩南人和客家人相鄰而

居。這兩個民係互動密切，保留了若干文化上的差異性、也發生了某些文化上的

共同點。舉例來講，閩南俗語話講”客人頭福佬尾”(物瀛濤：《台灣諺語》)，客人



2015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閩南文化的流動 

54 
 

指客家人，福佬就是閩南人。客家人從中原帶來龍的崇拜，閩南人則保留了土著

先民的蛇的崇拜，”客人頭福佬尾”講的是”龍頭蛇尾”諷人做事首尾不一。但現今

的情況是，閩南人也崇拜龍、客家人並不崇拜蛇。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共同點

和差異性就表現出來了。20 外冬以前，我在寫作《台灣社會與文化》(1994)一書

時注意到，家文化研究著作裡記錄的某些客家民俗事象如”撿骨葬”，其實是閩南

文化研究著作應當紀錄的。在閩南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共同點上，是閩南人客家化

還是客家人閩南化？期間的先後、授受關係難於辨認。我還注意到，金門做為海

島，遠離客家住區，金門也有俗稱”甕葬”的”撿骨葬”之俗。金門歷史文化名人盧

若騰的《浯洲節烈傳》(浯洲為金門的別稱)有”氏遙望夫墳哭曰：本期負骨歸葬，

今不能矣”之語；盧若騰本人的墓葬”有明自許先生牧洲盧公之墓”(在金門聚賢村)

也屬於撿骨葬。我將金門做為閩南文化的基因庫，從中取證設論。 

 金門是閩南文化的基因庫，在金門舉辦閩南文化研討會正可謂得其所哉！ 

 各位朋友，當今學術界”一粒一”的大師饒宗頤教授對閩南文化的研究也足關

注。1979 年，饒宗頤先生在《歐洲漢學研究會不定期刊》第二輯發表《抄本劉

龍圖戲文跋》，就閩南語皮影戲本《劉龍圖》、《劉昉騎竹馬》、《蕭端蒙打死江西

王》和《蕭端蒙》涉及的版本、人物及閩南"方音"和"方文"做了精審的考證。閩

南文化研究非小道，大師與有力焉。閩南文化研究大有可為！ 

 天公疼戅人，也疼賢人。感謝上蒼，祝福各位。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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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閩南人的宗教信仰: 

以威鎮宮觀音寺為考察中心 

張曉威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 

摘要 

自明清以來閩粵沿海一帶，因為地緣上的關係就不斷有大批的人民移居到

海外，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基本上就是由此批移民社群所組成。雖然此批移民大部

分是來自中國社會的下層階級，文化水平也較低，但是鄉土觀念卻濃厚，保守性

也很頑強，以至在他們遷徙過程中也不會忘記將故鄉的神祇一併｢遷徙｣過來。位

於吉隆坡的威鎮宮觀音寺，是吉隆坡其中一間由華人移民社會所建立且超過百年

的寺廟，目前供奉釋迦牟尼佛丶千手觀世音菩薩丶地藏王菩薩及法主公等。由於

威鎮宮觀音寺係由早年落腳於吉隆坡的閩南先賢所創建，因此目前除了係由當地

的福建會館所管理，亦是該會館的產業之一。此外，據目前的相關資料顯示，威

鎮宮觀音寺不僅是閩南人在吉隆坡最早創立的寺廟，而且早期奉祀的神祇甚至有

從閩南原鄉渡海而來。因此，本文將以威鎮宮觀音寺作為考察中心，嘗試探討吉

隆坡閩南人早期的宗教信仰。 

關鍵詞：吉隆坡、閩南人、威鎮宮、觀音寺、福建會館 

 

 

 

 

 

 

 

                                                      
*
 E-mail: chongsw@utar.edu.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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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明清以來，由於地緣上的關係，閩粵沿海一帶就不斷有大批的人民移居到

海外。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基本上就是由此批移民社群所組成。雖然此批移民大部

分是來自中國社會的下層階級，文化水平也較低，但是鄉土觀念卻濃厚，保守性

也很頑強，以至在他們遷徙過程中也不會忘記將故鄉的神祇一併｢遷徙｣過來。4此

外，中國閩粵沿海一帶的民間信仰種類，不僅繁多且形態各異，甚至還具有濃厚

的地方色彩等，以閩南和粵東地區所盛行的信仰觀之，既有對傳統的神、佛、祖

先等類的信仰，又有對專保一方平安的地方保護神的崇拜，例如閩粵沿海地區就

有以當地的先賢、義士作為保一方平安的地方守護神明來崇拜的。閩南沿海地區，

自宋代以來就陸續出現了廣澤尊王、保生大帝、清水祖師、天上聖母等地方守護

神；同樣地，來自廣東各地的華人也將其奉祀的地方守護神傳播到海外，顯例有

潮州人所崇拜的玄天上帝，客家人所奉祀的譚公等。5 

早期抵達馬來半島的中國移民，不僅帶來了他們家鄉的地方守護神，甚至所

供奉的神祇如觀世音、天后、關帝等，都可說是從中國飄洋過海而來的。宗教與

民間信仰的產生，可說是人類為了滿足生活上的某些基本需求所致。民間信仰具

有悠久的歷史，在民間長盛不衰，是人類在社會生活中的精神支柱，實起著安定

社會的作用。社會大眾信仰崇拜的原因，在於避災祈福、疏散心中困擾，以及家

庭或社會的糾紛等。人們在無能為力解決困惑時，往往會祈求神明的指引，以期

得到援助、救濟和保佑等。 

從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宗教信仰歷程來看，民間信仰似乎代表著主導地位，

這或許相承了閩粵沿海地區的習慣有關，而這一習慣亦被當時移居海外的華人帶

到了他們聚居之地，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繼續保存和發揚。例如馬來半島的華

                                                      
4
 林水檺、駱靜山合編，《馬來西亞華人史》(八打靈再也: 馬來西亞留台聯總，1984)，頁 411。 

5
 聶德寧，〈新馬早期華人社會的民間信仰初探〉，《厦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

2001，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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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移民，由於地緣觀念的根深蒂固和幫群的普遍存在等，皆使得他們將原鄉的生

活習慣，以及其所供奉的地方神明都帶來此地，甚至將其聚居地盡可能安排得與

原鄉一樣。因此，神祠寺廟的創立，不僅是馬來西亞早期華人社會的產物，同時

也是當時華人社會活動的核心，在早期的華人社會裏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位於吉隆坡的威鎮宮觀音寺，是吉隆坡其中一間由華人移民社會所建立且超

過百年歷史的寺廟，目前供奉釋迦牟尼佛丶觀世音菩薩及法主公等。由於威鎮宮

觀音寺係由早年落腳於吉隆坡的福建閩南先賢所創建，目前除了係由當地的福建

會館所管理，亦是該會館的產業之一。此外，據目前的相關資料顯示，威鎮宮觀

音寺不僅是閩南人在吉隆坡早期創立的寺廟，而且早期奉祀的神祇甚至有從閩南

原鄉渡海而來。本文將以威鎮宮觀音寺作為考察中心，嘗試探討吉隆坡閩南人早

期的宗教信仰。 

二、吉隆坡早期的閩南人 

吉隆坡為馬來西亞首都，位於馬來半島西海岸雪蘭莪州的巴生河(Sungai 

Klang)及鵝麥河(Sungai Gombak)的交匯處。雪蘭莪內戰(1866-1874)結束後，在葉德

來(即葉亞來)領導重建下，吉隆坡恢復戰前的生機。由於其繁華與成功之處得到

英國殖民官員的注意與肯定，以致在 1880 年將參政司常駐之地從巴生遷至吉隆

坡。1896 年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成立後，吉隆坡以其蓬勃的商業發展、

完善的交通網絡系統，加上位於馬來半島中心之優勢，成為該聯邦的首府，奠下

1957 年馬來亞獨立時成為一國之都的基礎。6 

                                                      
6
 有關吉隆坡地名之由來，有好幾種看法，包括(一)係指馬來語河口 Kuala 和沼澤 Lumpur 的合

稱，意思為「泥濘的河口」； (二)馬來語渡口 Pengalan，因華人發音不準，念成 Kelan，而後

再演變成 Kuala，最後更與客家話「濫芭」合起來，遂成 Kuala Lumpur； (三)指馬來語 Kuala(河

口)和客家話「濫芭」的組成； (四)按照許雲樵的解釋，認為當時葉德來帶著一群客家礦工在

這一帶開採錫礦，那時他們稱吉隆坡為 Klang，客家人寫起來，便作「吉隆」兩字。當這一帶

發展成為小鎮後，他們便在「吉隆」兩字後加上一個「坡」字，其實就是「埠」字的訛音； (五) 

Kuala Lumpur 處於 Sungai Lumpoor 與 Sungai Klang 之交匯處，因此 Kuala Lumpur 意即 Su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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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現在大廈林立的繁華都會情況，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吉隆坡，其實

是一片人煙稀少的熱带叢林。自 1859 年左右發現了豐富錫苗之後，歷經五任華

人甲必丹7領導華工開發，吉隆坡遂發展起來，華人人口也隨著增加，8並且以來

自廣東惠州的客家人居多，或許因為這緣故，惠州會館(前身為惠州公司)成為第

一間創辦的地緣性組織。9這種客家人人口獨大的情況，在 1884 年開始有所轉變，

起因英國殖民政府有意引進更多資本進入吉隆坡，除發展吉隆坡也想藉機改變客

家人獨大的狀況，因此將原本由客家人幾乎壟斷的餉碼承包權，有計劃轉讓給來

自檳城的福建人。不過，在客家人和廣府人的反對下，最後由客家、廣府和福建

                                                                                                                                                        

Lumpur 的河口之意。陳亞才，《與葉亞來相遇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廣東義山管理委員會，

2006)，頁 3；許雲樵，《馬來亞叢談》(新加坡：青年書局，1962)，頁 20；陳劍虹，〈甲必丹

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李業霖主編，《吉隆坡開拓者的足跡：甲必丹葉亞來的一生》(吉

隆坡：華社研究中心，1997)，頁 153、173。 

7
 ｢甲必丹｣(Kapitan)，係源自西方殖民統治者在統治東南亞時，為了有效管理各族群事務，

而遴選殷實有聲望的各族領袖以協助管理各族事務時，所授予的職銜。以目前資料來看，

至少在葡萄牙統治馬六甲時，就已出現此職務。葡萄牙人於 1511 年佔領馬六甲之後，因要

處理諸多繁雜的港貿事務，出現「甲必丹末(capitao-Mor)」這個職位，多由葡萄牙本國貴族充

當的地方官銜，此亦為甲必丹的原型。此後，荷蘭、英國殖民者等也相繼沿用這一官銜。見

Wong, C.S., A gallery of Chinese Kapitans (Singapore: Ministry of Culture 1963), pp.1-39；沈

燕清，〈巴達維亞甲必丹制度與華僑包稅關係探析——以瑪腰陳永元為個案〉，《華僑華人歷

史研究》1﹕2008，頁 64。此五任華人甲必丹的任期，依序為丘秀(1861-1862)，劉壬光(1862-1868)，

葉德來(亞來、茂蘭，1868-1885)，葉石(亞石、致英、志英，1885-1889)，以及葉觀盛(1889-1902)。

劉崇漢，《吉隆坡甲必丹：葉亞來》(吉隆坡：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1998)，頁 149；馬

來 西 亞 國 家 檔 案 館 館 藏 “Death of Towkay Yap Kwan Seng Captain China, 

Selangor,”1957/0100412, 438/1902. 

8
 吉隆坡在 1860 年代中期，已有華人礦工 5 千至 1 萬人之眾，其後雖然經過 8 年的雪蘭莪內戰，

但是在 1875 年底時，僅僅葉德來本身即擁有 6 千名礦工。至於 1884 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時，

吉隆坡華人人口更佔據總人口的 82%(23827 人)。1891 年時，雖然華人在總人口數的比例下降

至 78%(34469 人)，但是整體上依然是吉隆坡最大的族群。陳劍虹，〈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

人社會〉，頁 157。 

9
 地緣性會館比血緣性會館成立得較早且多，這可能是基於操同一種方言的群體比同宗的人口較

多，加上溝通無障礙，之間能找到許多共同的生活經驗，同時在異鄉聚集一起尋找娛樂或是相

互援助，產生一種特殊的安全感。因此，當有領導能力的人出現時，便自然會先組織屬于同一

方言群的地緣性會館。黃文斌，〈論析吉隆坡華人社區的形成與客家人的參與(1859-1920)〉，

《亞洲文化》，32，2008，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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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起承包。10雖然客家人和廣府人依然掌有餉碼承包權，但是已開始有一部分

落入福建人的手中，此一餉碼承包權的轉變，無疑吸引了更多的福建人和廣府人

到來吉隆坡。 

馬來西亞的會館組織，是隨著中國移民的大量移入而出現的產物。至於中

國移民在南洋地區成立會館、宗鄉團體的宗旨，不外是為了照顧同鄉福利，聯絡

鄉誼，以便協助同鄉適應人地生疏、語言不通的南洋熱帶新環境。例如，安頓同

鄉新客的落腳處、推薦或介紹就業、救濟鄉梓災民、排難解紛、舉辦慈善事業、

祭拜共同神祗、購置義山處理鄉親後事等。 

自從福建人自 1884 年以後陸續到來吉隆坡謀生，於是福建先賢們有感於來

自鄉梓的親人不斷增加，不僅面臨居住和工作的煩惱，甚至在生活面上亦面對種

種困境，極需排紛解難，因此雪蘭莪福建會館便在鄉親們的鼎力支持下，於 1885 

年在吉隆坡創立。其創立之初名為「福建公司」，後改稱為「福建會館」，「雪蘭

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是目前的全名。11吉隆坡的福建移民中，以閩南人佔大多

數，相應地閩南方言就是吉隆坡福建人的主要使用語言，因此稱吉隆坡福建人為

閩南人亦不為過。12 

三、威鎮宮觀音寺的建立與福建會館的關係 

吉隆坡威鎮宮觀音寺處於吉隆坡市區的馬哈拉惹里拉路(Jalan Maharajalela)

道路旁。威鎮宮的右邊是陳氏書院，對面是中華大會堂，左邊則是單軌火車站。

由於威鎮宮觀音寺的右邊和對面都是引人注目的建築物，因此比較起來威鎮宮觀

                                                      
10

 J.M. Gullick, A History of Kuala Lumpur 1857-1939(Kuala Lumpur: Malaysi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eity, 2000), p.79. 

11
 陳慶地主編，《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 125 週年紀念特刊 1885-2010》(吉隆坡: 雪蘭莪暨吉

隆坡福建會館，2010)，頁 24。 

12
 按宋燕鵬的研究，在 1930 年代的吉隆坡福建人當中，閩南人有比例有百分之八十之高。宋燕

鵬，〈20 世紀 30 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貫分佈〉，《馬來西亞華人史:權威、社群與信仰》(上

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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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寺就較遜色。此外，威鎮宮前面聳立著一座行人天橋，使到經過該路段的民眾

視線受阻，因而鮮少有人會察覺到威鎮宮的存在。從威鎮宮目前的外觀來看，雖

然難看出它已是一間百多年歷史的古寺廟，但是若留心觀察的話，會發現到威鎮

宮的建築結構，是深具閩南古建築的風格。13 

雖然威鎮宮確實的建立年代尚無法考訂，但是從廟內現存的三件已超過百

年歷史的物件來看，此寺廟超過百年歷史應該沒有爭議。目前保存在該廟已超過

百年歷史的物件如下: 

其一，威鎮宮觀音寺內的一件銅製的「觀音佛祖」香爐。這香爐是威鎮宮

觀音寺內歷史最悠久的物件。在香爐的正面上刻有「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元旦吉日」

(1898 年 1 月 22 日)等字樣。 

其二，是目前懸掛於威鎮宮觀音寺正殿中央的一幅書寫著「威鎮宮」的牌

匾。牌匾上也註明了這塊牌匾是由信士尤清來於光緒庚子年(1900 年)所敬奉。 

其三，是位於大雄寶殿的一張神案。這張神案是於光緒壬寅年瓜月吉日(1902

年 7 月)由信女朱仝娘所贈。 

除了上述三件超過百年歷史的物件，威鎮宮觀音寺裡還有一件擁有七十餘

年歷史的古老佛鐘，此佛鐘製於民國二十八年(1939 年)。 

依目前的相關資料來看，認定威鎮宮觀音寺的創建年份應該不會遲過 1898

年的主要依據，就是該銅製的「觀音佛祖」香爐。此時間也符合福建人在吉隆坡

發展的歷程。因為福建人早期在吉隆坡發展的人數應該不多，所以 1884 年英國

殖民地政府的相關政策落實後，福建人的人口才有逐步增加之勢(見表一)，而福

建先賢們也有感於來自鄉梓的親人不斷增加下，除了面臨居住和工作的煩惱，也

在生活面上面對種種困境，極需排紛解難，因此便於 1885 年創立了福建會館。 

 

                                                      
13

 閩南古建風格是有燕尾式的「翹脊」，有紅方磚，四方院落和鏤窗櫺。除了沒以紅方磚形成，

其他的如燕尾式的「翹脊」，鏤窗櫺和四方院落都能從威鎮宮的建築結構中找出。周澤南、陳

漱石合著，《追根:馬來西亞廟宇與宗祠巡遊一》(吉隆坡：大將事業社，2003)，頁 5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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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 及 1901 年吉隆坡華人方言群人口統計表 

 方言

群 

客家 廣東 福建 潮洲 海南 海峽殖

民地僑

生 

總數 

1891年 人數 24575 3806 2883 912 569 1724 34469 

1901年 人數 25920 17820 10260 - - - 54000 

資料來源: 整理自陳劍虹，〈甲必丹時代的吉隆坡華人社會〉，頁 157；黃文斌，〈論析吉隆坡華人

社區的形成與客家人的參與(1859-1920)〉，頁 107。 

由於福建人在吉隆坡進行開發初期，面對社會經濟條件惡劣，導致早期

移入吉隆坡的閩南移民，除了要面對各種人為的困境，尚包括許多來自周邊

自然環境的挑戰，迫使他們殷切需要佛道神祇的無形慰籍和超人力量來支

持，以增強求生本能和潛在力量。威鎮宮相信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創立起來，

至今這座超過百年歷史的寺廟，可以說是吉隆坡早期創建的寺廟之一。不過，

更值得一提的是，威鎮宮觀音寺的建立不僅只是提供一個祭祀的地方，而是

它在當地閩南人的社會中，尚扮演著領導中心的角色。百多年來，它見證了

吉隆坡的發展史，也見證了兩個世紀交替的變化。 

在威鎮宮觀音寺裡的《達真和尚創建後殿碑記》記載著： 

「夫本寺勝景，山水環繞，素為具德高人馳騁欽羨。惜因宮宣年之久修，

牆壁梁棟傾頹，且原有地址淺隘，最為莫大缺點。復感斗室固不能容漆，

而安單尤屬無所，乃於民國廿七年秋，徵得福建會館諸董事同意，蒙賜

地准予蓋建，曷勝慶榮。賴梅峰達真公駐錫以來，秉其興宗之志，誓立

弘法，利主愛是，悉心策劃，不遺餘力。觀其所至檳城、棉蘭等地，切

開諸山梵宇，成績偉著，繼而諸法子弟輩，選出繁多，足證德風之丕振。

今者，本山重新加建後面大雄寶殿，連帶左右客堂，樓閣高聳兩層，構

成內部金座，並重修寺前門面，裝設牌樓，移置涼亭，圍築花基，鋪砌

道路，務令全局大觀，示現莊嚴。更仗佛力慈悲，普度有情，同緣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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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福德不可移量。茲核計建築工程費，總共支去銀壹萬三千二佰餘元，

用特述此佈告，復將經歷情形，功皈應有，專責立碑，以記其事，而垂

不朽焉。觀音寺常住謹志。」 

由此可見，威鎮宮以前是坐落在一個環境優美的地方，山水環繞，也是許

多「高人」所嚮往的一塊寶地。 

威鎮宮初建時，是一間小型且簡陋的神廟，廟前有一座中國式建築風格的

木亭。神廟的位置則處於現址的右側斜坡，後來因為政府徵用，才改成目前的位

置。在當時，廟身只有大殿和左右側院而已。廟內則供奉了來自福建的張公聖君

三義兄弟，也就是人們俗稱的法主公義兄弟。14因此，一般上了年紀的福建人仍

然稱呼這間寺廟為「法主公宮」，或者習慣稱它為張公廟。
15
 

威鎮宮觀音寺的創建與早期吉隆坡的福建人關係密切。在 1898 年以前，雪

蘭莪福建會館的會員就有一起出錢出力建廟宇的倡議。其中三位先賢，即葉蔚松、

葉城以及葉岱南的影響最大，他們撥出巨款，鼎力資助，使到廟宇能成功建立。

16廟宇完成後，福建會館派人攜款前往中國雕塑觀音菩薩以及法主公的佛身，並

將之運到吉隆坡來供奉於新建好的寺廟內，並命名此廟為威鎮宮。17基於福建會

館的會員以及全體福建人的要求，於 1919 年 3 月 15 日政府憲報頒布，這廟宇為

                                                      
14

 即除了張公法主(都天聖君，張聖公，張聖真君，張法主公聖君)，尚有蕭公法主及章(洪)公法

主師兄弟。法主公為宋代的真實人物，羽化後在閩臺地區為民眾所敬仰，同時也是閭山教派法

師奉祀的主要神祇。蕭友信，〈閭山法主在台之信仰研究〉，《空大人文學報》第 23 期，民

國 103 年 12 月，頁 129。據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的記載，尚認為法主公為唐朝安史之亂

時，死守睢陽的將領張巡。陳慶地主編，《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 125 週年紀念特刊

1885-2010》，頁 149。 

15
 朱金濤，〈吉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南洋學報》第 47&48 卷合輯，1992/1993，頁 32。 

16
 陳慶地主編，《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 125 週年紀念特刊 1885-2010》頁 145。可惜的是，

這三位先賢的事蹟已無可考。 

17
 陳慶地主編，《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 125 週年紀念特刊 1885-2010》，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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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的寺廟，由福建會館經營管理。18自此，雪蘭莪福建會館和威鎮宮觀音寺

都保持密切的關係。 

威鎮宮初建時，福建會館僱有專人巡查威鎮宮內的建設以及物件，而廟內

的香火事務則由菜公菜婆(持素食的善男信女)及其家人負責掌管，直到 1911 年，

福建會館成功自福州鼓山寺廟，聘來了廣通和尚接辦廟內的香火事務，並成為威

鎮宮的首任住持。19威鎮宮在他的管理下，寺內香火鼎盛，佛光普照，廣通和尚

之後的住持是淨芳和尚。接著的住持是 1938 年，來自福建興化極峰光孝寺的達

真和尚。在擔任住持期間，達真和尚為增建威鎮宮，奔走了檳城和印尼棉蘭兩地，

以化緣籌款增建大雄寶殿、左右兩客廳、兩層樓後座和樓閣，並重修寺前門面牌

樓、移置涼亭圍築花基以及鋪砌道路等(見《達真和尚創建後殿碑記》)。 

威鎮宮觀音寺的《達真和尚創建後殿碑記》清楚記載了達真和尚創建廟宇

的過程，同時也記載了此擴建過程係由雪蘭莪福建會館主持。此碑記題於民國戊

寅年仲秋吉日(1938 年)。達真和尚的十七名弟子為了紀念師父的貢獻而聯名呈現

賀聯：「龍錫遠從光孝寺，披衣先拜普陀山」。20威鎮宮在達真和尚的主持下，信

徒眾多，香火鼎盛。在創建碑記上，將威鎮宮稱為觀音寺，相信也是威鎮宮觀音

寺的由來。 

四、威鎮宮觀音寺的觀音與法主公信仰 

馬來西亞閩南人所熱衷的民間信仰，實與福建原鄉的神靈崇拜有關，神祇

眾多，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為超越方言群的全國性神祇，包括觀世音、土地

神、關帝等；其二為奉迎自家鄉的祖神或守護神，包括法主公、廣澤尊王、清水

                                                      
18

 陳慶地主編，《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 125 週年紀念特刊 1885-2010》，頁 145。雪蘭莪福

建會館編委會，《雪蘭莪福建會館百年紀念特刊 1885-1985》吉隆坡: 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

館，1985)，頁 441。 

19
 陳慶地主編，《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 125 週年紀念特刊 1885-2010》，頁 148。 

20
 雪蘭莪福建會館《115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雪蘭莪福建會館115週年紀念特刊1885-2000》，

頁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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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師、保生大帝、惠澤尊王、開漳聖王、靈安尊王等。從中國南來馬來西亞的福

建人，大多數都信奉佛教或道教，而這兩大宗教無論在教義或是宗教儀式上，都

明顯地已經被混合在一起。因此，在馬來西亞不難發現有佛道融合在一起的廟宇。

吉隆坡威鎮宮觀音寺就是其中一間，甚至有者認為威鎮宮觀音寺在早期是道教廟

宇，後期才演變成佛道融合的廟宇。21 

威鎮宮觀音寺目前所供奉的神祇，包括有釋迦牟尼佛、普陀南海觀音菩薩、

千手觀音菩薩、彌勒佛等等，當然還有奉祀閩南永春人的守護神法主公，其中更

以後者的奉祀而著名。22威鎮宮觀音寺的法主公寶殿在中央大雄寶殿的左側，殿

上供奉了法主公三義兄弟(張公聖君、洪公聖君以及蕭公聖君)，以及普陀南海觀

音菩薩。
23
 

依據朱金濤在 1960 年代對吉隆坡寺廟所作的調查研究，威鎮宮當時的主祀

是觀音，通祀是法主公。24由此觀之，釋迦牟尼佛被供奉，甚至為主祀，應該是

後來的事；換言之，觀音與法主公應該在該寺創建初期就已供奉，尤其是法主公，

更是在福建會館創立不久，就已在會館內供奉，且香火鼎盛。25在此情況下，福

建會館遂代表全體吉隆坡福建人，向英國殖民地政府申請地段作為建立寺廟之用。

結果獲得批准一段土地作為以上的用途，此即威鎮宮最初建廟的所在地，並由福

建會館負責管理。26這無疑解答了福建會館與威鎮宮關係密切的緣由。 

從威鎮宮早期主祀觀音，通祀法主公的情況來看，這也契合早年由閩南南

來的中國移民，不僅帶來了他們家鄉的地方守護神，甚至在閩南民間受崇拜程度

頗高的神祇如觀世音、天后、關帝等，都飄洋過海來了。 

                                                      
21

 雪蘭莪福建會館《雪蘭莪福建會館 120 週年紀念特刊》編委會，《雪蘭莪福建會館 120 週年

紀念特刊 1885-2005》(吉隆坡：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頁 107-108。 

22
 朱金濤，〈吉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頁 32。 

23
 據廟方的說法，法主公三義兄弟和普陀南海觀音菩薩一起供奉於同一個寶殿，主要是因為它

們都與海結緣。 

24
 朱金濤，〈吉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頁 116。 

25
 陳慶地主編，《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 125 週年紀念特刊 1885-2010》，頁 25。 

26
 陳慶地主編，《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 125 週年紀念特刊 1885-2010》，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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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信仰可說是馬來西亞華人信仰當中，其中一位受崇拜程度甚高的神祇，

依據對馬來西亞半島百年老社區及寺廟的田野調查觀之，似乎皆與觀音信仰崇拜

有關係，例如兩間歷史最悠久的華人廟宇，即馬六甲的青雲亭(1673)和檳城的廣

福宮(1800)，都是主奉觀音菩薩，凸顯了移民社群與觀音信仰的高度密切關係。27

同時也發現觀音信仰並不局限於某一省份的籍貫群，換言之「觀世音」是一個團

結某籍貫群而又是超越某籍貫群的民間信仰。28 

民間對觀音菩薩的稱謂，包括觀世音菩薩、觀音、南海觀世音、聖宗古佛、

妙善夫人、觀音佛祖等。至於觀世音改稱觀音是在唐代的時候發生，這是為了避

太宗李世民之名諱，因而在稱謂上就少了「世」字。29觀音菩薩乃以觀世間眾生

之苦厄、聞其求救之聲而能令其解脫的菩薩，根據《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觀音

菩薩有三十二化身的本領，應不同因緣而化不同身份以度眾生，因此閩南民間更

把觀世音菩薩視為救苦救難的菩薩。30由於觀世音菩薩有此願力，是故廣受中國

佛教信徒的歡迎。 

從另一角度觀之，早期中國人移居海外，人生地不熟，為求庇佑，紛立廟

宇，而觀音菩薩的救苦救難的大慈大悲形象，正符合了此批移民的心靈需求，自

然成為民間普遍的信仰之一。以目前威鎮宮觀音寺的觀音信仰來看，可說是一個

可團結某籍貫群(福建)而又能超越某籍貫群(廣東、客家)的民間信仰。因此，前

往威鎮宮觀音寺上香拜拜者，並不限於福建人而已，而是跨越籍貫的華人信仰

群。 

至於法主公信仰方面，按目前最新的研究觀之，法主公為宋代的真實人物，

                                                      
27

 一些超過百年的寺廟，例如位於霹靂州的壩羅古廟、金寶古廟等，其主祀神也是觀音菩薩。

黃文斌，〈馬六甲青雲亭及其觀音信仰初探〉，收錄於張曉威主編，《傳統與前瞻﹕馬來西亞

華人研究的新視界》(馬來西亞八打靈: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2015)，頁 41。 

28
 黃文斌，〈馬六甲青雲亭及其觀音信仰初探〉，頁 41。 

29
 黃振良編，《閩南民間信仰》(台北: 河洛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163。 

30
 黃振良編，《閩南民間信仰》，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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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化後在閩臺地區為民眾所敬仰，同時也是閭山教派法師奉祀的主要神祇。31法

主公為宋代人物的此種說法，與吉隆坡閩南人長期以來接受法主公是唐朝安史之

亂時，死守睢陽的將領張巡的說法有很大的落差。32法主公的信仰除了福建各地

和臺灣，亦在東南亞地區流傳，該信仰最先流行於福建福州、泉州等地，約在

17 世紀傳入臺灣。33 

不過，因交通、地域、民族種性之不同，亦會衍生出不同的思想與觀點，

加上各地習俗的差異，有關法主公信仰的傳說，也就有許多不同的解讀或許多不

同的記載出現。34或許因為這緣故，所以亦相傳法主公是福建閩南永春人的守護

神，以至吉隆坡的福建會館早期在館內即供奉法主公，相信這也與當時移入吉隆

坡的福建人以閩南人佔多數有關。
35
這樣的影響，在威鎮宮建立後，即奉祀被喻

為永春人的守護神法主公，不僅以此而聞名，甚至可說是吉隆坡最早奉祀法主公

的寺廟。36 

五、結語 

威鎮宮觀音寺是吉隆坡歷史悠久的廟宇之一，廟裡最初奉祀觀音和法主公，

隨著時間的演變，該廟也增設了佛祖釋迦牟尼、藥師琉璃光如來佛、地藏王菩薩、

阿彌陀佛、彌勒佛、大伯公、關帝、註生娘娘、太歲星君等神祇。因為神祇多，

功能就顯得非常多元，所以前來求財、求子嗣、求健康、保平安的人，似乎都找

                                                      
31

 蕭友信，〈閭山法主在台之信仰研究〉，頁 129；葉明生，《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福州:海

潮攝影藝術出版社，2008)，頁 45。 

32
 朱金濤認為法主公是唐朝安史之亂時，死守睢陽的將領張巡，後來因年代久遠，再經過民間

的附會渲染，使他成為一位法術高強，能除妖驅怪的神。朱金濤，〈吉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

頁 88。 

33
 蕭友信，〈閭山法主在台之信仰研究〉，頁 139。 

34
 葉明生，《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頁 75。 

35
 宋燕鵬，〈20 世紀 30 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貫分佈〉，頁 58。 

36
 朱金濤，〈吉隆坡華人寺廟之研究〉，頁 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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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祈求的對象。華人到廟宇燒香，大多數都帶著明確的目的性，不離祈求神靈賜

福，趨利消災等。 

至於這次從威鎮宮觀音寺的考察來看，吉隆坡閩南人的民間信仰，大致呈

現出兩個特色，首先是威鎮宮所奉祀的神祇，大多還是有跨越籍貫群的功能；其

次是威鎮宮雖然有奉祀被喻為閩南守護神的法主公，但是其信徒也不局限於閩南

群體而已，即也影響了其他籍貫群加入了法主公的信仰。 

長期以來，對於吉隆坡華人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客家方言群體的研究，這

主要是受到吉隆坡早期人口以客家人為主的影響。因此，在論述吉隆坡的開埠上

多聚焦於客家人身上(例如五任甲必丹都是客家人)，不僅在提及華人對吉隆坡的

開埠貢獻時，多數還是以客家人為主體，雖偶有論及廣府人，但對於早期人數只

佔少部份的福建人，則少有提到。不過，到了 1930 年代開始，福建人的數量雖

未達到能與客家、廣府人分庭抗禮的程度，但是也毫無爭議的成為吉隆坡華人社

群的第三股勢力，是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至到今天，吉隆坡福建人的影響力，

其實已非吉隆坡開埠初期的吳下阿蒙。是故，對於吉隆坡福建人的研究，實有許

多可以開拓研究的空間與議題。 

 

 

本文特約討論人鄭振滿教授發言記錄 

感恩！張教授的這篇論文顯示很重要的研究，大家可以結合早上丁荷生的

報告。海外華人到每個地方都要建廟，所以我們基本上看這個建廟的過程，就能

夠了解海外華人發展的歷史。所以我們要進一步去思考，廟對華人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華人到海外要去建廟，廟解決了哪些問題？反映海外華人社會文化什麼樣

的特徵？這就需要很深入的研究。 

這幾年在大陸，有一種田野研究的作法，現在一般都每天的個個進村找廟。

基本上，我們做一個地方的研究，首先自己要先去看廟，廟裡面通常會有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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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獻，有碑文、有紅榜，會告訴你哪些人參加廟的活動、哪些人捐過錢；然後

去看他們的儀式，看當地的人在儀式過程如何互動。就是說在廟的外面有個人群，

我們到廟裡面去我們就可以知道人群基本的狀況。這個實際上本來可以當作中華

文化很基本的特徵，希望在海外華人研究方面，以後會有越來越多這些成果。 

張教授的文章，講了很清楚的故事，以前大家都說客家人在那邊開創歷史，

而他透過這個廟的歷史看到平常不太被注意到的閩南人在吉隆坡的發展歷史。故

事首先是因為檳城的商人，閩南人，因為包稅的權利，然後到了吉隆坡建了會館，

早期的名字叫福建公司，在此前後就建了廟，這個廟原來應該是法主公的威鎮廟、

張公廟。後來加了觀音寺，然後後來有一些和尚，來自福建的和尚，後來好像是

一批莆田的和尚去接管了這個廟。在這個過程中，剛才張教授有介紹一所觀音殿，

就是可能從道教變佛教，佛道結合的一個過程，所以信徒越來越多，影響越來越

大，後來就是很多不同的人群都參與了這個廟的一些儀式。在這過程我們也看到，

族群跟文化的融合脈絡是很清楚的，確實是可以看到我們在其他文獻、其他著作

的、其他學者的研究裡面不容易看到的閩南人的再融合的一個發展過程。只是能

可靠選取的資料比較侷限，可能資料不夠，有些問題交代得不是很清楚。我這裡

提一下幾個問題跟張教授商榷。 

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福建會館和這個廟的關係。你現在基本上是因為資

料不夠，所以覺得可能這個廟一開始就是福建會館建的，我懷疑可能不是。原來

是張公廟的威震宮，我懷疑它原來可能是一批永春的南安人建的，後來福建會館

接管這個廟。理由是我記得這個威震宮邊上就是福建人的義塚、或福建人的義山

在那在附近。可能後來福建會館去做了義山的時候，它需要有個廟做操控，然後

因此開始跟這個義山背後的福建會館有關。我記得馬來亞大學他們在做一個項目，

做義山的研究，他們對義山的檔案，特別是吉隆坡福建會館的義山檔案，有做了

短期分析，就是不同的時代，哪些人埋在那些山上。當時我的印象，他的報告裡

有寫，主要是安溪、南安人。那個張公，俗謂法主公，我不知道這篇文章中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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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巡的這個故事是誰提出來的？在福建有關於祂的傳說是很清楚的，說他是福建

人，是在德化(並不是張巡)。張公信仰主要傳播在閩中地區，特別是閩中南安、

惠安、包括莆田、泉州這一帶。福建有一個學者叫葉明生，他前幾年到處在宣傳

說有一個法主公教，承認祂是一個特別的宗教，以後也許你可以參考一下他的研

究。  

我覺得關於會館跟威震宮的關係，可能需要進一步的去追尋，不是沒有線

索的。原來最早發起有捐款建威震宮的是幾個姓葉的，這幾個姓葉的我還懷疑是

南安石山的，南安石山那些姓葉的人，可以在這裡做一個田野，看看他的族譜；

還有義山檔案，看一看早期捐款是一些什麼人餽贈的。當地是有很多故事。我記

得我跟丁荷生有一回，在一個惠安人的廟，那裡的老人家整天都在廟裡，然後就

跟我們說當年他們如何建廟來團結，那時候把周邊幾條街的人都打走了。那時候

會館有親人，他們確實能區分他們的過去，而且是非常明確的。我想福建會館如

果早期去建了廟，而這個廟叫威震宮、拜張公，這比較不好理解。這只有兩種可

能，一種可能就是福建人是被南安人帶過來，但似乎不是，在檳城主要的那一群

福建公司、福建會館的人，他們主要是海澄三都的人，不是那些南安人。所以這

裡面有一些問題，可能還需要其他線索去進行解釋。 

另外我想講的是觀音信仰的問題，你本來也提到，這個觀音信仰是在麻六

甲青雲亭。確實早期福建人的廟很多都拜觀音，這是一種很特別的現象。雖然你

挑戰了觀音在中國歷史上，怎麼樣的一些特徵、一些傳播的過程，但是觀音在這

裡應該是特別的信仰，可能是從浙江普陀山下來，包括廈門的南普陀等等，跟一

群海上的人關係特別好。所以早期他們到外面去，建了廟是拜觀音的，南海觀世

音，可能就是跟海上的人群特別有關係。這個問題的解釋，我想也有個困難，因

為他不是一個個別體，早期福建來的很多的廟，都跟觀音有關，現在你到廈門南

普陀去看，廈門南普陀主要拜觀音，那些觀音廟在清朝全部是海軍在建，水師，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海軍建廟跟觀音的關係很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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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問題，這篇文章不一定要解決，但你以後可以注意，就是佛教。佛

教系統在海外華人，特別是海外閩南人的影響力。然後你引的文裡面，有很多錯

字，或者還有些基本的問題，可以再推敲。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1. 建廟歷史發展時間線不夠清楚 

這是一篇關於吉隆坡閩南人的寺廟威震宮觀音寺的歷史考察論文。吉隆

坡的早期開發這是客家人，1880年代才有大量閩南人來吉隆坡開發工作。

張教授從牌匾、香爐等文物推斷廟宇歷史不早於 1898年。這做廟由福建會

館會員出資建立，並由會館管理。廟宇建立時間只比會館晚 14年，卻無資

料可以確定建廟時間，令人費解。 

2. 達真和尚建立後殿碑記中將威震宮稱為觀音寺，是否代表廟宇由道教轉化為

佛寺？廟宇前後殿神明的位置與主祀神與配祀神可以讓我們進一步瞭解寺

廟的變遷。 

3. 寺廟中有千手觀音與彌勒佛，或許有先天道的影響。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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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失而復得的藥籤-新加坡天福宮《佛祖大人八五》

藥籖研究 

邱彩韻 

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 

 

摘要： 

 

天福宮為新加坡開埠初期創建的百年古廟，隨着時代的遷移，有着歷史、社會、

經濟、文化等多重層面的角色，尤其對華社與國家的發展建設有着不可磨滅的貢

獻。本文試圖從失佚無傳、碩果僅存的「天福宮佛祖大人八五」藥籖為起點，配

合六十年代收入日籍學者吉元昭治《台灣寺廟藥籤研究》的「兒科第三十六籤詩」，

與其他藥籤種類作交叉比對，找出與天福宮「佛祖大人八五」藥籤相符的籤系。

筆者將之比對台灣廟宇的保生大帝藥籖，內容極為相似。為能理解兩者的交集與

相異之處，本文擬先概述天福宮藥籖的由來，再與馬六甲青雲亭、台灣南部地區

廟宇藥籖比對，歸納整理以後，藉以突顯天福宮藥籖的獨特之處。倘若天福宮日

後擬將重新提供信眾求籤服務，或修訂藥籖內容，希望此文能提供一點借鑑與參

考。 

 

關鍵字：天福宮 青云亭 藥籖  

  



2015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閩南文化的流動 

74 
 

前言 

從古至今，求籤之風盛行不衰，傳統的民間信仰中，廟宇多備有籖文供信眾

占卜求神，而籖文常以詩歌作為表達形式，又稱籤詩。籤詩被視為是神的旨諭，

其涵蓋的內容廣泛，舉凡行業、婚姻、運勢、健康、出外、爭訟、功名、福祿、

尋物、居住、處事、風水、尋人，皆有所依循。籖詩以功能區分，可簡略分為「運

籖」（又稱為「卜事籖」）和「藥籖」兩大類別。據中國學者林國平對「籖占」的

解釋，運籤多為卜運吉凶，而藥籖「是以記載藥物的品名、用量或病因、症狀、

治療方法為主要內容，以宗教心理暗示和藥物治療相結合為主要手段的信仰療法，

其形式和占卜過程與靈籖（卜事籖）相似」。37在現代醫學未發達和醫療資源缺乏

的年代，祖籍神、醫藥神的崇拜和藥籖的設置，是先民藉以治病的重要方式。 

 

新加坡天福宮（俗稱媽祖廟）早期曾設有藥籖供信眾索取，今已失傳。2009

年福建會館為編纂百年來天福宮第一本專書《南海明珠．天福宮》，而號召社會

大眾收集相關文物，其中石叻坡民俗文化館館長陳來華捐獻了一張早年天福宮的

藥籖。38爾後為求原籖得以重見天日，福建會館曾將此藥籖影本交托成功大學陳

益源教授，期望在台灣也可以找到原來的處方。筆者因此開始幫忙蒐集藥籖，好

與其他藥籤種類作交叉比對，試圖找出與天福宮藥籤相符的籤系。 

 

就學界現有的研究而言，透過新加坡學者蘇瑞隆和馬來西亞學者蘇慶華的歸

納整理可得知，儘管新馬華人社會的民間信仰相當龐雜，研究對象卻主要集中在

媽祖、大伯公、城隍、九皇、王爺等神祇。39新馬各大廟宇多有「籖詩」的設置，

主祀或附祀「醫藥神」如保生大帝、媽祖、關聖帝君、呂祖、觀音、五府千歲、

黃大仙、土地神的廟宇更是不少，針對「籖詩」或「藥籖」為研究主題者，尚未

得見。40可見「藥籖」的相關研究，與「醫藥神」信仰的普及程度，實有相當程

                                                      
37
 林國平：《籖占與中國社會文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642。 

38
 杜馨惠:〈天福宮的靈籤研究〉，文章與藥籖收錄於杜南發主編《南海明珠：天福宮》，新加

坡：福建會館，2010 年，頁 319。 

39
 新馬華人信仰研究中，以大伯公研究和媽祖研究的成果數量最多。「大伯公」即東南亞的地方

神，1940 年代之際，大伯公信仰研究曾吸引不少新馬華人學者於報章和期刊上展開論辯；而媽

祖作為航海之神，隨著移民播遷流傳僑居地，結合會館形式的社會組織，成為東南亞華人地區重

要的信仰，爾後媽祖文化研究中心的創立，舉辦了數屆研討會，掀起了媽祖信仰研究的熱潮。新

馬華人民間宗教研究概況，可參考蘇瑞隆：〈新、馬華人的大伯公、媽祖信仰研究述評〉和蘇慶

華：〈東南亞華人民間宗教研究綜述〉，兩篇文章皆收錄於路遙主編；《民間信仰與中國社會研

究系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頁 271-344。 

40
林國平所著《籖占與中國社會文學》和吉元昭治《台灣寺廟藥籖研究》二書，雖收錄部份新馬

地區的藥籖，但沒有專文討論。馬來西亞學者張少寬〈靈籖治病名聞遠近——清龍宮大帝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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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落差。 

 

筆者經網絡檢索以後，發現儘管有些「醫藥神」的廟宇香火鼎盛，卻未備有

藥籖。幾番諮詢新加坡文史學者，都認為隨著時間流逝，藥籖在當地相當罕見，

而天福宮存有的藥籖，已是該廟宇碩果僅存的一張。筆者將之比對台灣廟宇的保

生大帝藥籖，內容極為相似。為能理解兩者的交集與相異之處，本文擬先概述天

福宮藥籖的由來，再與馬六甲青雲亭、台灣南部地區廟宇藥籖比對，歸納整理以

後，藉以突顯天福宮藥籖的獨特之處。倘若天福宮日後擬將提供信眾求籤服務，

或修訂藥籖內容，希望此文能提供一點借鑑參考之處。 

 

一、 天福宮藥籖的由來與內容 

 

位於新加坡直落亞逸街（Telok Ayer Street，俗稱為源順街）的天福宮，為新

加坡開埠初期創建的百年古廟，隨着時代的遷移，有着歷史、社會、經濟、文化

等多重層面的角色，是新加坡最具歷史價值的道教廟宇，其創建和新馬地區現有

的幾座古廟，一樣都與新加坡、馬六甲一批共同的華人領袖緊密相關。41 

 

（一） 新加坡天福宮與馬六甲青雲亭的歷史淵源 

 

馬來西亞的馬六甲自 1795 年始，就是漳州人的天下，當時代表荷蘭殖民政

府統轄華人社會大小事務的是甲必丹蔡士章（?－1802，漳州海澄縣人）。在荷屬

馬六甲時代，華人社會最高領袖甲必丹一直都在青雲亭（俗稱觀音亭）設立官署，

於朔望處理華人間的訴訟。青雲亭的地位等同於政務、法庭、宗教的多功能中心。

一直到 1824 年，英國與荷蘭簽訂《英荷條約》（Anglo-Dutch Treaty），次年英國接

管馬六甲，廢除甲必丹制度，華人社會遂以青雲亭亭主制度替代。42而這時候新

                                                                                                                                                        

文，雖也涉及藥籖的情況，亦非專文研究。馬來西亞學者王琛發為檳城大路後靈應社 117 週年紀

念特刊撰寫的獻詞〈濟世救眾的廟史側影： 從大路後靈應堂第一支內科藥簽說起〉述及藥籖功

能，並將之與中國、台灣等部份廟宇的藥籖比對，內容廣泛而簡略。另外，台灣是藥籖盛行之處，

「藥籤醫療」在台灣並非新的研究題材，學界相關研究甚夥，於此不贅舉。 

41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於地緣和歷史上一衣帶水。獨立建國前的新加坡於十九世紀以前曾經隸屬馬

來亞柔佛王國。1819 年，萊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Bingley Raffles，1781－1826）在新加坡建

立自由貿易港。1826 年至 1946 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將新加坡、檳城和馬六甲三個轄地合併成

海峽殖民地。1963 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從而脫離英國統治。1965 年，遂獨立建國。 

42
 柯木林：〈閩南文化研究的若干問題——以新加坡華人史研究為案例〉，《閩台文化研究》，

2014 年第 1 期（總第 37 期），福建：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2014 年 3 月，頁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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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的華人社會，仍只是雛形。
43
隨著越來越多福建人從馬六甲與中國來到新加

坡謀生，相互照顧新客鄉僑與處理喪葬祭奠成了重要的課題，於是 1828 年，以

薛佛記（Si Hoo Keh，1793－1847，漳州漳浦縣東山人）為首，創立了甘榜峇魯

石叻路（Selat Road）恆山亭。恆山亭除了是福建漳泉移民祭祀大伯公的廟宇，

也是福建人在新加坡最早的領導機構，主要管理恆山亭義山和主持中元普渡、中

秋祭祀活動。然而移民人數不斷激增，華人社會中有關經濟、教育、社會等問題

急需解決，恆山亭無法負荷之餘，催生了天福宮的重建。44 

 

現存廟址上的天福宮是新加坡福建會館的前身，從1839年開始策劃和動工，

至 1842 年尚未全部完成，見其 1850 年奠立的《建立天福宮碑記》記述： 

新加坡天福宮，崇祀聖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自嘉慶廿三年，英吏斯

臨，新闢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勢，謂可為商賈聚集之區。剪荊除棘，

開通道途，疏達港汊，於是舟檣雲集，梯航畢臻，貿遷化居，日新月盛，

數年之間，遂成一大都會。我唐人由內地航海而來，經商茲土，惟賴聖母

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樂業，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護也。我唐人食

德思根，公議於新加坡直隸亞翼之地，創建天福宮，背戌面辰，為宗祀聖

母廟宇。遂僉舉總理董事勸捐，隨緣樂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興

築，鳩工庀材，於道光二十年建成。宮殿巍峨，蔚為壯觀，即以中殿祀聖

母神像，特表尊崇。於殿之東堂祀關聖帝君，於殿之西堂祀保生大帝，復

於殿之後寢室祀觀音大士，為我唐人會館議事之處。規模宏敞，棟宇隶新，

神人以和，眾庶悅豫，顏其宮曰天福者，蓋謂神靈默佑如天之福也。共慶

落成，愛勒貞石，誌其創始之由，並將捐題姓氏列於碑陰，以垂永久，俾

後之好義者得所考稽，以廣其祀於無窮焉。是為記。45 

儘管碑記中以「唐人」取代「閩人」自居，然而就碑記上四百零二名捐款民眾，

有七十幾個都是舶主的商號寶號，足見當時漳泉商人在航運事業上強大的勢力與

社會上的影響力。其中又以陳篤生（Tan Tock Seng，1798－1850，漳州海澄縣人）

和薛佛記所捐獻的金額最多。從 1850 年的《建立天福宮碑記》，尚可得知薛佛記

已退居二線，改由陳篤生擔任天福宮大董事, 成為新加坡華人社會的領袖人物，

                                                      
43
早在萊佛士佔領新加坡以前，只有幾十位華人在新加坡從事甘蜜的墾殖，開埠以後，馬六甲漳

泉商人大批移入新加坡，成為新加坡華人社會主流中的商人階層，因財力雄厚，足以控制整個新

華社會，故新華社會也可說是馬六甲華人社會的延續。詳見蔡佩蓉：《清季驻新加坡领事之探讨

1877-1911》，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與八方文化企業公司聯合出版，2002 年，頁 11-19。 

44
 天福宮雖落成於 1842 年，但據說在 1810 年之際，已有人在天福宮的原址設壇祭祀，發展至 1821

年，原址上已是一座小土廟。詳見柯木林：〈古色古香的天福宮〉，收入杜南發：《南海明珠．

天福宮》，新加坡：新加坡福建會館，2010 年，頁 442。 

45
 方百成等編：《波靖南溟：天福宮與福建會館》，新加坡：新加坡福建會館，2005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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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薛佛記則回到馬六甲青雲亭擔任亭主。
46
1842 年天福宮的落成，也取代了恆山

亭的地位，成為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核心領導機構。47 

 

十九世紀上半葉新加坡華人社會領導層的養成，與馬六甲華人社會有很深的

淵源。兩地一衣帶水之餘，天福宮結合神權空間（神明祭祀）與紳權空間（會館

開會議事）的傳統與組織架構亦是以馬六甲華社最高機構青雲亭為藍本。48歷史

小說《石叻風雲——亭主陳若淮前傳》以青雲亭最後一任亭主陳若淮前半生的事

蹟為主線，反映新加坡和馬六甲十九世紀上半葉華人社會的面貌與歷史事件，其

中關於青雲亭年終董事會的描寫，生動體現青雲亭作為神權和紳權合一結構組織

的情景。青雲亭擁有每月初一、十五開亭審理華人社會各項事情的傳統，小說描

述青雲亭十月至十二月所召開的一次年終董事會前所進行的祭拜儀式： 

兩名和尚做了一個多小時的佛事後，才停下木魚聲和銅磬聲，側門就魚貫

而出，步出幾名衣著整齊鮮凈、步履緩慢莊重的中年人和老年人。領頭的

是陳明水，他是第四任亭主，公元 1864 年他三十六歲的那一年，從父親

陳金聲手中接過亭主的棒子，到這個月為止，正好是九年了……他們列成

一排，陳明水居中，站定之後，整整齊齊地向佛祖菩薩們行個大禮，然後，

就恭恭敬敬地一起跪在地上；陳明水臉色凝重，聲音清朗，一個字一個字

像背臺詞般唸著：『觀世音菩薩、諸佛祖在上：弟子陳明水率領薛文仲、

楊珍元、曾德水及林成玉等眾弟子，叩求大菩薩諸佛賜福呷坡四境，風調

雨順，國泰民安，百疫不興，生意昌隆。茲因年終在此，新年即將來臨，

弟子等叩求菩薩諸佛祖安排明年新爐主，以便主持境內及亭內各種的祭

祀。』說畢，五人就整整齊齊恭恭敬敬地伏地跪拜三次。『弟子楊壽安跪

請為明年新爐主。』陳明水突然就地高聲頌唱，唱畢，恭恭敬敬地把木杯

向大菩薩座前輕擲過去。一正一反，楊壽安不取……『弟子楊金若跪請為

明年新爐主。』一擲都是正面，勝杯！陳明水露出驚喜的臉色，高聲頌唱

道：『大菩薩佛祖千安萬福，弟子楊金若恩取為新爐主，主持明年境內、

亭內所有祭祀。』49 

 

該會議所處理的事情涉及青雲亭全年的財政、選派新爐主與明年度境內的祭祀，

                                                      
46
 柯木林：〈薛佛記家族對新華社會的貢獻〉，文章收錄於柯木林、林孝勝合著：《新華歷史與

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 年 4 月，頁 103-113。 

47
 社會影響力逐漸式微的恒山亭，後來於 1992 年 5 月 11 日被祝融光顧，慘遭焚燒的建築物隨之

坍塌，所藏之文物也付之一炬。詳見柯木林：〈從碑文資料看恆山亭〉，載《石叻史記》，新加

坡：青年書局，2007 年 8 月，頁 209-221。 

48
 《波靖南溟：天福宮與福建會館》，新加坡：新加坡福建會館，2005 年，頁 30-36。 

49
 鄭百年：《石叻風雲——亭主陳若淮前傳》，香港：中文大學海外華人研究社，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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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年來最重要的會議。觀音大士在此除了是青雲亭的主祀神祇，亦是紳權勢力

的象徵與守護神。若說十九世紀上半葉新加坡華人社會領導層，是馬六甲華人社

會的延續，作為當時新加坡華人的核心領導機構天福宮亦是馬六甲青雲亭的延伸，

關於《天福宮藥籖》的由來，或許可依循此段歷史作追蹤。 

 

（二）天福宮藥籖與青雲亭藥籖之異同 

 

 

圖一：《天福宮佛祖大人八五》藥籖 

 

天福宮如今僅存的這張藥籖上方有「天福宮佛祖大人八五」字樣，內容為：

「碧末、硃砂、中白、柿霜各五卜，共研末。另陳皮、蟬退，水煎湯送下。」藥籖 

末了有「善信周振春敬刊」字樣，以手寫楷書和木板刻印為形式。此藥籖也

收錄於杜馨惠〈天福宮的靈籤研究〉一文，惟該文誤以為籖首「佛祖大人」是早

年對神明的特殊稱謂，而「佛祖大人」應該指的是「佛祖籖大人科」的意思。50至

於寄贈者「周振春」何許人也？關於周振春的生平並無更多的資料，檢索《建立

天福宮碑記》，可在捐款名單上找到「周正春」，周正春為恆山亭首批十人領導層

中的一員，另外可以在《恆山亭道光十年碑》（1830）上看見他的姓名。但是《天

福宮佛祖大人八五》藥籖上並無註明年份，所以無法因此判定此「周振春」即彼

「周正春」。 

 

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筆者另外發現日本醫師吉元昭治《台灣寺廟藥籖研究》

                                                      
50
杜馨惠:〈天福宮的靈籤研究〉，文章與藥籖收錄於杜南發主編《南海明珠：天福宮》，新加坡：

福建會館，2010 年，頁 319。 



邱彩韻：一張失而復得的藥籤－新加坡天福宮《佛祖大人八五》藥籤研究 

79 
 

一書，收錄了他於 1960 年 12 月所採集的一枚《天福宮佛祖兒科三六》藥籖。
51
見

下圖： 

 

圖二：《天福宮佛祖兒科三六》藥籖 

 

藥籖上方有「天福宮佛祖兒科三六」字樣，內容為：「荊芥、防丰各一分。獨活、

柴胡各七分。前胡、川芎、桔梗各六分。甘草四分。只殼、生姜各二分。姜活、茯

苓各八分。水一碗，煎服。」藥籖末了有「本宮公司刊」字樣。「本宮公司」指的

也就是「天福宮公司」。在1882年的《海峽殖民地政府憲報》中有「Choa Bian Kay-For 

Hokien Kongsee」的文字記錄，所謂的「Hokien Kongsee」，即「福建公司」的羅

馬字音譯，直到 1892 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憲報》以「Hokien Hoe Kuan」（福建

會館的音譯）取而代之。另外，新加坡最早的報刊《叻報》也記有「福澤公司」

這一名稱。而「天福宮公司」則出現在 1906 年所豎立的《重修天福宮碑記》：「天

福宮公司來英銀五萬一仟零四十八大元五角六。」由上所述，可見從 1882 年至

1906 年間，天福宮共有「福建公司」、「福建會館」、「福澤公司」、「天福宮公司」

各種不同的名稱。52天福宮藥籖因此意外保留了這一筆社會史的資料，在碑記之

外，見證了「天福宮公司」這一名稱的存在。此張「兒科三六」藥籖與「大人八

五」藥籖的敬刊人名字不一，顯示這是一套天福宮與信眾一齊集資刊刻成套的藥

籖，敬刊者的身份若能加以追蹤，亦是當地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 

 

                                                      
51
 作為醫生的吉元昭治，對道教亦有很深的興趣，所收集的藥籤遍及臺灣和香港等地有關保生大

帝、媽祖、關聖帝君、呂祖、觀音、五府千歲、黃大仙、土地神等醫藥神的籤方，保留不少今已

毀損殆盡的籖詩和信仰狀況。為與台灣所見的藥籖詳細比對，《台灣寺廟藥籖研究》一書亦將其

在香港、新加坡所得之藥籖列表分類，其中就包含了一枚《天福宮佛祖兒科三六》藥籖。詳見吉

元昭治：《台灣寺廟藥籖研究》，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0 年。 

52
 《南海明珠：天福宮》，新加坡：福建會館，2010 年，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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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林國平《籖占與中國社會文化》一書也收有《天福宮佛祖大人三

一》藥籖一張（見圖三）。另有文字敘述部份藥籖內容：「如第二十七首：『茯苓、

葛根、竹茹、川穹、歸全、牛七各一錢，水一碗四煎七分。』、兒科第二十七首：

『洋參、茯苓、黃芩、歸中、桔梗、甘草、滑石，各五分。白芍五分，生芪一錢，

白朮八分，知母、雙白各三錢、地骨四分，生薑一片，水一碗煎五分。』外科第

二十七首：『白芷、天花、文蛤、紅粬母、丁香、牛重和氣酒塗之，如破空者和

麻油抹之患處。』」53 

 

圖三：《天福宮佛祖大人三一》 

 

另一方面，吉元昭治將其所蒐集的藥籖列表分類時候，誤將天福宮「佛祖籖」

寫作「傳祖籖」，以致後來香港學者吳麗珍未經稽考，於《香港黃大仙》一書中，

沿用「傳祖籖」為天福宮的藥籖籖名。54「佛祖籖」究竟是天福宮主祀神明媽祖

所屬的「媽祖藥籖」、還是內容相符的「保生大帝藥籖」，又或是「觀音藥籖」？

與馬六甲清雲亭所有的藥籖比對，或許可見端倪。為便於理解「天福宮佛祖籖」

與「青雲亭觀音神方」的內容異同，以下將藥籖內容以圖片和表格條列之： 

 

  

                                                      
53
林國平：《籖占與中國社會文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668。 

54
 吳麗珍：《香港黃大仙》，香港：三聯書店，2012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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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青雲亭觀音神方第八十五籖》 圖五：《青雲亭觀音神方兒科第三十六籖》 

 

 

籖序 天福宮佛祖籖 青雲亭觀音神方 

大人科八十五55 碧末、硃砂、中白、柿霜各五

卜，共研末。另陳皮、蟬退，水

煎湯送下。 

虎珀末、硃砂、中白、柿霜各五分。

共末。用陳皮、金蟬湯送下。 

兒科三十六
56
 荊芥、防丰各一分。獨活、柴 荊芥、防丰各一卜。獨活、柴胡各

                                                      
55兩套藥籖比照台灣保生大帝籖，內容高度相似，於是以台南市中藥公會為台南大觀音亭祀典興

濟宮所作的籖解，作藥方說明。據台南市中藥公會的藥理分析，「大人科八十五」藥籖所提供的

藥方為經驗方：硃砂，性味甘寒有毒，有鎮心安神之功；琥珀末亦可安神鎮驚；中白即「人中白」

別名，溺白重、人尿白、千年冰、萬年霜、尿白鹼。乃人溺沉澱白色，經久而乾者，以童子便溺

及老僧溺器多年，其中所製得之人中白為最佳。為除熱降火要藥；柿霜，為柿科植物柿的果實（柿

子）製成柿餅時外表所生的白色粉霜。味甘性涼，有潤燥、清熱化痰之功；陳皮，性味辛苦溫，

理氣健脾，燥濕化痰。；金蟬，性味鹹寒，疏散風熱，透疹止癢，明目退翳，止痙。（古人用蟬，

今人用蛻，氣性亦相近。）台南市大觀音亭興濟宮與台南市中藥商業同業公會，曾於 2011 年合

作舉辦「醫神大道公藥籤藥材展」。台南市中藥公會因此製作了藥材展示及說明。籖解資料提供：

台南市大觀音亭祀典興濟宮。 

56而「兒科三十六」藥籖的藥方，經台南市中藥公會分析，乃出自《幼科雜病心法要訣》荊防敗

毒散，主治風瘟汗少者：荊芥，性味辛微溫，常用於外感表證。荊芥辛散氣香，長於發表散風，

且微溫不烈，藥性和緩，表寒表熱皆可用之；防風，性味辛甘微溫，有發表散風，勝濕止痛，止

痙、止瀉之功。多用於感冒頭痛，風疹瘙癢，風濕痺痛；獨活，性味辛苦微溫。主要用於風寒濕

痺所致之疼痛，性善下行，尤其以腰膝、腿足關節疼痛者為宜，亦用於感冒屬風寒夾濕者，如荊

防敗毒散（本方）；柴胡，性味苦辛微寒，功效解表退熱、截瘧、疏肝解鬱、升舉陽氣。《本草

備要》：「小兒痘疹、五疳羸熱。」汪昂：「柴胡最能和裏，故勞藥、血藥往往用之」；前胡，

性味苦辛，主治風熱頭痛，痰熱咳喘，嘔逆，胸膈滿悶。川芎，性味辛溫。有活血行氣，祛風止

痛之功；甘草，性味甘平。《藥性賦》：「生之則寒，炙之則溫。生則分身梢而瀉火，炙則健脾

胃而和中。解百毒而有效，協諸藥而無爭，以其甘能緩急。」；桔梗，性味苦辛平，入肺經，功

效宣肺化痰，利咽，排膿；枳壳，性味辛苦微寒，入脾、胃、大腸經，可行氣消積，通痞塞，消

食積之功，使濁氣得降；生薑，性味辛溫，歸脾、胃、肺、三經。功效發汗解表，溫中止嘔，溫

肺止咳。《藥性賦》：「味辛性溫，無毒，生也，陽也。其用有四：一、製半下，有解毒之功。

二、佐大棗，有厚腸之效。三、溫經，散表邪之風。四、益氣，止胃翻之噦」；羌活，性味辛苦

溫，入膀胱、腎經。功效散寒去風，勝濕止痛。常用於風寒感冒，頭痛身疼，如九味羌活湯；茯

苓，性味甘淡平，功效利水滲濕、健脾寧心。《藥性解》：「白茯苓，主補脾氣，利小便，止煩

渴，定驚悸」。附註：此方為常用方《荊防敗毒散》。外感風寒濕邪、惡寒發熱、頭痛項強、肢

體痠痛、無汗、鼻塞、咳嗽有痰、苔薄白、脈浮或浮緊。籖解資料提供：台南市大觀音亭祀典興

濟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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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各七分。前胡、川芎、桔梗各

六分。甘草四分。只殼、生姜各

二分。姜活、茯苓各八分。水一

碗，煎服。 

七卜。前胡六卜。川弓六卜。吉更

六卜。甘草四卜。只殼三卜。姜活

八卜。白茯八卜。生姜，二片。水

一碗，煎五分。 

《天福宮佛祖籖》與《青雲亭觀音神方》就內容而言，幾乎一樣，只有部份

藥物有「同種異名」或「同音異字」的情況。如《天福宮佛祖八十五》籖中的「碧

末」，在《青雲亭觀音神方第八十五號》寫作「虎珀末」。「碧末」應是「珠碧末」

的縮寫，而「虎珀末」應作「琥珀末」，兩者指稱的都是同一種用以鎮定安神的

藥粉。《天福宮佛祖八十五》籖中的「蟬退」是「蟬蛻」的誤寫，指的是蟬羽化

所脫落之皮殼，中藥藥理上用以解熱鎮靜。這張藥方主要是用以清熱解毒、健脾

化痰，其中有幾味藥材如硃砂，如今為安全疑慮，已遭禁止使用。比對《天福宮

佛祖兒科三六》籖與《青雲亭觀音神方兒科第三十六籖》，可得知青雲亭藥籖中

的「川弓」為「川芎」的誤寫，「吉更」實為「桔梗」才對，「只殼」等藥材劑量

也有細微的不同。此外，完全一樣。 

 

據吉元昭治 1960 年代所見，《天福宮佛祖籖》有大人科 120 支籖，小兒科 59

支籖，外科 36 支籖，與林國平所寫的籖數略有不同。57據林國平的記載，天福宮

有藥籖大人科 120 首、兒科 60 首和外科 36 首。58而青雲亭研究員陳麗晴所提供

的資料，說「青雲亭觀音神方」可分為成人 120 支籖，幼兒 72 支籖和外科 72 支

藥籖。「青雲亭觀音神方」來源不詳，現存的簽詩木刻套印版是由 1911 年以前青

雲亭的住持轉伏師傅（傳臨濟正宗第五十八代）所刻，已有百年歷史。就數量上

而言，青雲亭在幼兒科和外科的籖數較天福宮要多。 

筆者將藥籖內容請示諸位專家學者時，有老師有如此疑慮：既然天福宮藥籖

內容與台灣保生大帝藥籖相符，是否「保生大帝」在新加坡當地亦可稱為「佛祖」？

然而筆者認為「天福宮佛祖籖」籖首上的「佛祖」指的應是「觀世音菩薩」。除

卻「天福宮佛祖籖」與「青雲亭觀音神方」籖詩內容吻合，據筆者在所取得的新

加坡「四馬路觀音堂佛祖廟」的靈籤，籖的上方有「觀音堂佛祖第七十五籖」的

字樣，亦可作為佐證： 

                                                      
57
吉元昭治：《台灣寺廟藥籖研究》，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1990 年，頁 117。 

58
林國平：《籖占與中國社會文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年，頁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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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觀音堂佛祖第七十五籖 

 

在閩南地區、臺灣以及新馬華人社會，觀世音菩薩常被尊稱為「觀音佛祖」，簡

稱「佛祖」。因此「天福宮佛祖籖」極可能就是「觀音藥籖」。杜馨惠〈天福宮的

靈籤研究〉於後記，寫道「據和天福宮關係密切的百年古廟金蘭廟負責人口述，

天福宮早期后殿曾有《觀音籖》，但已失傳……」，除了天福宮原有的《媽祖六十

甲子靈籤》，《觀音籖》有可能指的就是「天福宮佛祖籖」。59 

 

然而就天福宮和清雲亭信眾求籤的習慣，反映了天福宮捨青雲亭以「觀音」

為主祀神的傳統，轉以「媽祖」為主祀神之後，兩位女神主次位置的微妙差異
60
： 

病會好的，而且很靈。我們的狗生病，也向觀音求藥籤來吃了治好……青

雲亭的藥籤所列的藥方，其實都很便宜，可能只要幾毛錢。它們的藥性溫

和，不會吃出事來的。有時吃兩三帖吃不好，可以再回來跟觀音講，吃到

情況怎樣，再求過第二個藥方。最多第三次，一定會好。不過，最好先去

看醫生啦，除非醫生看來看去看不好，才來求菩薩幫忙。我的狗就是這樣，

送去給獸醫看，看來看去看不好，結果不得已來求觀音藥薩，幾毛錢的藥

方就把狗醫好了。（青雲亭的住持理行法師）61 

 

以前的天福宮有求藥籖。那時候好多人沒錢看醫生，靠的就是求藥籖去抓

                                                      
59
 杜馨惠:〈天福宮的靈籤研究〉，文章與藥籖收錄於杜南發主編《南海明珠：天福宮》，新加

坡：福建會館，2010 年，頁 319。 

60
 關於兩位女神「媽祖」與「觀音」的關係，學界已有諸多論著可參考。而媽祖信仰與觀音信仰

在新馬地區的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可參考許源泰〈新加坡的觀世音菩薩信仰初探〉和黃文車

〈古廟南音——新加坡天福宮的觀音信仰與活動〉，文章收錄於陳益源主編《府城大觀音亭與觀

音信仰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15 年 4 月 28 日。本文就此課題，茲不贅述。 

61
 〈老街尋味：藥性溫和藥方便宜‧求藥籤除病痛〉，《星洲日報》，網址：

http://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6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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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有一次我看到崇福學校的一個老師去給媽祖換新裝，覺得奇怪就問他

為什麼？他說，自己曾得怪病，病了很久，後來求的藥籖，藥方也很怪，

不過吃了之後果然藥到病除，就為媽祖換新裝答謝神恩。他說那奇怪的藥

方，是雞蛋殼和蟑螂糞，再加以兩味便宜的中藥材。你說奇怪不奇怪？（丁

明正口述、林仁余筆錄〈六七十年代的天福宮與直落亞逸〉）62 

 

求取藥籖與求取一般的籤，過程差不多，以（清）香膜拜以後，向神明講

（稟）明自己的姓名和要祈求的事情，進行擲筊，抽取籤條，以連續擲三

次「聖筊」為準，然後依照籤條上的號碼，請廟方幫忙找到對應號碼的藥

籖，就可以獲得。藥籖特別的是，需要請示神明藥量是否增加還是減少。

（《天福宮佛祖八十五》籖的捐贈者陳來華）63 

 

因缺乏早期新馬地區的醫療記載，有關廟宇信眾的求籤經驗常止於口耳相傳，同

為「觀音藥籖」，青雲亭信眾祈求藥籖的對象為觀音大士，而天福宮的信眾則以

媽祖作為祈求對象。可見觀音作為廟宇主祀神和醫藥神的性質和功能，移植至天

福宮，已被媽祖信仰所取代。即便青雲亭和天福宮也同時供奉保生大帝，信眾仍

以主祀神為疾病醫療的守護神。天福宮信眾丁明正所述的奇怪藥方「雞蛋殼和蟑

螂糞」，實則出自藥籖的第二十一首：「鳳凰退、油虫沙，各五分、小金桔三個、

冬瓜三條、水一碗煎四分。」鳳凰退，即雞蛋殼；油虫沙，即蟑螂矢，確有此方。
64 由上述信眾求籤的經驗而言，「天福宮佛祖籖」與「青雲亭觀音神方」共有的

特點不外乎用藥靈驗、輕簡、廉宜、溫和，而廣為先民接受，成為當時醫療照護

的重要方式。 

 

二、天福宮藥籖與台灣廟宇藥籖的異同 

 

理解了新加坡《天福宮藥籖》的源起與內容概要後，接著取台灣廟宇所設置

                                                      
62
口述者丁明正為愛同學校教師，2001 年退休。《南海明珠：天福宮》，新加坡：福建會館，2010

年，頁 425。 

63
 筆者與陳來華先生的訪談。 

64
據台南市中藥公會的藥理分析，該方為經驗方：「鳳凰退即【雞蛋殼】，《本草綱目》的正名

為抱出卵殼，一定要孵出小雞之後的蛋殼才有用，所以綱目俗稱鳳凰蛻，用抱出者，取其蛻脫之

義也。簡而言之就是利用碳酸鈣的主成份當制酸劑、止血劑。（藥房老前輩的經驗）油虫沙即【蟑

螂矢】，中藥房以油蟲珠稱之。藥典無記載，台灣有單以此為藥，民間經驗用在小兒脾胃脹氣，

疳積，還可治療疔瘡、臌脹。小金桔，性味辛甘溫，有理氣解鬱化痰，開胃消食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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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藥籖作比較，以探究兩者的異同處。台灣藥籖盛行，因地緣關係，筆者所採集

的藥籖多以南部地區：雲林、台南、高雄的廟宇為主要對象，雖搜聚所得只是冰

山一角，然而實地調查有諸多障礙有待處理，暫先將手上所有的藥籖稍加理次，

盼能睹微知著。 

廟宇 主祀神明 創建年代 藥籖 

台北大龍峒保安宮 保生大帝 1742 大人科 120 首；小兒科 36 首；外科

36 首(吉元昭治的記錄為大人科 120

首；小兒科 36 首，無外科藥籖) 

台南大觀音亭 觀音佛祖 1647~1683 60 首（不分科） 

台南北極殿 玄天上帝 1665 60 首（不分科） 

台南祀典興濟宮 

 

保生大帝 1679 大人科 120 首；眼科 90 首；小兒科

60 首；外科 60 首 

（吉元昭治的記錄為大人科 112 首；

眼科 90 首；小兒科 60 首；外科 60

首） 

台南海尾朝皇宮 

 

保生大帝 1853 大人科 108 首 

台南清水寺 觀音佛祖 1770 120 首（不分科） 

台南學甲慈濟宮 保生大帝 1701 大人科 120 首；小兒科 60 首（吉元

昭治的記錄為大人科 120 首，無小

兒科藥籖） 

花蓮吉安保勝宮 保生大帝 2003 120 首（不分科） 

屏東東港東隆宮 溫府千歲 1706 大人科 120 首；小兒科 60 首 

高雄小港區中厝里

福安宮 

 

福德正神 創 立 至 今

約莫 50 年

（無沿革） 

120 首（不分科） 

高雄小港龍湖廟 大士爺 1978 60 首（不分科） 

高雄五塊厝武廟 

 

關聖帝君 1859 年 重

修 

大人科 98 首 

高雄內門紫竹寺 觀音佛祖 1733 大人科 120 首；小兒科 60 首；眼科

85 首 

高雄文武聖殿 關聖帝君 1925 大人科 120 首；小兒科 60 首 

雲林北港朝天宮 媽祖 1700 大人科 120 首；眼科 84 首；小兒科

60 首； 

雲林東勢厝賜安

宮 

 

三山國王 1757 大人科 120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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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馬鳴山鎮安宮 五年千歲 1662 不詳 

 

歸納整理後，各廟宇籖序「大人科第八十五號」藥籖呈現如下： 

廟宇 藥籖 內容 

新加坡天福宮 

 

 

籖首：天福宮佛祖大人八十五 

內容：碧末、硃砂、中白、柿霜各五

卜，共研末。另陳皮、蟬退，水煎湯

送下。 

籖尾：善信周振春敬刊 

 

台北大龍峒保安宮 

 

籖詩：吁嗟人兮，草木同情，不別是

非。藥酌難行，五臟受濕，氣血難生。 

內容：白頭翁、條蓍、黃連、蓁皮。 

台南祀典興濟宮 

 

 

籖首：興濟宮保生大帝 

第八十五首大人科 

內容：琥珀末、硃砂、中白、柿霜，

各五分，共為末。陳皮、金蟬，為湯

送下。 

台南海尾朝皇宮 

 

 

籖首：保生大帝內科方藥籖（大人）

第八十五首 

內容：朱碧末、硃砂中、白柿蒂，為

末。陳皮、金蟬、為湯送下。 

台南清水寺 

 

 

籖首：清水寺觀音佛祖 

內容：碧朱、硃砂、中白柿霜各五分，

共為末。陳皮、金蟬煎湯□服。 

台南學甲慈濟宮 

 

 

籖首：慈濟宮 保生大帝 藥籖第八

五首 

內容：珀硃、硃砂、中白、柿霜各五

分。共為末，陳皮、金蟬為湯送下。 

籖尾：學甲美文堂書局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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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吉安保勝宮 

 

 

籖首：第八十五首（倒陷牙疳） 

內容：珀末、硃砂、中白、柿霜各五

分，共為末，陳皮、金蟬為湯送下。 

屏東東港東隆宮 

 

 

籖首：第捌伍號 

內容：珀末、珠砂、中白、柿霜各五

分，共為末，陳皮、金蟬為湯送下。 

籖尾：大人藥籖。廟址：屏東縣東港

鎮東隆里東隆街二一之一號。 

高雄小港區中厝里

福安宮 

 

 

籖首：第八十五首藥籖 

內容：金蟬（七個）、硃砂、中白、

柿霜、琥珀、陳皮、水煎。金蟬、陳

皮，沖泡藥粉。 

高雄五塊厝武廟 

 

 

籖首：五塊厝武廟文衡聖帝藥籖 

第 85 首大人 

內容：正氣散一錢、珠碧散一錢、珠

砂五分、柿霜五分、中白五分、陳皮五

分、金蟬五分，共為末。 

高雄內門紫竹寺 

 

 

內容：碧末、硃砂、中白、柿霜各一

錢，共末。金蟬、陳皮、為湯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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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文武聖殿 

 

 

籖首：高雄市文武聖殿 

聖帝藥籖 

第八十五首 大人 

內容：正氣散一錢、珠碧散一錢、硃

砂、柿雙、中白、陳皮、金蟬各五，

共為末。 

雲林北港朝天宮 

 

 

 

籖首：大人科第八五號 

內容：中白、硃砂、柿霜、虎珀各五

分，共為末。另陳皮、金蟬煎湯送下 

（籖簿藥方提供：三元蔘藥行） 

雲林東勢厝賜安

宮 

 

 

籖詩：吁嗟人兮，草木同情，不別是

非。要酌難行，五臟受濕，氣血難生。 

內容：白頭翁、黃蓍（各一錢半）、

黃連（一錢）、蓁皮（二錢） 

 

將新加坡《天福宮佛祖大人八十五》藥籖比照其餘十三支台灣地區廟宇的藥籖，

除卻「同種異名」、「同音異字」的情況（如珠碧末亦可寫成碧朱、珠碧散、琥珀

末、虎珀、珀末）以及順序排列與藥量有細微差異，內容相似度極高。就上述十

三支台灣廟宇的藥籖而言，種類雖然繁多，卻可以依照內容簡單分成兩大類別：

北港朝天宮媽祖藥籖、海尾朝皇宮保生大帝藥籖、小港福安宮福德正神藥籖、祀

典興濟宮保生大帝藥籖、吉安保勝宮保生大帝藥籖、五塊厝武廟文衡聖帝藥籖、

高雄文武聖殿聖帝藥籖、內門紫竹寺觀音藥籖、東港東隆宮溫府千歲藥籖、台南

清水寺藥籖，無論是媽祖藥籖、保生大帝藥籖或是關帝藥籖，這十一間廟宇的「大

人科第八十五號藥籖」內容都相同或相似，可歸納為同一類型。即便如此，在細

節的部份，仍存有若干差別，如籖數，要以台南祀典興濟宮最多，涵蓋的科別也

最為廣泛：大人科 120 首（吉元昭治的記錄為 112 首）、小兒科 60 首、眼科 90

首、外科 60 首；最少要數五塊厝武廟文衡聖帝藥籖，不分科 98 首。其中海尾朝

皇宮的藥籖，誤將「硃砂」、「中白」、「柿蒂」三味藥寫成二味藥「硃砂中」、「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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柿蒂」，就上述比照可提供文字勘誤上的一些參考。雲林東勢厝賜安宮與台北保

安宮的藥籖，與其他廟宇的藥籖較為不同，除卻以籖詩（描寫病因、病症）加上

藥方為形式，藥方內容亦不同。就目前所蒐得的藥籖，以保生大帝藥籖流傳最廣，

是被最多廟宇所採用的藥籖。 

 

以下茲以新加坡天福宮、台南大觀音亭、台南北極殿、台南祀典興濟宮、台

南學甲慈濟宮、東港東隆宮、小港龍湖廟、高雄文武聖殿、北港朝天宮、馬鳴山

鎮安宮的兒科三十六號藥籖互為比照，列表如下： 

 

廟宇 藥籖 內容 

新加坡天福宮 

 

 

籖首：天福宮佛祖兒科三六內容：

荊芥、防丰各一分。獨活、柴胡各

七分。前胡、川芎、桔梗各六分。甘

草四分。只殼、生姜各二分。姜活、

茯苓各八分。水一碗，煎服。 

台南大觀音亭 

 

 

籖首：紅毛樓觀音佛祖 

第三六方 大人全服 小兒半服  

內容：川練去核，元胡各五分，共

研末。泡滾水服。 

台南北極殿 

 

 

籖首：北極殿 第三十六首 

內容：荊芥、防風各一錢。獨活、

柴胡各七分。前胡、川芎各六分。甘

草四分。桔梗五分。只殼、生姜各二

分。姜活八分、茯苓八分。水一碗煎

五分。 

台南祀典興濟宮 

 

 

籖首：興濟宮保生大帝 第卅六首 

小兒科 

內容：荊芥、防風各一錢。獨活、

柴胡各七分。前胡、川芎各六分。甘

草四分、桔梗五分、枳殼、生羌各二

分。羌活八分、茯苓八分，水一碗煎

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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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學甲慈濟宮 

 

 

籖首：慈濟宮 保生大帝 小兒藥

簽第卅六首 

內容：防風八分、京芥八分、姜活八

分、獨活七分、柴胡七分、前胡八分、

川芎六分、甘草四分、桔梗四分、枳

殼二錢、白茯八分、生姜二分。水一

碗煎四分。 

籖尾：學甲興文印刷所敬謝。 

屏東東港東隆宮 

 

 

籖首：己亥 

內容：荊芥、防風各一錢。獨活七

分，前胡、川芎各六分、桔梗五分、

枳殼二分、姜活八分、茯苓八分、甘

草四分、羌二片、柴胡七分。水一碗

煎五分。 

籖尾：小兒藥籖。廟址：屏東縣東

港鎮東隆里東隆街二一之一號。 

高雄小港龍湖廟 

 

 

籖首：龍湖廟 

內容：薄荷桔梗甘草各四分、生地

茅根各二錢半、麥冬半錢、川貝二錢、

炙耆八分、阿膠一錢二分用給粉炒、

黑蒲黃八分、水四碗煎七分。 

高雄文武聖殿 

 

 

內容：荊芥一錢、防丰一錢。獨活七

分、柴胡六分。川芎六分、甘草四分、

桔梗二分。只殼五分、姜活八分、茯

苓八分、生姜一個。水一碗煎五分。 



邱彩韻：一張失而復得的藥籤－新加坡天福宮《佛祖大人八五》藥籤研究 

91 
 

雲林北港朝天宮 

 

 

 

籖首：小兒科第三十六號 

內容：荊芥一錢、防風一錢、獨活七

分、柴胡七分、前胡六分、川芎六分、

桔梗五分、枳殼二分、姜活八分、川

苓八分、甘草四分、生姜三分。水一

碗煎五分。 

（籖簿藥方提供：三元蔘藥行） 

雲林馬鳴山鎮安宮 

 

籖首：馬鳴山鎮安宮 五年千歲藥

籖 小兒科第 36 號 

內容：北沙蔘一錢、川芎一錢、姜

活一錢、前胡一錢、枳殼七分、桔梗

一錢、柴胡七分、赤苓一錢、防丰一

錢、甘草五分、生姜二片。 

籖尾：水一碗煎五分。 

由表中陳列的內容，可見並非所有的廟宇都設有「小兒科」藥籖，與「大人科」

藥籖相比，所獲得的「小兒科」藥籖，數量較少。其中較為特殊的是東港東隆宮

的藥籖，其小兒科籖序並非以數字一號開始，而是以干支為代號，互相配合而成

序號，「己亥」也就是「卅六」。台南北極殿藥籖雖不分科，全數六十首籖詩，其

卅六號籖卻與《天福宮佛祖兒科三六》為同一藥方。而《台南大觀音亭藥籖》與

北極殿藥籖一樣不分科，籖數同為六十首，籖方卻不同，以「大人全服、小兒半

服」作為成人和幼兒劑量的差異。而東港東隆宮與東港朝龍宮（媽祖廟）的藥籤

是一樣的。但朝隆宮僅有藥籤筒，沒有紙本藥籤。所以，信眾求籤後，向當地中

藥店告知是哪支籤，即可配得藥方。訪問附近中藥店，說東港這兩間廟宇藥籤配

方都是一樣。 

 

在形態上，上述藥籤有「相同醫藥神相同籤方」、「相同醫藥神不同籤方」、「不

同醫藥神相同籤方」等不同型態。以同是祭祀保生大帝的《台南學甲慈濟宮藥籖》

和《台南祀典興濟宮藥籖》做為比對，兩者內容幾乎一樣，可見出自同一系統。

就地緣關係，同在台南的《台南祀典興濟宮藥籖》和《台南清水寺藥籖》雖前者

主祀保生大帝，後者主祀觀音，兩者籖文相似，可見不同醫藥神，卻可能為相同

籤方。而比對《台北大龍峒保安宮》藥籖，無論形式還是內容皆有所不同，可見

即使主祀神相同，卻也可能擁有不同的藥籖類型。臺北保安宮籤方之所以別於其

他保生大帝系統廟宇之藥籤，〈臺灣廟宇藥籤之中醫文獻初探〉有以下的探討： 

根據田野訪談時保安宮廟方表示，藥籤曾於日治時期做過修改。根據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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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黃玉階為當代著名中醫師，是時淡北一帶霍亂蔓延，死亡相繼，黃

玉階慎選良方，精配丸散，到各莊診治，治癒八百餘人，並撰《療養新方》

一卷，闡述防治風土疫癘之法。乙末（西元 1895 年）割臺之初，臺北地

區霍亂復熾，鼠疫（黑死病）、斑痧症相繼發生，乃奮不顧身，奔走鄉間，

施醫濟藥，治人無數，並著《霍亂吊腳痧醫書》、《疙瘩瘟治法新編》等書，

遍贈全臺。是時戰爭與地震頻傳，管理人之一的黃玉階中醫師與三堡仕紳，

發起募款重修興工。以其藥籤第 25 首為例，不同於其他保生大帝系統廟

宇藥籤，以石膏、甘草、知母、人參、梗米入方，乃源自張仲景《傷寒論》

之白虎加人參湯，治療陽明胃中邪熱。保安宮鄰近臺灣中藥集散與中醫師

聚集的迪化街，黃玉階醫師是否與保安宮藥籤修改有關，史料缺乏直接證

據，卻是極具可能性的推測。65 

可見藥籖內容的變化，與廟宇的信仰傳承、藥籖的傳抄或印製之精確乃至醫藥人

士的參與相關。諮詢台南北極殿廟方人員，對方也表示廟方為了克服藥籖舊印刷

板子磨損漏字的問題，在另製新版時，曾因地制宜、參考專業醫師的經驗作出修

正，故同一廟宇也有新舊藥籖的版本差異。 

 

中國學者范正義於《保生大帝信仰與閩台社會》一書，有這樣的記錄： 

早在 1989 年（台灣保生大帝廟宇）聯誼會的成立大會上，與會的台灣中

國醫學院藥學研究所的邱年永教授就已指出統一祀宮廟藥籖的必要性。邱

氏認為，現在台灣保生大帝的藥籖，皆由福建傳入，但種類很多，中藥及

民間偏方混淆，且分類未統一，極需要加以整理，希望各廟宇將現有之藥

籖寄交學甲慈濟宮轉交本人，他願意負起整理的工作。1992 年 1月，（台

灣保生大帝廟宇）聯誼會正式決定由該會顧問邱年永編輯保生大帝藥籖，

完成后分寄各會員宮廟。1993年 3月，聯誼會召開的第一屆第五次委員，

監察人聯席會議上，決定就學甲慈濟宮使用的靈籤，廣為印刷後寄贈各會

員宮廟。66 

由此可見，台灣流傳的《保生大帝》藥籖，或許深受「規範」後的籖方所制約而

內容雷同。筆者另有搜得鸞堂藥籖，內容只有勸善教化的籖詩，沒有處方，故又

稱為「空籖」，只是不在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內，故略去不提。然而，正如台灣學

者丁煌在〈台南舊廟運籖的初步研究〉所述：「廟與另一廟的關係，有其特殊歷

史淵源，往往是不能以現在的行政區劃格局來作研究的。」67，此次蒐集的藥籖

雖多來自台灣南部地區擁有百年歷史的古老廟宇，就地緣和時間的角度，應當得

以更深層地闡發藥籖之間的聯繫，只是這還有待蒐集更多的藥籖作完整的考察。 

 

                                                      
65
 顏美智、蘇奕彰：〈臺灣廟宇藥籤之中醫文獻初探〉，《中醫藥雜誌》，2014 年，頁 275-293。 

66
 范正義：《保生大帝信仰與閩台社會》，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372。 

67
 丁煌：〈台南舊廟運籖的初步研究〉，收入李豐楙、朱榮貴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

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 年，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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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新加坡天福宮僅存的《佛祖大人八十五》藥籖，和文中其他所見的籖詩一樣，

以寺廟名稱、奉祀神明為藥籖名號。參照各地藥籖，籤方內容與《青雲亭觀音神

方》、《臺灣保生大帝藥籤》相似，然而各地廟宇藥籤的科別、數量、型態等內容

多樣，籤方形成並無明顯系統，若將藥籖來源以主祀神明分類以追索藥籤來源，

難有定論。和台灣藥籖所面臨的情況不同的是，台灣因政府明令禁止廟宇提供藥

籖服務，有些廟宇已不再設置藥籖，68天福宮雖沒有禁令的威脅，卻因西化主流

醫學與西方宗教對華人民間信仰的衝擊，隨著時代的變化和新加坡社會的轉型，

藥籖自然消亡。69而福建會館與天福宮屢次的修葺工作，也加速了藥籖的消逝。

然而透過新馬、台灣各地藥籖的比照，可得知藥籖並非新加坡當地獨有的文化， 

其傳播與民間信仰和移民源流緊密相關。藥籖因而以其頑強的生命力，蟄伏於民

間，透過交流，或許可再度迴流當地廟宇，供信眾占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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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戚常卉教授發言記錄 

這邊有幾點可能要請彩韻說明： 

一、在比較大人科跟小兒科的藥籤的時候，有的廟有出現、有的廟沒有，這可能

會引起困惑：如果小兒科相近，大人科是否就一定會相近？結論會讓人質疑，因

為比較的基礎不一樣，結論會有邏輯上的問題。 

二、論文中選擇藥籤的這些廟宇是如何選出來的？清代時台灣的開發其實是以祖

籍地的地緣關係形成的，跟金門血緣關係所形成的社會不一樣，那麼這些廟宇是

不是其實是早期漳泉人所聚居的地區，是不是要從地緣上去考慮怎麼去抽這些廟

宇去做比較。還有，不是所有的廟都有藥籤，有藥籤的廟不多，可能後面再看是

不是要從漳泉地區裏去抽檢一些老廟。還有時間的因素，這些廟是甚麼時期建立

的，也就是在台灣光復之前漳泉人聚居地區的人所建立的廟中，找一些藥籤出來

做比對的話，比較的基礎會更扎實一些。 

三、哪些廟會有藥籤，是不是有一個邏輯。目前從論文中挑選的廟裡好像看不出

來，能讓我去理解哪些廟會有或沒有藥籤，因為論文挑選的廟裏有土地公廟也有

保生大帝廟，還有王爺系統的廟，那麼是不是可以整理出來某一些廟、某一些特

定的神——不一定說祂是醫藥神——可是它們也許是因為所在地的關係，可能會

特別有藥籤的需求，這就要將其擺到歷史的脈絡裏去看，藥籤的出現是不是跟歷

史有關系，還有就是跟地緣有關系——就是漳泉地區，它們的知識系統，也就是

藥籤的系統可能會比較清楚。 

四、青雲亭到恆山亭的時候它設立了大伯宮，既然是橫山亭裏面設立的，那橫山

亭又跟青雲亭有密切關係的話，那它籤詩的系統是不是會跟青雲亭非常的近似，

說不定在那邊可以找到的藥籤不只一張，可能會看到更多東西。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本文自一張失而復得的籤詩開始，展開籤詩背後的宮廟、移民歷史，信眾的

信仰的探討，並與其他宮廟的籤詩作比對，說明本籤詩的體系歸屬，選題能由小

見大，係屬佳作。唯作者未能考慮到讀者與自身之間的背景知識落差，而往往未

能充份交待其思路的脈絡，致使讀者閱讀理解時偶見障礙，是美中不足之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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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針對本文可改進之處，提出建議。 

本文論述主體天福宮，作者一直要到第三頁才點出本廟主祀神明為天上聖母。

另一同樣重要的機構「青雲亭」，作者也從未交待這是官署、會館或是廟宇，一

直要到第五頁，讀者才得知青雲亭是主祀觀音大士的廟宇。 

作者應在文中簡單交待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的關係，特別是新加坡要到 1965

年才建國，文中所謂「十九世紀上半葉新加坡華人社會」，實有誤導讀者十九世

紀上半葉已有新加坡存在的可能。 

日本醫師吉元昭治的《台灣寺廟藥籤研究》為何會收入天福宮的藥籤，應再

作說明。 

第九頁整頁及第十頁第一段全部引用「荊防敗毒散」的藥方內容，實無必要。

因本文討論的是藥籤的正史，並非藥籤的藥理功能。 

第十一頁，有人提問是否保生大帝在新加坡也可稱為「佛祖」？作者本身不

但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還接著談「觀音堂佛祖第廿一籤」的字樣，可為佐證。

令讀者不明所以，不知道作者要佐證的是哪一點？ 

在談論藥籤體系的時候，作者應針對籤系的定義加以說明。比如保生大帝籤

系究竟指的是有一套保生大帝藥籤，各地內容都差不多，或是凡保生大帝廟的藥

籤，不論內容均屬同一籤系。 

在羅列所收集的藥籤後，作者指出這些藥籤依內容可分為兩大類，卻未說明

如何分類，兩大類各是何類，而僅出其中哪些寺廟藥籤屬於同一系統。是何系統

也未加說明。讀者讀至此處實有一頭霧水之感。 

以上幾點，或為作者寫作匆促而有疏漏。倘能將全文理路再作梳理，則本文的脈

絡將更清晰，論點也能更具說服力。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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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蒼南地區閩南語族群的道士源流與儀式初探 

 

林振源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潘君亮 

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講師 

 

 

摘要 

 

    浙江溫州的閩南移民大多集中在平陽與蒼南二縣。本文主要藉由實地調查研

究，通過對當地流傳閩南語的正一派道士譜系、道壇源流與儀式傳統進行初步考

察與分析比較，嘗試說明蒼南道教與閩南原鄉道教傳統之間的淵源與聯繫。我們

發現，蒼南當地道士的原籍主要都來自閩南泉州的安溪、德化、永春與南安等地。

通過儀式比較研究，我們發現蒼南正一派不僅延生類科儀與閩南地區有所聯繫外，

「三元法」的流傳同樣可以佐證蒼南閩南語族群道士與閩南原鄉之間的道法淵

源。 

 

 

關鍵詞：蒼南、閩南、道士、正一派、三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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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溫州在歷史上經歷過多次的閩南移民潮，閩南移民大多集中在平陽與蒼南二

縣。這些閩南移民既能融入在地社會文化，也能保有閩南原鄉的語言與文化傳統。

特別引起我們關注的是當地流傳閩南語的道教傳統，道士祖籍據傳大多源自泉州

的安溪、德化與永春。因此，本文擬藉由實地調查研究，考察蒼南閩南語族群的

道士與儀式，通過道士譜系、道壇源流與儀式傳統的分析比較，試著說明蒼南道

教傳統與閩南文化、當地文化的聯繫與互動。 

    勞格文、呂錘寬的研究最早指出蒼南道教傳統與閩南地區的聯繫。他們在論

文中曾提及一位梁姓道士的「先祖於四百多年前由閩南移入平陽」，可惜「未及

覽閱」他的家譜。70所幸，徐宏圖、薛成火的研究在相隔十多年後彌補了這個缺

憾。他們考察了梁姓道士的宗譜記載，發現其原籍是泉州安溪，於明萬曆年間移

居蒼南，傳承道士十二代。71除了上述成果外，蒼南道教與閩南地區的源流研究

基本上仍未進一步開展。我們想了解，究竟蒼南閩南族群的道壇源流與現狀為何？

幾個祖傳道士家族與閩南地區有何聯繫？也是本文考察道士源流的主要方向。 

    相對於道士源流的研究稍顯不足，蒼南道教儀式部份的研究則有豐富的成果。

首先依然是勞格文與呂錘寬的研究，他們在道教儀式史的語境中考察蒼南道教儀

式，試圖從當代蒼南道教傳統中挖掘出《靈寶領教濟度金書》與水南派的痕跡。

主要通過當代科儀的細緻描述，並與古代儀式文獻或當代相關地區的儀式傳統進

行聯結比較，總結指出當地的度亡儀式大致仍承襲《靈寶領教濟度金書》的傳統，

延生醮科則與閩南地區的同類型科儀存在不少共通性。其中在科儀唱腔部份還保

有道士稱之為「廈南調」的閩南傳統。72徐宏圖與薛成火則在前述研究基礎上，

完成了有關蒼南正一普度道場的專著。他們用更詳盡的篇幅描述一場三天普度道

場的個案，包括準備、壇場佈置、主法道士、科目流程、科儀內容與相關文檢等

細節。73此外，他們也利用同樣的方法描述當地一場閭山法師的度關儀式，以及

在「三元大齋九皇大醮」中的「皇君落場」科儀。74
 

    上述研究成果除了有助於我們更微觀的認識蒼南道教儀式，也為我們進行儀

式補充調查提供更明確的方向與可能。因此，我們如何能通過儀式的歷史淵源與

                                                      
70

 John Lagerwey, Lü Chui-kuan,“Le taoisme du district de Cangnan, Zhejia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Vol. 79, No. 79-1(1992), pp. 19-55. 勞格文、呂錘寬，〈浙江省蒼南地

區的道教文化〉，《東方宗教研究》新 3 期（1993），頁 171-199。 

71 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縣正一普度科範》（香港：天馬出版社，2005），頁 57。 

72
 John Lagerwey, Lü Chui-kuan,“Le taoisme du district de Cangnan, Zhejiang”, pp. 19-55. 勞格文、

呂錘寬，〈浙江省蒼南地區的道教文化〉，頁 171-199。 

73
 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縣正一普度科範》。 

74
 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道教閭山派度關儀式〉，《民俗曲藝》125（2000），頁 2-98；

〈浙江省蒼南縣道教閭山派皇君落場科儀〉，《民俗曲藝》132（2002），頁 138-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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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研究，進一步佐證蒼南道教與閩南地區的聯繫？這也是本文儀式初探部分想

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二、地理歷史背景 

 

    蒼南位於浙江省東南隅，東與東南瀕臨東海，西南毗連福建省福鼎縣，西鄰

泰順縣，北與平陽、文成兩縣接壤。蒼南東與東北部為兩大片水網平原，即江南、

南港平原。東南有馬站平原。西北部、西部、南部大都是高山與丘陵，丘陵與緩

坡地大多開發為旱地。丘間低地或丘麓有水源處則多為水田。陸地總面積為

1261.08 平方公里，海岸線長 168.88 公里。島嶼 84 個。鰲江水系貫穿腹地，有

橫陽支江、滬山內河、靈溪塘河、藻溪以及江南諸河道。在馬站、赤溪、礬山等

區還有數條河道、溪流注入東海。 

    蒼南原屬平陽縣，1981 年才單獨建縣。現轄靈溪、龍港、宜山、金鄉、馬

站、礬山、橋墩、錢庫、赤溪、藻溪、湖前、靈江、蘆浦、莒溪、舥艚、望里、

觀美、炎亭、大漁、霞關，滬山、鳳池、浦亭、江山、平等、騰垟、雲巖、仙居、

新安、瀆浦、括山、五鳳、石砰、龍沙、南宋、昌禪、中墩、漁寮、蒲城、沿浦、

鳳陽、岱嶺等鄉鎮，縣治位於靈溪鎮。2010 年的人口總數為 118.46 萬，其中包

括約 1.6 萬的畬族人口。75
 

    本文關注的閩南移民主要居住在靈溪、橋墩、礬山、馬站、藻溪與赤溪，是

全縣分佈最廣、人口最多的族群。族群的分佈與文化的流通往往也不以行政區劃

為限。如蒼南的閩南語族群與福建福鼎的前歧，以及泰順的彭溪、月湖等鄉鎮的

閩南語族群交往很多，所以實際調查範圍有時也會涉及這些地方。根據林順道的

研究，歷史上福建移民入溫的高潮有兩次：唐、五代以閩東移民為主；明、清以

閩南移民為主。76也有一種看法指出：康雍乾嘉四朝是閩南族群大量遷入溫州的

時期。77來自閩南地區的道壇與道士家族，目前大多分布在靈溪、橋墩、南宋、

馬站、礬山與福鼎的前歧。 

    蒼南道教的興盛始於元代，以林靈真（1239-1302）的水南派為代表。根據

平陽縣志記載：「林昇真，仁樂之孫，能神游上清，知人禍福，禱雨陽輒應。年

八十余一，冠裳端坐而化。以其教授虛一，虛一傳水南。故蓀水有道鄉之稱。」
78林靈真，諱偉夫，字君昭，法諱靈真。世為溫之平陽林坳人。因累舉不第，於

是棄儒從道，捨宅為觀，榜其門曰水南福地，從師虛一先生林公以及東華先生薛

熙真學道。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1316），慕其道法之高，與其論道並委之為

溫州路玄學講師，繼升為本路道錄。林靈真也通覽三洞領教諸科，以及歷代祖師

                                                      
75《蒼南縣志》，蒼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頁 1-3；720-722。 

76
 林順道，〈摩尼教傳入溫州考〉，《世界宗教研究》（2007，第 1 期），頁 130-131。 

77
 林亦修，溫州族群與區域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2009），頁 364。 

78
 《平陽縣志》，明 朱東光原修，萬民華補遺，清 石金和等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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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著之內文秘典。為了準繩正一之教法，將其編輯成《濟度之書》十卷，《符章

奧旨》二卷。並獲得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1344）的賞識，命人將其著述刻

板印刷，以永流傳，且授其為「靈寶通玄弘教法師教門高士住持溫州路天清觀事」。

此後，跟隨林靈真學道者眾，盛名遠播，巍然成為一派宗師： 

 

先代教主真人企其高、渴其道、命駕速。公甚敬，扣以真機玄奧，歷歷以

對。真人喜溢于容，曰：永嘉有此高人哉。乃檄公為溫州路玄學講師，繼

陞本路道錄……禮謁當代教主真人，情懀語契，凡所譔集，遂徹慈覽，喜

命掌箋記者錄藏之，並命鋟梓，以永流傳。且授以靈寶通玄弘教法師教門

高士住持溫州路天清觀事」，裨歸老焉。凡弟子受道於公之門者，在州里不

下百余人。在方外則天師門下高閑董公宗師，堂下閑閑吳公，金華謝公，

括蒼兩峰周公，武林槃隱王公，吳門靜境周公，派孫有……此玄門之表表

尤著者。其從遊叅妙，肩摩踵接，未可一一記之，亦可謂一時授受之盛。79
 

     

    林靈真的水南傳統直到明代仍有影響。洪熙元年（1425），水南第十八代嗣

師林仕貞應召赴京師修薦揚大齋，并受明仁宗嘉獎。從宋到明，蒼南的知名道士

還有鄭洞真、吳沖真、劉修真、林任真、賈復真、顧泰真等。80這些人的道號第

二個字都是用「真」，很有可能也是傳自林靈真一脈的道統。 

    清中後期，全真龍門派興起，以黃巖委羽山大有宮向溫州擴張，蒼南也深受

影響。龍門派第十九代林圓丹、薛圓順來蒼南傳教，分棲於雲臺山和望州山。林

圓丹傳吳明善、蔡明金，吳明善傳方至通、林至今、林至廣，方至通授徒多至

18 人。薛圓順傳薛明德，薛明德傳吳至榮、石至鶴，石至鶴授徒 21 人。吳至榮

傳王理湘，王理湘授徒 73 人，其中蒼南境內即占 70 人。民國 21 年（1932）統

計，平陽縣全真派道士 702 人（乾道 581 人，坤道 121 人）。81
 

    根據當地道士估計，目前蒼南道士總數已達到 1000 多人。他們除了在本地

發展，同時也被鄰近的平陽、洞頭、福鼎等地的居民請去做法事。特別在同為閩

南移民占人口多數的洞頭，蒼南道士承攬了很大一部分的儀式。蒼南道教的興盛

不但與其深厚的歷史積淀有關，而且與地方經濟緊緊相連。自從經濟改革之初，

蒼南的商品經濟與家庭手工業中就相當活躍。經過三十年的發展，蒼南積累了豐

厚的民間資本，民營經濟得到了快速成長。民營企業涉足包裝印刷、塑編、紡織、

商務禮品、食品加工、儀器儀錶等產業。另外，蒼南當地的礦產，如礬山的礬石

的豐富儲藏量也帶動了工業的發展。82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一部分蒼南人更

是到外地投資建廠，包括投資山西的煤礦，而他們經濟收益也回饋蒼南本地。在

                                                      
79

 寧全真（1101-1181）授、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錄》（DZ 466, 8a-9a.） 

80
 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縣正一普度科範》，頁 10-14。 

81
 《蒼南縣志》，頁 686。 

82
 《蒼南縣志》，蒼南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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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蒼南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當地道教發展最快速的階段，民間醮事激增，

一些中年甚至青年男性也開始做壽誔。83而針對企業的發財醮、保安醮更是需求

不斷，道士幾乎全年無休。道教的興旺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年青人加入這一行業，

在我們采訪到的幾位並無家學淵源的年青道士都是在這一時期拜師學藝的，蒼南

道士人數一時達到頂峰。醮事的激增帶動相關行業的興旺，也就是在這一時期蒼

南城關的「醮事用品店」開始遍地開花，在某些地段更形成「醮事用品店一條街」。

2009 年山西當地政府對小煤礦進行併購，之後溫州更是爆發信貸危機，蒼南經

濟自此開始走下坡路。根據蒼南道士的說法，因當地企業以及個人經濟能力下降，

近幾年道士的法事明顯減少，一些年青道士也就另謀出路，轉做其他行業。 

 

三、地方儀式分類 

 

    蒼南道教主要包括正一派、閭山派、全真龍門派與圓通教。正一道士俗稱「師

公」，紅、白事都做，儀式做法較文。閭山法師俗稱「紅師」，顧名思義只做紅事、

不做白事，儀式做法較武。但紅師後來也開始學習正一科儀。因為他們認為正一

科儀相對於閭山法而言，不僅更為輕鬆，業務量也更多。因此，很多紅師目前都

身兼正一、閭山二種身分。目前維持專做紅事的閭山法師在蒼南已日漸式微，毗

鄰蒼南的福鼎前歧是閭山法師相對集中的地方。84師公與紅師的基本差異可以概

括如下：師公/紅白都做/正一靈寶/張天師/文教/和煞；紅師/只做紅事/閭山三奶/

奶娘（陳靖姑）/武場/斬煞。 

    根據 1990 年的統計，全真龍門派的道士在全縣共有 245 人。85這些出家道

士一般居住在宮觀當中，茹素，平日接受微薄的香火供養，主要以誦經拜懺為業。     

    圓通教以操持度亡儀式為主。86正一道士認為圓通教偷學了道教的東西，而

且只會念有限的幾本經懺而已，所以對他們多持輕視的態度。有些道士甚至直呼

他們為白蓮教。根據圓通教的請聖科儀：「先天無生老母、燃燈古佛、元始天尊、

王母娘娘、至聖大成文宣王先師、釋迦牟尼文佛、道祖太上老君、往古來今無量

仙師、後天老母觀世音菩薩、龍華教主彌勒尊佛、鴻鈞老祖、羅祖普因無為宗師、

殷祖普能太上聖師、姚祖普善無極聖師、本師無為天尊元昊聖祖、四世臨凡九龍

香火天宗、白陽曆代祖師」等，確實頗為符合明末以來救世團體的特徵。就族群

                                                      
83

 林亦修，〈蒼南縣江南垟民間信仰調查系列報告〉，載連曉鳴、龐學銓主編《漢學研究與中

國社會科學的推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頁 938。 

84
 當地另有一種從事喪儀為主的民間佛教傳統，稱為「本地道」或「道代」。類似台灣的釋教

與閩南、粵東的香花僧。參見林振源，〈福建詔安的香花僧〉，載譚偉倫主編《民間佛教研究》

（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29-165。 

85
 《蒼南縣志》，頁 687。 

86
 圓通教應該就是勞格文、呂錘寬所指的「專做功德法事的道士」。參見勞格文、呂錘寬，〈浙

江省蒼南地區的道教文化〉，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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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而言，圓通教的儀式主要都用溫州話，與正一派用閩南語有明顯區隔。87
 

    佛教方面包括出家的比丘、比丘尼，還有齋公、齋婆。根據 1990 年的統計

顯示，全縣有寺庵 123 所，僧尼近 300 人。除了道、佛二教之外，蒼南的靈媒也

相當活躍。以男性為主的稱為「僮子」，主要從事扶乩降神辦事的陽事；女性則

稱為「靈姑僮」，主要從事「觀落陰」一類的陰事。此外，蒼南還有少數的修譜

先生與陰陽、地理先生，他們除了看風水之外，有時也在喪儀中擔任類似「禮生」

的工作。 

 

四、道壇源流與道士譜系 

 

    蒼南師公主要有三大流派：渡龍派、巖山派、鳳山派。因為現在三大派道士

交流頻繁，已經看不出明顯的儀式差別，所以無法判斷三派原先是否代表三種不

同的儀式源流。三大流派都以祖壇所在地名為號。鳳山派在最後一位傳人楊立綢

（奏名德全，正一玄妙壇，龍港鎮雲巖社區）過世後，壇下已無人繼承。他的女

兒嫁給當代蒼南的著名道士梁月生（1946–2015），就是前文提到萬歷年間自安溪

移居蒼南、祖傳 12 代的梁姓道士家族。梁氏於蒼南靈溪鎮巖頭村開基、傳道，

俗稱巖頭派或巖山派，梁月生在科書上也題署巖峰道院，道壇目前由其子梁小鵬

（1978–）繼承。 

 

（一）渡龍派與蘇氏玉真祖壇 

 

    渡龍派是目前蒼南師公傳衍最多的流派，但從前人研究中並未發現相關討論，

因此本文在道壇源流部份將以渡龍派為考察重心。根據蒼南道士口耳相傳，此派

最早的兩位祖師是蘇道興與蘇道顯。當地有個傳統，著名道士在過世後會被記載

在儀式抄本中，成為「功曹」。根據南宋玉真祖壇《賞軍科》的記載：「玉真祖壇

蘇道興、蘇道顯功曹，蘇正真、蘇玄文功曹、蘇法貫、蘇法榮功曹，蘇顯真、蘇

顯揚功曹，蘇達三、蘇功章、蘇光元功曹師父。」蘇道興、蘇道顯確實是位於最

前面的兩位功曹。徐宏圖、薛成火有關閭山度關儀式的記錄中，蘇道興、蘇道顯

                                                      
87

 蒼南正一派「師公」與圓通教「道士」的區分可以與平陽的道教情況進行比較。平陽講閩南

話的叫師公，講本地話（即溫州話）的稱道士。前者兼做紅白法事，後者只做白事。2005 年白

洪祉采訪當地師公世家的七十多歲的師公陳孟育時，陳孟育講了一個他從父親那裡聽到的一個故

事：他表示當地道士又稱「玉堂派」，其祖師從小跟一位老和尚學識字誦經，幫老和尚抄寫文書

及做超度法事，成為遠近聞名的在家「和尚」。在老和尚過世之後，他就自創「玉堂派」。這些

「玉堂派」的道士沒有奏籙，沒有科書，做道場只是誦經而已。這些描述與蒼南的圓通教道士看

來十分類似。參見白洪祉，〈平陽縣騰蛟忠訓廟傳統醮會與普度〉，載徐宏圖、康豹《平陽縣蒼

南縣傳統民俗文化研究》，頁 257；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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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也名列法師啟請的陽平法祖功曹之首位。88此外，觀美王氏會真壇的《豎旙

妙科》中也提到與玉真祖壇的聯繫：「宣統二年庚戌歲花月上浣 書係是玉真壇蘇

雲卿先生傳來 會真壇末學王樹棣沐筆」，說明王氏會真壇與蘇氏玉真壇的傳承關

係。蘇道興、蘇道顯也出現在王氏的陽平法祖功曹中。 

    位於南宋的玉真祖壇是我們這次調查發現歷史最悠久的道壇。壇主蘇傳書

（1985–），奏名步軒，籙職為「太上正一盟威經籙九天金闕資政大夫清微布政使」。

根據蘇傳書的說法，蘇道興與蘇道顯應該是其第二世祖。蘇道顯的後人迄今也一

直住在渡龍河邊，但現已不做道士。蘇傳書還保存一本抄錄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

的《蘇氏宗譜》。根據這本宗譜的記載，蘇氏在蒼南橋墩的開基祖蘇賓岐，奏名

法福，生於萬歷三十五年（1607）、終於順治六年（1649），「原住泉州南邑廿四

五都西堡，徙居溫州平邑三十六都橋墩新村蓋宅住居。」通過以上資料我們可以

確認，蘇家的原籍來自泉州南安，而且生於明萬曆年間在蒼南開基的第一代祖先

已經是道士。 

    至於蘇家在南安是否也是祖傳道士？我們有必要進一步考察《蘇氏宗譜》的

記載。首先，蘇氏入閩開基的年代大約始於唐僖宗廣明年間（880-881），一開始

是居住在泉州同安，傳衍「同安葫蘆山世系」，幾代人都明確的記載葬於同安境

內。到了宋代，蘇結（1023-1100）遷居清溪（今安溪），傳衍「安溪衡陽世系」。

他的六世孫蘇以環在元至正十五年（1355）移居永春，九世孫蘇仙養（生卒年不

詳）移居南安，傳衍「安溪移南安十二都蓬島世系」。蘇賓歧是蘇結的十二世孫，

屬於蘇仙養所傳的南安世系。我們發現蘇家在閩南地區的發展脈絡，涵蓋同安、

安溪、永春與南安。但是在蘇賓歧移居蒼南之前，蘇家的祖先都沒有記錄道士的

奏名，因此可以推測蘇家在閩南地區可能還不是道士。具體情況則有待日後在閩

南進一步調查。 

    蘇賓歧在蒼南開基的支派被稱為「平陽縣橋斗門世系」。宗譜記載到了第三

世（安溪衡陽世系第十四世）時，長子蘇耀爵（1650-1703）原住橋墩新村，次

子蘇耀侃（1644-1722）移居宋洋大厝（今南宋）。89《賞軍科》中所記載的功曹，

有幾位在這份宗譜資料的奏名中也可以找到。其中，蘇玄文就是第三世的蘇耀爵。

蘇法貫是第四世的蘇世錦（1676-1737），蘇耀侃的長子。蘇顯真是第六世的蘇志

永（1755-1814），他也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靈寶延生閱籙醮科》的抄錄者，

落款題署：「乾隆五十九年歲次甲寅桂月穀旦 末學道子蘇顯真依古科重集 內中

恐有差悞 名師請校」。蘇顯揚則是第六世的蘇志徐（1758-1833）。90參照以下簡

                                                      
88

 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道教閭山派度關儀式〉，頁 14-15。 

89
 我們發現這裡有個明顯的錯誤，就是弟弟的出生年竟早於哥哥。因為哥哥出生於順治七年

（1650），我們推測有可能是抄錄者誤將順治「九」年（1652）寫為順治「元」年（1644）。 

90
 在《賞軍科》中，接在蘇法貫之後的蘇法「榮」，我們推測很有可能是第五世的蘇世豪（1720-1782），

奏名法「靈」。因為從第三世開始到第六世，都依照南宋分支的譜系，單獨跳過第五世並不合理。

而且榮跟靈的閩南語發音很接近，很有可能是其中一個抄本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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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有助於我們理解渡龍派蘇氏玉真祖壇的傳承譜系：91
 

 

世代 房派 姓名 奏名 生存年代  備注 

1  蘇賓歧 法福 1607-1649  

2  蘇朝聘 復興 1619-1694 《賞軍科》（蘇道興？） 

3 橋墩 蘇耀爵 玄文 1650-1703 《賞軍科》 

南宋 蘇耀侃 無 1644-1722  

4 橋墩 蘇世昌 正法 1689-1765  

南宋 蘇世錦 法貫 1676-1737 《賞軍科》 

5 橋墩 蘇士英 聖真 1716-1778  

蘇士長 聖宗 1730-1792  

南宋 蘇士豪 法靈 1720-1782 《賞軍科》（蘇法榮？） 

蘇士俊 聖顯 1731-1797  

6 橋墩 蘇志鏗 法貞 1739-1811  

蘇志銳 法顯 1766-1795  

南宋 蘇志永 顯真 1755-1814 《賞軍科》、《靈寶延生閱籙醮科》 

蘇志徐 顯揚 1758-1833 《賞軍科》 

7 橋墩 蘇子煖 聯魁 1778-1843  

南宋 蘇子然 萬春   ? - 1821  

蘇子良 榮春   ?  

 

（二）馬站徐氏合元壇 

 

    位於馬站的徐氏合元壇，原籍是福建泉州德化。根據《徐氏宗譜》的記載，

徐家的第一個道士是第三世的徐廣元（1640-1703），奏名法顯，約於清康熙三十

年（1691）攜三子到蒼南開基。目前已傳到第十四世徐賢士（1976-），奏名玄卿。

根據徐賢士提供的功曹名單與《徐氏宗譜》對照，我們發現徐家的傳承譜系也跟

蘇家一樣有系統： 

 

世代 房派 姓名 奏名92
 生存年代  備注 

3  徐廣元 法顯 1640-1703  

4 天房 徐琪璋 玄成 1665-1718  

                                                      
91

 除了南宋開基祖蘇耀侃，這個簡表主要記錄有奏名的道士。《蘇氏宗譜》記載到蒼南第八世，

可惜最後幾頁已經破損不易辨認，但可以確定南宋第八世仍有人繼承道業，如「蘇子良的次子，

蘇文□，奏名德輝」。此外，有些晚於抄錄年代的生卒年資料明顯是由後人增補。 

92
 絕大多數都是寫奏名，但也有寫籙名（揚春、演明）、職名（連清）、法名（演妙、連科）。

無法證實是否帶有特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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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房 徐憲璋 無 1674-1749  

人房 徐德璋 玄茂 1678-1732
93

  

5 天房 徐天錄 正道 1695-1759  

地房 徐天從 正真 1720-1791  

6 天房 徐承珍 聖通 1727-1784
94

  

地房 徐承榜 承宗 1764-1810  

地房 徐承萬 承祖 1744-1821  

7 天房 徐相雲 萬春 1766-1834  

地房 徐相海 長春 1773-1820  

地房 徐相瀛 三春 1781-1833  

地房 徐相托 揚春 1798-1854  

地房 徐相海 顯□ 1784-1851  

8 天房 徐式鐮 演江 1797-1861  

天房 徐式鰲 演揚 1811-1857  

地房 徐式配 演妙 1803-1867  

地房 徐式澎 演華 1814-1880  

地房 徐式圓 演斌 1823-1867  

地房 徐仲繼 演明 1816-1866  

9 地房 徐汝坤 連登 1852-1904  

地房 徐汝錦 連科 1857-1893  

地房 徐汝盼 連清 1847-1887  

10 地房 徐順樑 敬宗 1882-1968  

11 地房 徐官煇 三山 1904-1952  

地房 徐官煌 輔正 1907-1986  

12 地房 徐定淵 泉元 1934- ?  

13 地房 徐啟明 曙光 1951-  

14 地房 徐賢士 玄卿 1976-  

 

    值得注意的是徐廣元在移居蒼南之前，曾經先從德化遷到江西廣信府永豐縣

居住數載，才轉往蒼南。眾所周知，廣信府是正一道教祖庭龍虎山的所在地。可

能與此有關，徐家相當重視正一經籙，目前也還保存一套經籙。我們發現，蒼南

                                                      
93 宗譜記錄的出生年為康熙戊「子」（1708）可能有誤。因為他的父親卒於 1703，他的長子生

於 1717，且宗譜有載徐廣元於康熙三十年（1691）攜「三子」到蒼南開基。所以下限不應該晚

於 1691，根據他二位兄長的出生年估算，徐德璋最有可能的出生年代應是康熙戊「午」（1678）。 

94 宗譜記錄他的出生年為「康熙」丁未（1667），竟比他父親還早出生，無疑也是抄錄有誤。

徐承珍排行老三，他的二位兄長分別出生於 1720、1723，所以他最合理的出生年代應是「雍正」

丁未（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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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正一道士對於授籙、繳籙相關科儀都很重視。因此，從請籙、填籙、封籙、

授籙（奏籙、閱籙）、安籙，直到亡故後的繳籙等儀式流程與科書，在部份道壇

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存。95
 

     

五、儀式 

 

    蒼南正一派具代表性的儀式類型除了授籙、繳籙相關科儀，我們這次考察時

幸運看到的七天「靈寶大齋」延生道場與五天的「血湖大醮」度亡道場，也是相

當大型而且罕見的儀式類型。其中的《清微發遣》、《補職》等科儀，在當地都是

五天以上的大型齋醮才會出現的重要科目。根據勞格文、呂錘寬的調查，蒼南正

一派的儀式類型可以分為醮、拔亡場與普（譜）醮。徐宏圖、薛成火則稱為靈寶

延生、青玄度亡、半延生半度亡。延生（醮）、度亡（拔亡場）都比較容易理解，

第三種類型則是指普度、預修功德等冥陽兼顧的儀式。96由於前人研究的儀式類

型主要都是以三天的「普度道場」為基礎，仍未涉及七天「靈寶大齋」與五天「血

湖大醮」的相關資料。因此，本文在儀式部份擬先補充這二大類儀式的科目安排

與壇場布置等基本資料。 

 

（一）靈寶大齋科目97
 

 

第一天 

封齋、請地主、十方疏，發小鼓、取天德，請甘泉、告水簡，請寶璽、批榜關，

小發符，封齋表，大分燈、剖陰陽，啟師表、六幕燈，啟蓬廠、啟東尉，啟鄧通、

起謄籙，啟盤古表，啟香官表，請寶笈，三官經，借地表，大敕壇，安方表，楊

公杖，定更、安神 

 

第二天 

開更鼓，宣南斗，大補職，宣北斗，大發符、清微遣，安監，捲簾表，建壇表，

                                                      
95

 我們目前只蒐集了一部份的經籙資料，擬日後結合授籙、繳籙相關儀式的調查記錄，專文探

討。有關正一經籙與授籙儀式的最新研究，請參見謝聰輝，〈正一經籙初探：以台灣與南安所見

為主〉，《道教研究學報》5（2013），頁 143-189；〈泉州南安奏籙儀式初探：以洪瀨唐家為

主〉，載謝世維主編《經典道教與地方宗教》（台北：政大出版社，2014），頁 311-357。藍松

炎、呂鵬志，《江西省銅鼓縣棋坪鎮顯應雷壇道教科儀》（台北：新文豐，2014），頁 53-461。

劉仲宇，《道教授籙制度研究》（北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 

96
 John Lagerwey, Lü Chui-kuan,“Le taoisme du district de Cangnan, Zhejiang”, pp. 19-55. 勞格文、

呂錘寬，〈浙江省蒼南地區的道教文化〉，頁 171-199。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縣正一普

度科範》。 

97
 壇場請參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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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燈，太歲醮，上元表、中元表、下元表，百神燈，三官懺卷上，東嶽朝，開

鐘樓、開鼓樓，三官懺卷中，施幽，定更、安神 

 

第三天 

開更鼓，三官早朝、宣玉懺，龍王表、土地表，本宮表、南斗燈，二炁表、城隍

表，玉蒼表、東嶽醮，僊姑表、齊天表、白馬表，三官懺卷下，午朝表，五斗金

章經，陳府表，袁府表，楊府表，三官燈，五顯表，本觀表，真君表，天地懺上

五部，三官醮，晚朝表，拜寶塔，祭塔文，土地燈，施幽，定更、安神 

 

第四天 

開更鼓，鬱朝表，天地懺下五部，木公表、金母表，王母表、玄壇燈，東斗表、

西斗表，南斗表、北斗表，中斗表、楊府醮，麻姑表、彭祖表，天地表、小花供，

觀音懺、北斗燈，觀音表、日宮表，月府表、星真懺，神農表、后稷表，伏羲表、

玄帝表，羅朝表，三星會，虛皇懺，施幽，定更、安神 

 

第五天 

開更鼓，南北早朝，日月懺、文王表，九天懺、八卦表，僊姑燈、東嶽表，南嶽

表、西嶽表，北嶽表、中嶽表，五雷燈、釋迦表，水府表、解冤表，南北午朝、

雷祖懺，禮聖表、玄天表，大曜表、大曜燈，大解連、晚朝表，採茶果，三清懺，

施幽，定更、安神 

 

第六天 

開更鼓，延生早朝，黃庭經、薩祖表，魁星表、法祖表，甲子懺、普庵表，軒轅

表、玄女表，雷祖醮、文帝表，武帝表、彌勒表，文昌醮、午朝表，文昌懺、如

來表，皇君表、馬僊表，轉、納經朝，廿八宿燈，晚朝表，釣金錢，玄帝懺，施

幽，定更、安神 

 

第七天 

開更鼓，清晨禮、甘湯會，雷祖表、老君表，紫微表、朝真表，朝天懺、招財醮，

言功敕過表，大上醮、謝天恩，送聖駕，起監儀、收簾幕，謝地主，謝盤古，謝

師幕，謝香官，大普施，判明斛，送眾神，保太平 

 

（二）血湖大醮科目98
 

 

第一天 

請地主、請天德、大發鼓、請五龍、破水城、請寶璽、蓋寶印、啟師表、大分燈、

                                                      
98

 壇場請參見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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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東堂、啟盤古、六幕燈、啟香官、豎旙表、召幽魂、堅車藏、天師表、補職、

大敕壇、鎮六戊、召四靈、放路燈、定更鼓、安神 

 

第二天 

請寶經、安監、玉元遣、三部牒、度人經、三途燈、血湖冥官、血湖翻車藏、血

湖經上部、血湖十八典、表三路、大行持、召幽魂、血湖懺上部、牽車藏、血湖

九壘燈、血湖經中部、表三路、羅朝、血湖硤石燈、定更、安神 

 

第三天 

鬱朝、血湖五苦燈、血湖懺中部、牽車藏、表三路、度人燈、表三路、血湖五帝

燈、血湖皇君脫胎表、血湖午朝、血湖經下部、游十殿、度幽魂、血湖南昌表、

大煉度、晚朝表、開鐘鼓、血盆經、定更、安神 

 

第四天 

血湖早朝、表三路、血湖九獄燈、血湖八難燈、九幽懺、牽車藏、血湖五苦燈、

小花供、血湖告簡、血湖頒赦搶魂身、表三路、血湖懺下部、牽車藏、血湖五漏

燈、血湖十回燈、起靈、放焰口、超幽靈、定更、安神 

 

第五天 

禮祖師、進甘湯、地藏表、觀音表、大謄經、七星供、救苦懺、血湖謝車藏、上

懺、送駕回鸞、大普施、倒旙、謝無常、送神師、大吉利 

 

（三）三元法與閩南道教淵源 

 

    僅僅通過上述科目名稱，還不包括相應的科本、文書、繁複的科法與內秘功

訣等，我們已經初步認識到蒼南正一派的豐富儀式傳統。礙於客觀因素，我們暫

時沒有充分的時間與條件對這二大儀式類型進行更細緻的描述與分析。因此有關

齋、醮儀式的論述只能暫告一段落，留待日後專文探討。本文希望能先通過蒼南

道士的一些儀式特徵，佐證他們與閩南道教傳統間的聯繫。 

    勞格文與呂錘寬的研究已經指出，蒼南正一派的延生醮科與閩南的同類科儀

有不少共同性。他們主要通過蒼南、金門與台灣南部靈寶派的比較，發現三地的

朝科傳統基本相同。實際上，金門與台灣南部的傳統分別源自閩南廈門與泉州系

統的金籙齋儀。99
 

    我們這次則發現蒼南有一種特別的驅邪儀式類型，稱為「靈寶轉三元」。實

際上就是以前述靈寶齋醮科儀為基礎，另行增添一種稱為「三元法」的驅邪醫療

                                                      
99

 John Lagerwey, Lü Chui-kuan,“Le taoisme du district de Cangnan, Zhejiang”, pp. 19-55. 勞格文、

呂錘寬，〈浙江省蒼南地區的道教文化〉，頁 17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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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法事。科目名稱大致包括過關、過限、造錢、分錢、收魂、縛煞等法事，與當

地紅師的驅邪儀式名稱大同小異。靈寶與三元這二種儀式傳統的基本區別，我們

可以在平陽師公周宗霞的手抄本中找到說明，他指出：靈寶為「文」，三元為「武」；

靈寶「呈表」，三元「進表」；靈寶無角（不吹角），三元有角（吹角）；靈寶降御

向內，三元降御向外；靈寶入醮無八獻，三元入醮有十獻；靈寶「建壇」，三元

「造樓」；靈寶無召軍，三元有召軍；靈寶大普施，三元小普施。100
  

    蒼南正一道士（師公）所傳承的「三元法」與閭山法師（紅師）的「閭山三

奶法」，基本上也是二個同中有異的驅邪傳統。例如紅師的主神是臨水夫人（當

地稱為皇君夫人），因此紅師行三奶法時必需著裙；三元法則不用，儘管三元法

的抄本指出該傳統也出於閭山門下，但他們的主神則是法主公（張聖君）。蒼南

當地道士雖然大多已經不知道法主公的真實身分，但根據他們在自宅道壇上供奉

的法主公塑像，很顯然是流傳於閩南永春、德化、安溪一帶的張聖君（張公法主）。
101相較於源自福州系統的閭山三奶法，三元法的流行地區也正是閩南泉州的安溪、

永春、德化一帶，而這個地區正是蒼南正一道士的閩南原鄉。此外，張公法主的

信仰同樣也隨著泉州籍（主要是安溪）移民傳到台灣，我們也曾在原籍安溪的台

灣北部道士家中發現有關三元法的抄本。其中，蒼南正一道士在做齋醮的《敕壇》

科儀時，科書大多使用《靈寶敕壇》。然而，在做「靈寶轉三元」時，部份道壇

會使用一本《三元敕壇》的科書，內容與《靈寶敕壇》有明顯差異，但卻與台灣

北部安溪籍移民的「老君派」傳統更為接近。他們的驅邪儀式也是使用三元法。

通過法主公與三元法在蒼南、台灣與閩南的共通性，我們可以通過蒼南道士的儀

式特徵，進一步佐證他們與閩南原鄉的淵源。 

 

六、結語 

 

    通過對蒼南正一派道壇源流與道士譜系的初步考察，我們發現所有祖傳道壇

的原籍都來自閩南泉州的安溪、德化、永春與南安等地。最早的蘇家、徐家與梁

家都是明末遷到蒼南，傳承迄今都超過十二代。其中，徐家還曾在江西廣信府停

留過一段時間。通過儀式比較研究，我們發現蒼南正一派除了延生類科儀與閩南

地區有所聯繫外，三元法的流傳同樣可以佐證蒼南閩南族群的道士（師公）與原

鄉安溪、德化、永春的道法淵源。 

    通過蒼南正一派道士的儀式結構、抄本、神圖、壇場布置等幾個面向的初步

觀察，我們發現道士群體內部活躍的流動性使得各種不同道脈的溝通與交融成為

可能。有些道士，如蒼南道教協會副秘書長黃益齊，先後在不同的師門學藝，並

                                                      
100

 白洪祉，〈平陽縣騰蛟忠訓廟傳統醮會與普度〉，載徐宏圖、康豹《平陽縣蒼南縣傳統民俗

文化研究》，頁 257。 

101有關張聖君的研究請參葉明生編著，《閩台張聖君信仰文化》（福州：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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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所學進行整合。鳳山派楊氏與巖山派梁氏更是通過聯姻，使得兩派融合為一。

此外，蒼南道教的一大特色，來自於電腦與網路普及化，使當地道教逐漸「電子

化」。有些道士將祖傳或從其他道士借來的科儀本輸入電腦而變成「電子書」，而

這種電子書又促進了科儀本的流通。我們在當地一般「醮事用品商店」都能看到

成套的科儀本出售。而有一部份新興道士通常需要購買這些科儀本來增補自己的

儀式內容。然而，這些流通的科儀本通常不包括「秘訣本」。因為「秘訣」對道

士而言依然是最重要的資產，必然是秘藏而不宣的。 

我們也觀察到「官方道教」的標準化與地方道教的互動。如蒼南近代著名的

道士梁月生，文化知識水平高，是典型的儒生道士。梁氏家族本身就是祖傳道士

世家，梁月生去過龍虎山受籙回到蒼南後，就試圖將蒼南的本地傳統與龍虎山傳

統聯結，如使用「三山滴血派」的派詩為其弟子取道號。同時，他也將所藏科書

按照內容與功用進行整理分類。梁月生也精於繪畫，其所用壇場神圖大多都是親

筆所繪。可能由於去過龍虎山以及他的才能，梁月生在當地道士中相當於「卡里

斯馬（charisma）」氏的權威人物。因此，通過他重新整理的科書在蒼南正一派

道士中廣為流通、傳抄，他所繪的神圖也被當作範本並被進一步電子化。我們這

次在蒼南道場所見到的神圖，不少都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現代產品」。並且只

要在一般醮事用品店就可以購得。雖然這種複製品絕對稱不上精緻，但卻反映出

一個去過龍虎山的本地道士，在地方道教標準化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我們也發現當代蒼南的醮儀也加入很多表演性的戲劇內容，部份儀式音樂會

通過樂師仿照京劇或粵劇等地方戲曲的曲調重新譜曲。甚至將一些京劇的表演方

式融入道教科儀之中，使得儀式與戲劇的界限模糊化。部份傳統道士對這種改編

的情況感到無奈，他們表示這主要是因為來自信眾的要求：儀式必須做得熱鬧好

看。道士為了「順主人意」進行改編，此端一開便一發不可收拾。此後若在科儀

中沒有見到這些戲劇表演，道士就會被評價為「做得不好」。因此，為了生計，

大多數本來對此不以為然的道士也只好去學習這些新編的唱腔與「表演」。 

    礙於客觀條件，本文只能先對蒼南的道教情況提出一些粗淺觀察，無法對其

豐富的儀式傳統進行基本整理感到遺憾。然而，包括靈寶大齋、血湖大醮，以及

其中的清微發遣、補職、大敕壇等重要科儀，還有三元法、授籙、繳籙等相關儀

式的研究空白，我們將會在日後進行系統性的後續研究。同時，也會對蒼南正一

派道士的閩南原鄉進行溯源考察與比較研究，惟有如此，方能對蒼南地區閩南語

族群的道士與儀式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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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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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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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謝聰輝教授發言稿 

一、優點與貢獻 

  （一）對相關前人研究掌握詳細，且有清楚的問題意識與預期目標，具顯了本

文寫作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二）能掌握調查道壇的祖譜、家譜、抄本、法物器具，並從相關請功曹的抄

本與有傳承關係的道壇資料中，深入比對考察其道壇道法源流，這是正確的方

法。 

  （三）考證了南宋鄉蘇氏玉真祖壇與馬站鎮徐氏合元壇兩個老道壇的傳法譜系，

以及他們來自福建泉州的歷史證據。 

  （四）提供了前人未發現的珍貴抄本史料，對當地後續道壇道法與其源流發展

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應再釐清與補充之處 

  （一）作者沿用勞文與徐文「水南派」一詞，應該再清楚註解詮釋，因為在道

教教派歷史上明確有「東華派」，並未標舉有「水南派」。如林水南弟子林天任元

大德六年（1302）撰述的《靈寳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録‧水南林先生》言：「紹開

東華之教，蔚爲一代真師」，以及收錄於《道法會元》卷二百四十四、不知作者

的《玉清靈寶無量度人上道‧靈寶源流》中〈水南林先生事實〉，皆指出其為東

華派在元代的重要傳人。且有關林水南的傳記資料，應先引用《正統道藏》資料，

再用《平陽縣志》。再者，註 9《靈寳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録》不須分標，應改

為《靈寳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録》，因為其為獨立的一本書。 

 

  （二）頁 3言：「林靈真的水南傳統直到明代仍有影響。」應可再補注，如周

思得明‧宣德七年（1432）〈上清靈寶濟度大成金書‧序〉：「吾少從學於月庵丘

先生，一日窺其批閱水南林真人所集田、甯二真人靈寶法書。喟然嘆曰：『是書

有益於吾教，豈淺淺哉？奈何不得有為者？』而責付之予。」周思得沉潛反復於

其間二十餘年，復訪求於當時道錄司左演法吳大節、提點楊震宗，「復得真集，

間嘗竊附己意，補其散失，訂其訛謬，參加簡籙，佐以符章，通為四十卷」，而

終輯著成書。 

 

  （三）頁 5，考察《蘇氏宗譜》史料，應明確指出其確實區域。如九世時「安

溪移南安十二都蓬島世系」，據《南安縣志‧建置》在今南安市蓬華鎮蓬島村；

十二世，「原住泉州南邑廿四五都西堡」，在今福建南安市眉山鄉，二地皆與安溪

交界。 

 

  （四）頁 7註 19，言「 絕大多數都是寫奏名，但也有寫籙名（揚春、演明）、

職名（連清）、法名（演妙、連科）。無法證實是否帶有特別意涵。」按其可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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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相同，但也有可能強調「奏名」、「籙名」與「職名」一定有受正一經籙，如文

中所言正一盟威經籙；而「法名」不一定受正一經籙，可能習受三山文法，所以

只有法名。此中可能牽涉到兩種傳授方式的不同，前者是正一經籙的奏授，其後

必須繳籙，如筆者所見福建泉州南安北部區域保存作法；後者是三山文法（或四

山、五山文法）的傳授（稱開法、唱度），其後必須繳法（或稱繳憑、繳連），如

筆者所見大田、永春、德化區域保存作法。又如頁 5言，現任玉真祖壇壇主蘇傳

書（1985–），奏名步軒，籙職為「太上正一盟威經籙九天金闕資政大夫清微布

政使」。與其清微派的關係如何？其先祖所受經籙與職名又如何？都可再深入探

究。 

 

  （五）頁八言：「我們後來也發現，蒼南地區的正一道士對於入道時的授籙儀

式與亡故後的繳籙儀式都很重視。」此「入道」是否應改為奏職為道長或再昇職

較精準？而繳籙也應再精密分為生前與死後繳籙。考察古來經籍與田野實際調查

所得，關於繳籙時機記載，傳統可分為「生前預繳」與「命終繳化」兩種方式，

前者是以延生道場儀式先進行，命終再繳回「陽憑」（或陽據），後者則是配合

其入殮儀式與之後的功德齋儀舉行，分別繳回全部生前所受經籙。 

 

  （六）頁 8對於正一派儀式類型的分類中有「普（譜）醮」一類，但意涵性質

未闡明是度亡，還是「半延生半度亡」。若按徐宏圖、薛成火，《浙江蒼南縣正一

普度科範》頁 1：「度亡法事中有『完譜超宗』」，此「譜醮」應屬修畢族譜後所

舉行的大型超度齋儀。以筆者所見，安溪官橋林家靈仙壇〈謝譜祝燈疏式〉，說

明其運用時機是「譜牒告竣」，德化高洋靈感壇清朝本疏文也強調「延道追修謝

譜填庫」，南安北部也實際做「無上黃籙七天譜醮」，道壇也保存相關經典文檢。 

三、結語 

    研究討論的問題層次與立論觀點，若是能補充前人所未論及的面向，或是進

一步能有所發明與突破，除靠較廣泛的文獻資料蒐集，縝密地比對與考證外；更

重要的是新史料、新證據的獲得與考辨。本文雖因時間與篇幅的限制未及深究，

如蒼南歷史傳承的道壇道法與林水南道法的關係，來自泉州原鄉與蒼南當地道法

的複合問題，以及相關經法的傳授與繳回，道、釋與法教的複合問題，靈寶大齋

與血湖大醮的闡行等等，都是有待日後深入研究的地方。但從其田野調查所看到

的豐富且有用的抄本，相信再經時間、信任與經驗的累積，必定能有更多與更大

的突破，可補充道教歷史與區域道壇道法的研究成果。 

 

 

 

 

 



林振源、潘君亮：溫州蒼南地區閩南語族群的道士源流與儀式初探 

117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溫州蒼南地區閩南語族群的道士與儀式》一文根據前人的研究及作者自己

新近的田野調查，意在探討蒼南與閩南道教傳統的聯繫。作者先是回顧了他人的

研究成果，證明兩地道教傳統之間的聯繫，接著從當地兩個道壇傳承譜系來進一

步作為補充。作者在文中還提到蒼南地區的“靈寶轉三元”驅邪法事與閩南三元

法的關係。總之，本文讓我們瞭解了蒼南與閩南兩地道教之間的密切關係，但或

許是由於作者實地調查的時間較短，還有不少問題的探討還有待深入。 

 

第一，作者點出了蒼南道士的總人數，但沒能具體統計各派的具體人數。注：

對於蒼南的道教概況，作者應該參考浙江大學孔令宏教授的著作：《浙江道教

史》。 

第二，作者以表格的形式羅列出了南宋玉真祖壇和徐氏合元壇的傳承譜系，

從中可以看出兩壇的第一個道師的「奏名」都帶有「法」字，但作者卻沒有說明

原因？為何閩南的道教傳到蒼南之後道士的「奏名」會發生改變？作者也沒有對

兩壇道士的原藉地道教進行分析。玉真壇的第一代道士是否在閩南就已經是道士，

還是在移民到蒼南之後才當道士？玉真壇第一代道士蘇賓歧也有奏名（法福），

但為何祖師卻是第二代的「蘇道興和蘇道顯」？同樣重要的是，為何在傳承譜系

找不到這兩位「祖師」？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探討兩地道教傳統的重要切入點，

但是作者卻沒能深入分析。 

第三，在儀式的部分，作者只是羅列了「靈寶大齋」和「血湖大醮」的科目

和壇場設置，卻沒有進一步展開對於其內容的論述，讓人無法知曉其與閩南相關

儀式的關係。 

第四，作者在文中還提到會「參照古代儀式文獻，對幾個重要科儀做歷時性

的觀照，並嘗試與當代其他相關地區如福建、臺灣、江西等地的同類儀式進行比

較，以做為系統研究蒼南道教儀式與地方儀式比較研究的基礎工作。」但是，很

顯然作者沒能充分展開探討，都只是點到為止。 

 

另外，在文中作者都沒有交待其所引用的科儀本和族譜的具體年代，不知是

何原因？ 

總之，要再現蒼南與閩南兩地道教傳統的具體聯繫，作者還要在兩地展開更

深入的調查，值得期待。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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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閩南到潮州：人群與文化的流動 

張秀蓉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摘要： 

    潮州文化在悠久的發展過程中，既受不同群體文化的先後影響，卻又保有其

特殊的文化特徵，遂被視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群體。在歷史脈絡中，與潮州文化   

互動頻繁者包括：廣府文化、客家文化、閩文化以及海外文化等等，它們在不同

時期的滲透互動乃至比較區隔雖不盡相同，卻同樣引人注目。1980 年代改革開

放後，接續過去前輩的研究成果以及「潮州學」的呼籲和研究熱潮，針對潮州地

區人文現象的研究頗見興盛且成果斐然。面對潮學研究的諸多課題與論述，筆者

就當代學人在潮州地理環境與人口流動、潮州方言、潮州歌冊與潮劇、潮州工夫

茶等四項主題的探索中，審視閩、潮文化間的密切關係，同時省思潮州文化研究

中值得進一步關切或思辯的現象與議題。  

 

 

 

 

 

 

 

 

 

 

 

 

 

 

 

 

 

 

                                                      

 本文寫作修正過程曾獲陳春聲暨鄭振滿兩位教授的點評與指教，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顏靜馨協助，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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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浪潮，不僅帶來汕頭經濟特區的成立，開啟潮汕

地區社會經濟的新一波發展，也帶動潮州文化研究的新熱潮，是故 1990 年代在

饒宗頤先生倡議下建立新的學科——潮州學，藉以提昇潮州文化在研究上的水準。

當代不少以研究潮汕文化為重點的機構、團體紛紛成立102，而學術研討會103的召

開和刊物的創辦104有助於學者專家研究成果的發表，潮汕文庫、潮汕文化叢書及

專書的出版則讓文獻資料的蒐集校訂以及專題論著得以完整而具體的呈現。此外，

發表於期刊報紙的相關文章數量不可勝數，其中雖不乏嚴謹論著，但也有許多屬

於介紹說明或點評的短文，學術性自是參差不齊。 

近三十年來潮汕地區的相關研究多采多姿，議題豐富而多元，舉凡考古發掘及史

前史研究、潮汕歷史及地理、人口與移民、潮汕經濟史、方言研究、思想教化、

宗族組織、宗教文化與民間信仰、民俗、音樂、戲曲、建築民居、飲食文化、工

藝美術等等，皆是專家學者探索的項目。在追溯潮州文化的淵源及發展歷程，學

者對於潮州文化的定位或許有著不同的主張和思考，然對於潮州文化在不同時期

由本地原住民文化、移民文化多次的交互影響、吸收、融合，形成一個動態的開

放體系，此一看法應是無庸置疑。而諸多影響潮州文化的群體及文化中，福建（特

別是閩南）地區的影響是難以忽視的，無論是從地理環境、考古遺址或文獻中所

見的潮州先民、秦漢以降歷代入潮移民、潮州地區風土民情等，處處可見閩地文

化的痕跡。面對潮學研究的多樣性及為數眾多的論著文章，筆者僅能就當代學者

在潮州州地理環境與人口流動、潮州方言、潮州歌冊與潮劇、潮州工夫茶等四項

議題之部分研究成果加以介紹，藉以說明潮學研究中有關閩南文化與潮州文化之

間的密切關係，同時省思潮州文化研究中值得進一步關切或思索的議題。 

 

 

二、潮州文化形成的背景 

地理因素常是決定一地居民生產方式的基本條件，同時也是影響居民思維模

式、風俗民情、社會關係乃至區域發展的要素。故討論粵東與閩南之間人群與文

                                                      
102

 例如：韓山師專（師院）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汕頭潮汕歷史文

化研究中心等。 

103
 從 1993 年至今共舉辦八屆潮州學國際研討會及特定專題的學術研討會，例如：1992 年翁萬

達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潮汕文化座談會、1994 年海上絲綢之路與潮汕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1995

潮汕華僑與僑鄉經濟學術研討會、2000 年潮劇的繼承與發展研討會等。 

104
 《韓山師專學報》、《韓山師院學報》、《汕頭大學學報》、《潮學研究》、《國際潮訊》

（香港）、      《汕頭史志》、《潮學》等刊物，常見潮汕文化之學術專論及文史資料、活動

訊息的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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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往來互動，潮州地區的地理環境自然不該被忽略。 

（一）封閉與開放並存的地理形勢 

潮州地區的自然環境包括地形地貌105（山川河海）、土壤礦藏、氣候與災害

等項目，它們是區域內農工商貿的發展基礎，是吸引人們定居移徙的重要背景，

更是結合社會環境形塑特定文化體系的推手。有關潮州地區地理環境的描繪和影

響，史家不僅在傳統文獻中耙梳，也參酌現代地理學等自然科學的探勘成果，藉

以作為地域研究或相關課題的堅實後盾。106 

潮州地區位處廣東東北部，東北與福建省接壤，東面隔海與台灣相望，省內

分別與西北之梅州市、西南之汕尾市為鄰。潮州地區在廣東境內是一個相對獨立

的地理單元，既封閉又開放的地理特色造就潮州形成有別於廣府文化的獨特文化

體系。明代王士性在《廣志繹》中提及地理環境對潮州文化的影響—粵東與閩南

在水陸交通往來的便利，使得潮州文化成為嶺南文化中與閩文化關係最密切者。 

 

潮州為閩、越地，自秦始皇屬南海郡遂隸廣至今，以形勝風俗所宜則隸閩者為是。

南幹自九疑來過大庾嶺至龍南、安遠，其夾汀與贛，夾建寧與建昌界，度分草而

趨草坪者，正幹也。至龍南不過安遠即南行，接長樂、興寧趨海豐入海者，分南

行一支也。其南支似隔閩於東、廣於西，故惠州諸邑皆立於南支萬山之中，其水

西流入廣城以出，則惠真廣郡也。潮在南支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廣，且既在

廣界山之外而與汀、漳平壤相接，又無山川之限，其俗之繁華既與漳同，而其語

又與漳、泉二郡通，蓋惠作廣音而潮作閩音，故曰潮隸閩為是。107 

 

潮州地區的西北方橫亙著東北至西南走向的蓮花山系108，截止大庾嶺，東北

與福建境內的博平嶺相續，西南逶迆至惠來和陸豐沿海，此一山脈走勢不僅在廣

東切割出粵東地區背山面海、西北高東南低的地理面貌，同時阻遏潮州與中原地

區的直接來往，也構成潮州與廣州乃至珠江三角洲的天然屏障。由於獨特的地理

條件，潮州地區的開發自然與對外水陸交通的開闢互為表裏。水路交通中韓江扮

                                                      
105

 潮州地區是一個包含山地、丘陵、平原、海灘等多樣地貌的區域，由於山地、丘陵、平原交

錯相雜，地貌特徵難以截然分別，故學者有關地貌構成比例的說法不一。 

106
 饒宗頤總纂。2005。《潮州志》（10 冊）。潮州：潮州市地方誌辦公室。王琳乾、鄧特主編。

1999。        《汕頭市志》（4 冊）。北京：新華出版社。王琳乾、陳大石、蕭有馥編著。1992。

《潮汕自然地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李平日、黃鎮國、宗永強、張仲英著。1987。《韓

江三角洲》。北京：海洋出版社。王琳乾。1994。《潮汕自然災害紀略（714～1990）》。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07
 （明）王士性，《廣志繹》卷 4，頁 100-101。 

108
 蓮花山系是鳳凰山、蓮花山、大北山、小北山、大南山、南陽山、桑浦山等連綿延續的七大

山脈之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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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主要角色，除了是海外交通線外，由韓江上溯109，可與梅循、閩西南及贛南相

通。陸路驛道有三：潮漳道、潮惠下路、潮州經揭陽到龍川之山路，可連結漳州

與廣府。110另外，潮州地區東北端的黃岡河下游平原與福建的九江平原接壤，沿

海丘陵區也方便閩粵間往來移動。換言之，雖有山川阻隔，然水陸交通仍為人群

的移動和經貿文化的發展開闢通道，而廣東潮州與閩西南間水陸二途相較於潮州

與粵中、廣府間的交通往來方便許多。111雖說入潮移民來自不同地區，然從地理

交通而言，不得不說閩地移民顯然有其方便及優勢。 

此外，潮州地理環境雖然對於內陸腹地呈現較封閉狀態，然綿長的海岸線及眾多

港灣與港口則呈現出中原移民泛海而來，潮州移民飄洋過海的海洋色彩與開放格

局，特別是近代潮汕居民的向外開拓—潮汕的海外移民及其影響遂成為潮學研究

中極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二）潮州地區人口的增長與流動 

潮州地區的開發不僅得力於自然的條件，潮州居民的胼手胝足同樣不可或缺。

潮州地區的平原是若干小平原的總稱，包括：黃岡河下游平原、韓江三角洲平原、

練江下游平原和隆江下游平原等，約莫佔潮州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一，是潮州先民

居住開發的重要基地，而後隨著人口的增長，粵東地區的開發更是如火如荼的展

開。 

    有關潮州居民的來源，學者專家在歷史脈絡、文化軌跡中追索。1930 年代

開啟的潮汕考古調查，延續至今的遺址發掘和研究，嘗試為潮州史前居民及其文

化勾勒輪廓。112潮州先民的族群歸屬眾說紛紜，有閩越說；畬族說、俚（僚）說、

                                                      
109

 韓江源頭有二，一為汀江（發源於福建寧化縣），一為梅江（發源於紫金縣），他們為粵東

與閩西南間的水路交通提供莫大便利。 

110
 通過潮州的重要商路，一條是從廣州途經潮州前往福建漳州的商路，全長 1900 裏，有 25 個

水陸驛站碼頭，其中通過潮州境內的程鄉、大埔、饒平、海陽四縣的一段長 470 裏，有 8 個水陸

驛站碼頭。另一條則是自江西贛州經福建長汀至潮州的商路，有水陸二程，貫穿三省近十個府縣，

明代徽商黃汴編撰的《天下水陸路程》對此有詳細的描述。黃挺、杜經國，〈宋至清閩粵贛邊的

交通及其經濟聯繫〉，《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1(2)：76-84；陳占山，〈宋元時期潮

汕的交通建設〉，陳三鵬主編，《第三屆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12-627。 

111
 王琳乾、陳大石、蕭有馥編著，《潮汕自然地理》，頁 1-24；黃挺、陳占山，《潮汕史》（上），

頁 14-17；陳澤泓，《潮汕文化概說》，頁 1-21。 

112
 1930 年代義大利神父麥兆良（R. Maglioni）致力於粵東考古，採集數量可觀的文物並撰寫研

究報告與論文，其作品後由劉麗君譯為中文版《粵東考古發現》，1996 年汕頭大學出版發行，

而饒宗頤則綜合 50 年代前考古發現，寫成《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60 年代以降的考古

調查及研究至今仍持續進行，饒宗頤、曾騏、邱立誠、朱非素皆有專文論著介紹並論述之。另，

陳歷明編。1993。《潮汕考古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從象山遺址、陳橋遺址到浮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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蜑人說等，至今莫衷一是，然先秦粵東古人為閩越說的推論則是一種較為普遍的

說法（經古籍、考古文物及風俗習慣的推敲）。秦漢時期通過南越，漢文化開始

影響粵東地區，然因行政區域建置與軍事行動移入潮地的人數應該不會太多。六

朝移民不絕，遂有東晉義熙九年（413）在粵東設置義安郡（下設 5 縣：海陽、

綏安、海寧、潮陽、義招）113，唯北方移民南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福建、廣東

地處偏遠且交通不便，移民遷入往往是在江淮、長江流域的北方移民後裔的再遷

徙。從廣東及粵東所發現的六朝墓葬之數量和規制來看，南遷移民或沿湘漓進入

粵西，或沿贛水進入粵北，或經閩浙沿海進入粵東的幾條主要通道，而粵東定居

下來的移民人數比不上秦漢時期已形成入粵通道的粵北、粵西以及地域中心的粵

中。唐代陳政及其子陳元光平定「泉潮蠻僚嘯亂」，是一次帶有移民屯邊性質的

軍事活動（或稱武裝拓殖），既使入潮移民得以安居，又透過屯兵開墾、興教辦

學等措施深化統治，對潮州地區的開發以及後續移民活動的開展頗具影響力。 

學者推估潮州地區人口變遷，大致上從秦漢之際 2 萬左右的人口數，至唐德宗貞

元十七年（801）約 4 萬人，至元、明之交的 42.8 萬人，至明嘉靖三十年（1551）

95 萬人的高峰，接著歷經明末戰亂及清初海禁而人口數下滑，清盛世一連串招

民墾荒及商貿拓展，終至清末潮州人口上看 300 多萬人。114宋、明、清是潮州地

區移民潮的高峰期，宋代以降，入潮移民規模與日具增，其遷徙原因或因戰事、

或因墾殖、或因仕宦、遊學、經商而來。其遷移路線，陸路越大庾嶺進入嶺南、

粵東；海路從江浙、福建進入粵東，後者人數為多。入潮移民主要來自毗鄰的福

建地區，無論是史籍記載，還是族譜稱說，閩南人（尤其興化人）陸陸續續遷到

潮州定居。葛劍雄、黃挺、杜經國、莊義青等學者115或從時序發展，或從空間橫

                                                                                                                                                        

化，考古遺址的發掘呈現潮州先民在史前不同時期的文化樣貌，及其分別受到來自粵北、粵中、

閩南乃至江浙一帶的影響。而後從浮濱文化到南越文化的發掘則代表先秦時期中原商文化融合土

著文化的發展以及南越人入主本地取而代之的發展。 

113
 行政區劃的演變正反映出一地政治歷史的演進，以及該地區人口、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綜合

變化，故瞭解潮州地區的建置沿革，有助於我們對該地區及其文化的認識。潮州地區至遲在南越

國時設立揭陽縣，東晉時政區升級，設郡建縣（義安郡及 5 縣）奠定行政區域的架構，明中葉（嘉

靖年間）增設為 11 縣，其後皆維持著穩定的格局。行政區劃的設置劃分一方面有助於區域內文

化的交流融合，但同樣受到區域內文化異同的制約。 

114
 陳澤泓，《潮汕文化概說》，頁 108；黃挺、杜經國，〈潮汕地區人口的發展（唐—元）〉，

《韓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1）：24-35；黃挺、杜經國，〈潮汕地區人口的發展（明）〉，

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4，頁 65-88。 

115
 葛劍雄。1991。《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葛劍雄。1997。《中國移民

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黃挺、陳占山。2001。《潮汕史》（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

社；          黃桂。2002。《潮州的社會傳統與經濟發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莊義青。

1997。《宋代的潮州》。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黃挺、杜經國，〈潮汕地區人口的發展（唐—

元）〉，《韓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1）：24-35；黃挺、杜經國，〈潮汕地區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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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比較中論述中唐以來潮州人口不斷地增長。 

透過中國歷代官書中登錄的戶口數，學者在檢視人口的發展及推估人口數量外，

進一步探討潮州地區人口增長的原因—人口的自然增長、境外移民的遷入、戶口

登錄的進展等因素。經由漳、泉、潮部分家族譜的分析、宋明清名臣鄉賢的事蹟、

1985 年潮汕部分村寨建立時間的調查等資料的，學者認為潮州地區許多移民來

自福建。116檢視入潮定居的部分閩人事蹟，其中有一種模式是在潮地為官而後定

居。宋代選官一般不用本地人主政，由於福建與粵東兩地相鄰，語言風俗相近，

溝通管理相對容易，故唐宋以降頗多泉、潮人士互為異地任職，並對兩地社會文

化的交流產生積極的影響。饒宗頤、李裕民、黃挺、葉恩典等學者或從仕潮官師

尊崇韓愈，或考證兩宋時期潮州知州的籍貫、任期、政績，或從方志所見泉、潮

官員的任職情況來分析，並對此一職官安排的形成和影響多所著墨。117潮籍宋代

名臣王大寶、明代學者薛侃、狀元林大欽、兵部尚書翁萬達，祖上都是宋代由福

建入潮。118 

潮州地區歷經宋、元、明、清的發展，不僅人口增多，獨特的文化體系亦日

益顯著與成熟。影響潮州發展的因素眾多，然福建的眾多移民及其引入的文化卻

是不容輕忽的部分，故閩地風俗濡染粵東，有著「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

無潮、漳之分。」119的說法。總之，當代學者從地理環境、交通條件及人口遷移

等因素觀察之，主張：中原主流文化以閩文化做為仲介向潮州地區傳播，而宋元

時期閩文化的西漸（傳播）則是潮州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日後潮州雖在行政區

劃隸屬廣東，然其文化面貌卻與閩、台接近，此即宋元時期奠下的基礎及歷經明

清時期發展的結果。 

中國歷史上有關人口估算與遷徙情況的研究向來都十分不易且極具爭議性，

無論是透過官方戶口資料或家族譜資料，因為這些資料有自身的政治功能或文教

目的，故做為人口議題的重要史料雖無可厚非，但隱含其中的缺陷卻也不容忽視。

                                                                                                                                                        

的發展（明）〉，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4，頁 65-88；謝重光，〈宋代潮州主要從福建

接受外來文化說〉，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6，頁 35-46。 

116
 葉恩典、丁毓玲，〈試析明清時期閩南人向粵東地區的移動〉，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

究》3，頁 137-153；葉恩典，〈略談泉潮之關係—以泉州民間族譜資料為例〉，收於饒宗頤主

編，《潮學研究》6，頁 343-357；黃贊發。2000。《潮汕先民與先賢》。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陳澤、吳奎信主編，《如今風物冠南方．姓氏源流》（潮汕文化選第四集），頁 73-112。 

117 饒宗頤，〈宋代蒞潮官師與蜀學及閩學—韓公在潮州受高度崇敬的原因〉，收於黃挺編，《饒

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頁 394-398；李裕民、黃挺，〈兩宋潮州知州考〉，收於饒宗頤主編，

《潮學研究》4，頁 33-64；葉恩典，〈古代泉潮人士互為異地任職之淺見〉，收於饒宗頤主編，

《潮學研究》7，頁 44-55；王維宜、王金城，〈元潮州路總管王翰在閩史跡〉，收於饒宗頤主編，

《潮學研究》7，頁 56-66。 

118
 參閱黃贊發。2000。《潮汕先民與先賢》。 

119
 （宋）祝穆編，祝洙補訂，《宋本方輿勝覽‧潮州》卷 36，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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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中國社會，探討族群血統或移民議題時，經常仰賴家族譜中有關祖先來源

的記載。祖譜中保留祖先源流的「歷史記憶」並賦予其「正統性」方面的重要作

用，18 世紀以後宗族組織的普遍建立和祖譜的大量編修，更是有助於這類歷史

記憶的強化和推廣。120有關祖先來自中原的說法，或說自己是歷史上移民後代的

傳說（祖先來自另一個不熟悉，但在歷史上教化程度可能更高的地方。）常見於

中國傳統社會中，潮州地區似乎也不例外。此外，在地域社會的發展過程中，由

於不同方言群體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和特殊情勢下發生衝突，方言群間的區隔越來

越受到關注。於是讀書人在地區傳說的基礎上，根據族譜的記載，也經常將家族

的故事描繪成為一個以方言為主要識別標誌的人群歷史或歷史記憶。因此，家族

譜對於地域社會，特別是移民社會的研究固然其不容忽視的重要性，然隱藏在家

族譜下的「特別用意」也是研究者不能視而不見、學而不思的地方。 

 

 

三、潮汕方言的研究 

今日潮州文化被視為一個獨特的族群文化共同體，其文化的主體有著相對穩

定的傳承性，更有共同的語言、風俗和文化心理在潮人日常生活中具體呈現。   

潮州文化中最顯著的特色非潮州方言莫屬。方言是語言的地方變體，通行於一定

地域，潮汕方言是指流行於粵東一帶的閩方言，舊時稱潮州話或潮州方言，現今

習稱潮汕方言、汕頭話或汕頭方言
121
，主要流行於包括汕頭市、潮州市、揭陽市

和汕尾市等粵東地區122。有關潮汕方言的調查、語言的形成及其特色的分析一直

是潮學研究中最具份量的研究之一。 

（一）方言與移民 

                                                      
120

 韓江流域宗族組織的普遍建立和族譜的編修主要發生在康熙中期「復界」以後，亦即宗族    

組織成為鄉村最重要的社會控制型態和社會組織，祠堂、宗產和族譜等則是相應產生。如同多位

學者研究指出，明代後期華南地區出現過明顯的「宗法倫理庶民化」，歷經明末清初的民盜難分

以及政治和文化正統的混亂，為終結地方社會的動亂局面，於是對宗族的推廣和運用成為官方重

要的對策。 

121
 潮汕地區內各處的潮州方言在語音上存在大同小異，引發以何處做為方言代表—標準語的問

題。地域方言的標準多是隨著社會發展及地域中心的轉移而演變。潮汕方言舊稱潮州方言，原以

潮州府城（潮安縣城，今潮州湘橋區）話為標準。民國以後隨著潮汕地功能變數名稱稱的出現，

潮州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潮州、汕頭兩地並舉過渡到以汕頭為中心，潮州方言、潮州

話漸有潮汕方言甚至汕頭話的稱謂。而 1960 年廣東省教育行政部門公佈〈潮汕話拼音方案〉，

以汕頭市音做為標準音以後，汕頭話逐步取代潮州話而成為潮汕方言的標準語。 

122
 汕頭市管轄的市區和潮陽市、澄海市、南澳縣，潮州市所轄市區和潮安縣、饒平縣，揭陽市

轄市區和揭東、揭西、惠來三縣及普寧市。此外，汕尾市及海豐縣、惠州市的惠東縣、梅州市的

大埔、豐順縣也有使用潮汕方言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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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潮州方言的型態與內涵，呈現出結構複雜、層次多樣的語言現象，探索

背後的原因，實與潮州方言形成的漫長歷程及多方來源息息相關。潮州方言從屬

於閩方言123，與同屬閩南次方言的台灣話、廈門話、泉州話、海南話齊名。有關

方言形成的原因，不少學者歸因於移民的作用和影響，如周振鶴、遊汝傑認為：

「方言是語言逐漸分化的結果，而語言分化往往是從移民開始。」124如同前文所

述，宋元時期是閩文化影響潮州地區的重要轉折期，由於宋代福建地區因中原移

民及人口的自然成長逐漸成為人口密集的區域之一，也成為移民輸出的地區。宋

元之交，從方志和族譜記載來看，閩南人此時已經向兩廣、海南遷徙，成為這些

地區閩語的直接傳播者。125粵東潮州一帶的閩語背景比較複雜，潮州地區與閩南

地區早期曾是行政區劃的同屬地，又是日後不同波次的閩南移民遷入地126。因此

潮州地區閩語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既有閩南語自然開發擴散的一面，也有遠距離、

跳躍式的傳播樣式。 

此外，潮州方言是廣東省境內三大方言之一，雖與境內粵方言、客家方言分屬於

不同的方言體系，然隨著時空環境的變化，方言間的交互滲透是不容小覷。而近

代以來隨著潮汕移民浪潮與中外經貿活動所帶來的社會文化變遷，更對潮州方言

的發展帶來一定的衝擊和影響。 

 

（二）潮州方言的形成與特色 

    有關潮州方言的研究，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展開論述。首先，針對潮州方言

的起源、發展與特色，當代學者進行相關的調查與研究。從歷史脈絡中，潮州方

言的形成有著漫長的歷史過程，其遠祖是華夏語經過吳越方言通過福建地區而傳

入潮州，其近親則是閩南語的進一步分化，形成一種很有特色的方言。一方面保

存大量漢代以前的語言特點，另一方面又存在唐宋時期中原漢語的許多痕跡。下

                                                      
123

 潮州方言中保留的古代漢語也常見於閩方言中，甚至有的已成為閩方言的共同特徵。閩方言

學者黃典誠先生曾舉出 35 個字做為閩方言中古漢語詞的共同特徵，其中 34 個字也出現在潮州方

言之中。 

124
 周振鶴、遊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頁 15。 

125
 或因歷史上移民的關係，福建人沿著海岸線向南、東、北三個方向遷徙，形成今天閩語的分

佈格局：除了福建之外，從南邊的海南島、雷州半島到粵東潮汕地區、台灣、浙南溫州地區，到

靠近上海的舟山群島都有閩語的分佈。就福建本地的閩語來看，閩南方言也僅是五個次方言之一，

其他還有閩北方言、閩東方言、閩中方言和莆仙方言。 

126
 宋元時期閩南各地的發展並不平衡，泉州及晉江下游地區開發較早，唐末已見人多地少的現

象，而莆田仙遊一帶在宋初分立成為興化軍後，北宋年間已面臨人口壓力，成為人口輸出地區。

至於漳州因開發較晚，大體上要到明代才有大規模向外移民。故福建省外閩語區的閩南語因移民

時間與地區的不同而形成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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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是透過圖示來呈現閩南方言中幾個分支的親緣關係與演進過程。127 

 

          華夏古漢語 

               ↙     ↘            上古中原漢語 

古吳語  古楚語           ↓         

                 ↘↙                ↓ 

                  ↓                 ↓              ↗ →  漳州話 

百越原住民語 →→→ 上古閩南語 →→→ 中古閩南語  → →  泉州話 

                                                     ↘ →   潮州話 

                                                          ↑ 

其他語言成分 

     

學術界公認潮語是現存最古老的漢語方言之一，它保留古代漢語的許多特點。

從語音、語法、詞彙中可以發掘出古代漢語。對於潮州話中特殊音字與古漢語中

淵源的考證，是潮語研究中的重要議題。最早研究潮州方言的著作是翁輝東所著

的《潮汕方言》，將潮人風俗語言近千詞條根據古籍解釋音義，1943 年刊行後，

關於潮州方言與古漢語間關係的論著逐漸增多。九〇年代以來學者運用音韻學、

訓詁學、文字學、古詩詞、考古學等學科知識進行較深入的探討，經由語音（聲

母、韻母、語調）和詞彙對潮汕方言與漢語古音進行比較研究，例如：李新魁的

〈潮州音在古音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潮音證古〉，林倫倫〈潮汕方言的語音與

中古音比較〉、〈潮汕方言的特點及其學術價值〉等。128 

    另外，閩南方言語音的一大特點是文白異讀，潮州方言也不例外。所謂文白

異讀是指對於同一個字在方言系統中有文、白兩種不同的讀音，文讀是讀書講學、

誦文吟詩用的一種讀音（潮州人稱文讀音為孔子正），白讀是用於日常生活中的

土話、白話的一種讀音。白讀系統保存的往往是上古讀音，文讀系統則是唐以後

的讀音，文白異讀不僅在口頭上層次分明地保留古代漢語的語音、詞彙，白讀音

                                                      
127

 引用陳澤泓，《潮汕文化概說》，頁 177-181。 

128
 吳雙玉，〈潮州音類古源考〉，《韓山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1990（1）：2-24；李新魁，

〈潮州音在古音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收於鄭良樹主編，《潮州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

李新魁，〈二百年前的潮州音〉，《廣東社會科學》1993（2）：；李新魁，〈潮音證古(聲母部

分)〉，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1，頁 140-159；李新魁，〈潮音證古(韻母部分)〉，收於

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2，頁 246-267；林倫倫，〈潮汕方言的特點及其學術價值〉，《語言

知識》；林倫倫，〈潮汕方言聲母與中古音聲類的比較研究〉，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

1，頁 160-177；林倫倫，〈潮汕方言韻母與中古音韻部的比較研究〉，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

研究》2，頁 268-303；林倫倫，〈潮汕方言聲調與中古音聲調的比較研究〉，收於饒宗頤主編，

《潮學研究》3，頁 258-271。另李新魁教授之著作可參考林倫倫，〈李新魁教授對漢語語言學的

貢獻〉，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8，頁 28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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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為語音學家據以證古，分析上古音與中古音的不同。 

    潮州話在明代已發展為一個獨立的方言語音體系，而後歷經傳承演變，在潮

州各地形成大同小異的語音差異。以往潮州方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潮州府城、汕

頭和潮陽，代表著作為詹伯慧和李永明的同名著作《潮汕方言》、黃家教《潮州

方言概說》、李新魁《普通話潮汕話對照常用字典》以及張盛裕有關潮陽方言的

論文。然而隨著方言調查地點的增多129，研究範圍自然隨之擴大，而潮州方言在

各地區的橫向比較也隨之展開。130潮州方言的聲母，從張世珍編著的《潮聲十五

音》，到依照現今語音學原理的發音方法和發音部位歸納整理為 18 個，稱為「潮

州十八音」。131韻母部分則從《潮聲十五音》的 44 字韻母，到 1960 年廣東省行政

部門公佈歸納的 61 個，然今日潮汕地區各縣市所見韻母字數不一，其中潮安、

潮陽最多有 90 個，澄海最少只有 78 個，汕頭話則有 84 個（包括入聲韻母）。當

然各地聲調亦有部分差異性。132 

至於潮州方言在近現代發展中，詞彙的增刪上表現更為突出。一些不適合社會發

展而少用或淘汰的字彙，因應新增或外來事物而新增的詞彙，例如：這些詞彙有

依意會而造的新詞、有來自英語和馬來語的譯音、有來自省內其他方言如粵方言

和客家方言的流行用語133、甚至普通話通用語等等。    

    對潮州方言的研究較早都是詞彙的描述、考釋和語音的紀錄、整理，而語法

研究較少觸及。九〇年代後施其生先生針對汕頭方言的人稱代詞、指示代詞、重

疊的構形、構詞法進行研究，特別是語法結構的生成形式漢語法特點的描述多所

觸及。而張曉山對於潮州方言中否定詞的系列探討，而潘家懿、林道祥、李永明、

陳小楓等也對潮汕方言的某些語法特點進行分析研究。134另外，李新魁〈二百年

                                                      
129

 澄海（林倫倫，1996）、揭西（林倫倫，1994）、海豐（楊、潘、陳，1996，羅，1995）、

饒平（詹伯慧，1993）、揭陽（陳恩泉，1996）、豐順留隍（高然，1996）。引自林倫倫，〈1993

年以來潮汕方言研究評述〉，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6，頁 97。 

130
 例如：李新魁〈閩粵方言單 L 首疊韻詞的構詞特點〉、董忠司〈從語音的階層關係試探潮州

話與閩南語、台灣語諸次方言的聲韻異同〉、林倫倫〈閩方言在廣東的分佈及其音韻特徵的異同〉、

〈粵東粵西閩語詞彙的同與異〉〈廣東閩方言語法的比較研究〉〈廣東閩方言與福建閩語的關係〉、

潘家懿〈海豐話與粵東閩語的比較研究〉等論文，都是從潮汕方言內部進行比較研究。 

131
 李新魁。1979。《新編潮汕方言十八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132
 引自陳澤泓，《潮汕文化概說》，頁 184。 

133
 造成潮州內部差異的重要原因在於潮汕地區東、北、西三面分別受到閩南之漳州方言、客家

方言以及粵方言等不同方言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134
 張曉山，〈潮州話的否定詞“唔”〉，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4，頁 248-266；張曉

山，〈潮州話的否定詞“免”“孬”“勿”〉，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5，頁 175-190；

張曉山，〈潮州話的否定詞“未”〉，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7，頁 221-227；陳小楓，

〈汕頭方言的語氣詞“咧”〉，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4，頁 267-273；林道祥，〈潮

州話的助詞“唥”〉，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8，頁 29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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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潮州音〉、張屏生〈《潮正兩音字集》音系初探〉、李竹青和李如龍的〈潮州

方言語音的演變〉則是利用清末筆記和工具書的資料來分析近 100-200 年潮州方

言的發展。 

    中國東南地區由於幅員廣大、環境複雜加上民族雜居，形成各式各樣的地域

文化及語言變異。以往學者多以傳播或移民的觀點來解釋方言文化的特質現象，

亦即方言文化特質及其地域變異是北方漢人南遷的結果，其呈現出多樣化的地域

方言變體可以從漢人入閩的時代層次不同來加以解釋，或是族群母文化本身的祖

居地域來源不同。語言學界傳統以線性理論來解釋方言文化的形成和演化，近年

來有主張「非線性理論」—重視族群互動、地域文化傳統或文化底層的重要作用

來重新看待方言文化的發展。135誠然一個較大語言環境（語區）的形成絕非一蹴

而就，更不可能只受到一種外來語言的影響，從時間來說，有其演進的過程，就

結構而言，有社會因素所帶來的各種語音因素，包括原住民語言基礎、移民的匯

入語言、移民遷徙過程中所吸納的各種語言因素，從而造就語言的複雜性和多元

性。潮州方言做為一種成熟的、系統的方言，具有吸納、消化新的時代語言和外

來語言使之更具表達的能力，透過潮州方言的研究或可為中國方言文化的發展及

其理論提供具體的論證。 

 

 

四、潮州歌冊與潮劇 

語言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也是人類交際與思維的主要工具和文化的

主要載體。潮州方言不僅是凝聚潮州居民的重要樞紐之一，更是容納歷史、民俗、

民風的載體。使用潮州方言的俗諺、民謠、歌冊與潮劇不僅在民間社會廣泛流傳，

更呈現出群眾生活的樣貌與民情俗尚。當代學者透過潮汕方言諺語、歇後語、歌

謠來反映或探討社會文化的內涵136之外，對潮州歌冊及潮劇的研究更是不遺餘

力。 

（一）潮州歌冊 

潮州歌冊137是指用潮州方言誦唱的民間說唱本子，是一種民間說唱文學。學

                                                      
135

 鄧小華、王士元，《中國的語言及方言的分類》，頁 151-162。 

136
 林朝虹、林倫倫編著。2012。《全本潮汕方言歌謠評注》。廣州：花城出版社。林倫倫，〈潮

汕方言諺語的文化內涵〉，《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2）：6-14；林朝虹，〈潮汕方

言歌謠的民俗文化內涵〉，《韓山師範學院學報》35（4）：27-33；林朝虹，〈論潮汕方言歌謠

收集整理的原則與方法〉，《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5）：117-124＆164；吳芳，

〈潮汕方言歇後語中的潮汕社會文化內涵〉，《嶺南文史》2011（4）：38-42。 

137
 潮州歌冊是民間通稱，1949 年以後新編出版的唱本才印上此一名稱，過往的刻本則稱歌或歌

本，亦有稱彈詞、話文或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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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追溯潮州歌冊的起源及演變，應是以潮州語音為基礎，從歌謠、畬歌、俗曲等

發展起來的，過程中自然受到中原文化、元明以來說唱文學（如寶卷、變文、詞

曲）等影響而形成民間藝術。歌冊的語言基本上採用潮語的口語、俗語，少數文

讀則是潮劇戲臺上的常用語，流行於文化程度不高的基層社會中。潮州歌冊刊刻

數量今不可考，陳覓曾提及僅李萬利一家至民國時已刻有木刻本五、六百種，郭

馬鳳六〇年代在汕頭、澄海等各地調查尋訪的歌冊有 221 種，譚正璧、譚尋在古

書店蒐集的潮州歌冊約 162 種138，日本學者上田望與大塚秀高編纂潮州歌冊研究

目錄，另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存有潮州刻本潮州歌冊 115 部 288 冊，2002 年北京

圖書館出版社出版潮州歌冊卷 70 冊，而蕭少宋的博士論文〈潮州歌冊研究〉則

對潮州歌冊的源流、版本、型態、收藏、著錄以及與其他文學樣式的關係進行考

察與綜合論述139。從現存歌冊來看，雖有明代的創作歌冊，但大部分作品為清代

所產生的，作者則多是地方上粗通文墨的文人。  

    由於潮州歌冊保留著舊時的口語俗語，可為研究潮汕方言的音韻、詞彙變化

及文學屬性提供研究素材。而潮州歌冊所描繪的內容或可管窺舊時民間社會的思

想觀念、情感心態、歷史材料以及民風民俗（例如日常生活、經濟狀況、宗教活

動、民間儀式、官民互動、宗族勢力等），學者曾結合潮州歌冊、地方文獻與田

野調查來探討地方歷史與社會生活。例如：潮州歌冊《吳忠恕》敘述 1854 年海

陽彩塘人吳忠恕反清事蹟，歌冊中描繪軍隊豎旗拜會儀式、隊伍編制、軍餉調集、

以及地方鄉鎮中宗族大姓、派系、官紳民之間的複雜關係。《樟林遊火帝歌》長

達 5300 字（唱詞 698 行）記述清光緒年間樟林埠主神—火神巡遊的始末，並從

中反映出清代樟林的街區佈局、地方權力體系、對外貿易、民間戲曲、民風民俗

等面相。140時至今日，潮州歌冊的收集仍需持續努力，作為潮汕方言文化的一種

文學載體及豐富的民間文學遺產，如何進行耙梳與探索歌冊所透露的社會與文化

訊息，乃至其在方言和地方曲藝研究上有所進展，則有待不同領域學者的集思廣

                                                      
138

 譚正璧、譚尋編。1982。《木魚歌．潮州歌敘錄》。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馬慶賢，〈譚

正璧譚尋《潮州歌敘錄》補遺〉，收於黃挺主編，《潮學研究》13，頁 269-285。  

139
 上田望、大塚秀高編。〈潮州歌冊研究目錄（稿）〉。《金沢大學中國語學中國文學教室紀

要》（第三輯），頁 139-1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編。2002。《稀見舊版曲藝曲本叢刊．潮州歌

冊卷》（70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蕭少宋。2009。〈潮州歌冊研究〉。廣州中山大

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論文。 

140
 吳奎信。2007。《潮州歌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吳奎信，〈潮州歌冊溯源〉，收於

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1，頁 220-234；吳奎信，〈潮州歌冊《吳忠恕》的人民性與歷史意

義〉，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6，頁 195-207；吳奎信，〈潮劇與潮州歌冊〉，收於陳

三鵬主編，《第三屆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93-204；黃挺，〈地方文獻與區域歷史

研究—以晚清海陽吳忠恕事件為例〉，收於黃挺主編，《潮學研究》11，頁 45-74；陳春聲，〈從

《遊火帝歌》看清代樟林社會—兼論潮州歌冊的社會史資料價值〉，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

究》1，頁 7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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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二）潮州戲（潮劇） 

    潮劇之稱最早見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張心泰《粵遊小識》，以後逐漸

被普遍採用，歷史上潮劇曾出現不同的稱謂，如潮州戲、白字戲、潮音戲、潮調，

專指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地方劇種，是廣東僅次於粵劇的第二大劇種，直至今日仍

流行於粵東、閩南、港臺及東南亞的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 

在潮劇的研究中，有關潮劇起源的探討學者眾說紛紜，2012 年吳國欽曾對此一

問題提出整理和個人見解。141過往學界對潮劇起源的見解有四：蕭遙天在〈潮州

戲劇志〉、〈潮音戲尋源〉認為潮州戲是潮州本土之關戲童與秧歌戲的融合，張伯

傑在〈潮劇源流及歷史沿革〉中認為潮劇來自弋陽腔，李國平〈南戲與潮劇〉、

蕭遙天〈潮音戲的起源與沿革〉、楚川〈潮劇史話〉皆認為潮劇脫胎於正字戲，

筱三陽〈潮劇源流考略〉、林淳鈞〈潮劇探源三則〉、林倫倫〈潮汕方言與潮劇的

形成〉皆主張潮劇源於南戲。吳國欽駁斥前三種說法，力主潮劇是南戲支脈，潮

劇是南戲與潮汕本土文化藝術結合而成的地方劇種。 

學界大多認為潮劇的起源與正字戲或南戲有關。所謂南戲是南曲戲文的簡稱，

兩宋之際起自浙江溫州，宋室南遷後此地方戲劇流行於南方各省，因有別於北方

雜劇在文辭音樂的形式，故有南戲之稱。這種形成於北宋，風行於南宋的南戲，

在元末傳進東南沿海的泉州、潮州，成為潮劇的源頭。所謂正字即正音，是與白

字（鄉音）相對的稱謂，故正字戲也叫正音戲，是使用中州官話演唱的戲劇，明

代曾在潮汕與閩南流行。以官話說唱的正字戲戲文典雅，故事情節完整、藝術形

式豐富，為南下任官、經商者以及當地粗通文墨的讀書人所喜愛。然由於正字戲

戲文一般百姓不易看懂，故民間大眾熱中的還是以土語鄉音演唱的戲樂—白字戲，

雖有官方以端正風俗之名及行政手段屢行禁約，卻是屢禁不止。正由於民間對白

字戲的喜愛，使得明初南戲在泉、潮流傳過程中，吸收當地民間曲藝時使用越來

越多的潮州方言，始為說白，後又融入唱腔，形成一種正音與白話雜用，有別於

其他地方南戲的潮泉腔正字戲，故有潮諺「正字母生白字仔」142，其中正蘊含著

潮劇形成的基本過程。不過吳國欽對於潮劇源自正字戲的說法提出諸多反駁，例

如：語言唱腔不同，正字戲來自弋揚腔，潮劇來潮泉腔；劇目文武有異，正字戲

                                                      
141 吳國欽，〈潮劇溯源〉，收於陳春聲、陳偉武主編，《地域文化的構造與播遷：第八屆潮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227-247；康保成、詹雙暉，〈從南戲到正字戲、白字戲—潮州戲劇形

成軌跡初探〉，《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27-31；林倫倫，〈潮汕方言與潮

劇的形成〉，《語言文字運用》2000（4）：73-78。 

142
 所謂「正字」是指以官腔演唱的宋元南戲正音，正字戲傳入潮洲後，逐步改用潮州方言演唱，

衍變成潮劇的白字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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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武場為主，潮劇擅長文戲；演員有別，正字戲為全男班，潮劇以童伶143為主，

且有女小生的扮演傳統等等。誠如饒宗頤先生所說，中國對於民間戲劇調查研究

的進展，特別是溫州南戲、閩劇中的莆田係的深入鑽研，將有助於潮劇來龍去脈

的研究，是故潮劇的起源和演變在學者的持續研究下將日益清晰。 

迄今所見傳世潮州戲文最早刊本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重刊五色潮泉插

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全集》，而針對刊刻或抄錄傳世的所謂「明本潮州戲

文」144，其內容的唱段說白、語言結構、曲牌名稱和表演形式都是學者研究潮劇

淵源和歷史演變的珍貴資料，饒宗頤、陳歷明、林淳鈞、吳國欽、林道祥等學者

皆有相關論著發表。145 

地方戲劇從聲腔到角色行當，處處可見戲劇的藝術性與地方性。戲曲劇種的

特徵尚有音樂聲腔系統，潮劇聲腔主要為潮泉腔。方言是聲腔存在的基礎，方言

決定聲腔，而聲腔影響劇種的個性與特色。由於潮州與泉州地緣相近，平壤相接，

文化習俗相仿且同操閩南方言，因此當戲文在閩南和潮汕地區流傳時，戲文唱腔

與當地民間音樂結合而形成新的地方戲曲聲腔，即潮泉腔。今存明本潮州戲文《荔

鏡記》有潮泉二部，既可唱潮腔，也可唱泉腔，實因兩者在聲腔上的類似。而潮

劇角色行當從生、旦、淨、醜、外、末、貼七行角色，而後發展為生、旦、淨、

醜四大行當，各行當又可細分出不同分支。有別於其他劇種，潮劇各行當中醜行

的分支最多，包含三教九流、市井百業無所不演，丑角在潮劇適應性之廣，且有

其獨特的表演藝術。醜行在潮劇的突出地位反映潮劇濃厚的民間特色—善於結合

民間音樂、舞蹈、雜耍的特點，其表演技巧最能體現地方特色的語言藝術（念、

唱）及人物形象所貼近的社會生活。 

                                                      
143

 吳真，〈潮劇童伶制探源〉，收於陳三鵬主編，《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240-252。 

144
 《新編全像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劉希必金釵記》（簡稱金釵記）、《蔡伯皆》、《重刊五色潮

泉插科增入詩詞北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簡稱荔鏡記）附刻《顏臣》、《新刻增補全像鄉談

荔枝記》（簡稱荔枝記）、《重補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簡稱金花女）附刻《蘇六娘》。 

145
 林淳鈞、陳歷明編著。1999。《潮劇劇目匯考》（上中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林淳

鈞。1993。《潮劇聞見錄》。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明本潮州戲文五種》。1985。廣州：廣

東人民出版社；陳歷明。2001。《明本潮州戲文論文集》。香港：藝苑出版社；陳歷明。2009。

《廣東出土明本戲文》。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陳歷明。2012。《潮州出土戲文珍本《金釵記》》。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吳國欽，〈論明本潮州戲文《劉希必金釵記》〉，收於饒宗頤主編，《潮

學研究》6，頁 166-181；黃文傑，〈明本潮州戲文俗字探源〉，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

7，頁 169-180；林道祥，〈《明本潮州戲文五種》零劄〉，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4，

頁 175-183；林道祥，〈明本潮州戲文疑難詞語辨析〉，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7，頁

181-191；曾憲通，〈明本潮州戲文所見潮州方言述略〉，《方言》1991（1）：10-29；曾憲通，

〈明本潮州戲文《金花女》之語言學考察〉，《方言》2005（1）：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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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潮劇融合正字、白字，使潮汕方言讀音文白異讀的特色被突顯出來；146潮

劇唱腔的另一個特點是幫唱（幫腔），幫唱源於南戲，在其他地方劇種亦有之，

而潮劇的幫唱廣泛運用於劇情的發展中，透過幫唱揭示人物內心、評議人物行為

或隱喻增加戲劇情趣。147其次，潮劇不僅承載當地的方言、語音和歌謠，更傳載

當地的民風習俗、民間心態及審美習慣，148故透過潮劇的分析或可一窺庶民生活

的面貌與心態。作為地方戲劇的潮劇，是粵東潮人語言、情感和藝術的綜合體，

也是潮州文化中至今為人關注的焦點，更是一項值得多方探索的課題。 

 

 

五、潮州工夫茶 

    當前大多數人刻板印象中，潮州文化所指涉的具體項目不外乎潮州話、潮州

戲、潮州菜、工夫茶、潮州工藝、潮州音樂、潮州民俗等。換言之，工夫茶被視

為潮州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潮人生活中顯著的特色。工夫茶有寫做功夫

茶，雖有並用，但較多專著採用工夫茶的稱法。論述者就茶道、茶藝的觀點，稱

工夫茶含有器具精巧、方式精緻、物料精絕、禮儀周全等特點。149 

（一） 工夫茶與功夫茶之辨 

                                                      
146 林倫倫，〈潮汕方言與潮劇之關係散論〉，收於陳三鵬主編，《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

集》，頁 149-159；吳國欽，〈潮泉腔、潮劇與《劉希必金釵記》〉，收於陳三鵬主編，《第三

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160-175；詹雙暉，〈從明本《荔鏡記》《金花女》看白字戲的

形成—兼談外來劇種在鄉社祭祀小戲衍變成地方劇種過程中的作用〉，《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

會科學版）》27（5）：33-42；鄭守治，〈台灣皮影戲"潮調"唱腔與潮劇、白字戲、正字戲的關

係〉，收於陳景熙主編，《潮青學刊‧第一輯》，頁 63-71。鄭守治。2010。《正字戲潮劇劇本

唱腔研究》。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鄭守治，〈正字戲《三關記》考述〉，收於黃挺主編，《潮

學研究》13，頁 256-268；郭啟宏，〈藝文志畛域之豐碑—序林淳鈞吳國欽合著《潮劇史》〉，

《藝術評論》2015（5）：78-81。 

147
 林淳鈞，〈潮劇明清時期的幫唱與現代幫唱的比較〉，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6，頁

182-189。 

148 林淳鈞，〈明代潮州戲文所見的潮州風俗述考〉，收於饒宗頤主編，《潮學研究》3，頁 77-291；

鄭智勇，〈明本潮州戲文《蔡伯皆》寫本的地方特色〉，收於陳三鵬主編，《第三屆潮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頁 224-234；吳迪華，〈潮劇劇目文本藝術與潮汕民俗文化關係研究〉，《大眾

文藝》2013（6）：58-59＆123。 

149
 郭馬鳳。2006。《潮汕茶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陳香白。2001。《潮州工夫茶》。

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曾楚楠。1999。《潮州工夫茶》。廣州：花城出版社；陳鏡雄、徐少娜

主編。1994。《潮汕工夫茶話》。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黃光武，〈工夫茶與工夫茶道〉《潮

學》1995：4；林曼莉，〈潮汕工夫茶名稱溯源〉，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編，《潮汕文化

論叢．初集》，頁 40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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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資料中，或稱工夫茶150，也有寫成功夫茶151，更有工夫茶、功夫茶並用

（例如《辭源》《漢語大詞典》），因此學者針對此一名稱的書寫進行辯證。從詞

義來看，「工夫」與「功夫」皆有做事耗費精力和時間的意思，故工夫茶或功夫

茶皆可指涉其製作或品飲之費時費工，難以選擇何者為宜。由於普通話及北方方

言讀「工」「功」同音，故工夫茶與功夫茶寫法上出現通用情況並不奇怪。然而

做為潮地之習俗，其文字表達當然要符合潮州方言。首先，從潮州方言來看，工

夫之「工」讀'gang'，功夫之「功」讀'gong'，兩者不應也不會混淆，故以潮州稱

工夫茶的口音，當然應該寫成工夫茶。其次，文獻中有將一定產地的岩茶茶葉品

種稱為工夫茶，或指稱專門的茶藝為工夫茶，清代以降不少文人雅士論及品茶或

茶藝亦出現工夫茶的寫法，學者專書論著多採用「工夫茶」的稱法，是故採用「工

夫茶」的寫法是比較妥適的。 
 

（二） 茶藝 

    據說：潮人飲茶歷史由來已久，祭祖、婚聘、待客、居家都離不開茶的身影，

從宋代開始，特別是明中葉飲茶風氣已遍及潮州社會，俞蛟在《潮嘉風月記》中

有著潮州工夫茶的最早紀錄，「工夫」指茶葉製作過程的精細考究，工夫茶的基

本特徵可概括為用小壺、小杯沖沏烏龍茶，故其發展取決於三個前提：條形散茶

的製作、瀹飲法152的提倡、紫砂壺的出現，茶、法、器三者兼備才能形成完整的

工夫茶茶藝。 

    正宗的潮州工夫茶不僅要用散條形茶，且必須用烏龍茶，因為烏龍茶是介於

紅茶和綠茶間的半發酵茶，具有香高、味醇、綠葉紅鑲邊三大特色，其獨特風味

尤其適合工夫茶沖泡。福建是烏龍茶的重要產地，武夷山茶葉更是著名153，乾隆

時袁枚曾在《隨園食單‧茶‧武夷茶》中描述他在武夷山品茶的方式，顯然就是

後來所說的功夫茶藝。俞蛟〈潮嘉風月〉描繪韓江六篷船上的飲茶習俗、晚清張

心泰《粵遊小記》記述工夫茶茶藝逐漸擴展成為當時習尚。潮郡雖說「尤尚工夫

茶」，但有「酷嗜破產者」，可見工夫茶在當時所費不貲，其流行範圍應是官僚、

                                                      
150

 （清）俞蛟《潮嘉風月》：「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張心

泰《粵遊小記》：「潮郡尤善工夫茶，有大焙、小焙；小種、名種、奇種、烏龍等名色，大抵色

香味三者兼全。」；（清）梁章钜《歸田瑣記》：「山以下多不可得，得則泉州、廈門所講工夫

茶。」；郭柏蒼《閩產錄異》：「有就茗柯則嫩芽，以指頭入鍋，逐葉捲之，火候不精則色黝而

味焦，即泉漳台澎人所謂工夫茶。」；徐珂《清稗類鈔‧飲食類》：「邱子明嗜工夫茶」條。 

151
 以功夫茶稱茶藝，見於（清）施鴻保《閩雜記》：「漳泉各屬，俗尚功夫茶。」；《清朝野

史大觀‧清代述異》見卷 12，功夫茶二則。 

152
 散茶在唐代已出現，不過飲用時仍要碾末煎飲，明代炒青製茶法風行天下，成為製茶方式的

主流，同時也出現用沸水直接沖泡以炒青製成的不碾成末的條形散茶，此即明人首創之瀹飲法。 

153「漳泉各屬，俗尚功夫茶，…….以武夷小種為尚。」（清）施鴻保，《閩雜記》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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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商、名士間，非一般庶民百姓所能望項。至於潮汕地區普通民眾飲用工夫茶的

風氣是二十世紀五〇年代的發展，而後蔚為大眾的習尚。翁輝東《潮州茶經—工

夫茶》一書正完成於五〇年代的社會背景中，也是第一部有系統論述工夫茶俗的

專著。 

    工夫茶具精緻小巧起自明代中後期，當時士人品茶講究理趣，追求品飲過程

中的精神、文化享受。功夫茶具以宜興出產的紫砂茶具最受人鍾愛，除了其造型

風格的別緻品味，更在於其質地適合瀹飲法泡茶154。據明周高起《陽羨茗壺系》

記載宜興紫砂壺創始於明代正德年間，而萬曆年間製壺名家備出，時大彬、李大

芳、徐大泉被譽為「三大壺中妙手」。時大彬獨樹一幟，將大壺改制為小壺，小

型紫砂茶具的出現為工夫茶提供必要的茶具。潮人講究工夫茶具中的「孟臣罐」

即明代天啟、崇禎年間以製造小壺聞名的紫砂名匠惠孟臣的作品。有關紫砂壺的

研究和收藏在潮學研究中多屬於介紹或說明性文章，未見深入或具體課題的探討

和論述。155 

    工夫茶講究沖泡方式，經過文人雅士的潤色渲染形成一套定型的方式。工夫

茶的講究包括茶葉、用水、茶具、沖泡和品嚐。茶葉：舊時習慣並崇尚福建烏龍

茶156；用水：舊時諸多講究，山泉為上，江水為中，井水算下；茶具：根據翁輝

東《潮州茶經—工夫茶》所列有茶壺、蓋甌、茶杯、茶洗、茶盤、茶墊、水瓶、

水罐、龍缸（貯清水用）、紅泥火爐、砂  羽扇共 12 件，稱為 12 寶；沖泡和品

茶：納茶、候湯、沖泡、刮沫、淋罐、燙杯、灑茶和品茶，有八步法之稱。然而，

隨著時間推移，社會環境的變動以及工夫茶的普遍化，過去所講究的各程序自然

也有頗多的簡化和調整。 

 

（三） 工夫茶的文化探討 

    有關潮州工夫茶的定位和評價，推崇潮州工夫茶者稱認為：潮州茶道堪稱中

國茶道代表，以七義一心157來表達其規範之美；同時將工夫茶道與日本茶道相提

                                                      
154

 後人稱紫砂壺具有三大特點：泡茶不走味、貯茶不變色、盛夏不易餿。 

155
 李景康、張虹。1998 重版。《陽羨砂壺圖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林長華，〈功

夫茶具〝四件寶〞〉，《農業考古》1992：2；黎淑儀，〈從功夫茶談到孟臣壺〉，收於陳三鵬

主編，《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516-522；陳寶，〈論潮州工夫茶茶具的設計藝術〉，

景德鎮陶瓷學院碩士論文（2013）。 

156
 烏龍茶是閩北武夷山的岩茶和溪茶的總名，諸多茶葉名目如：鐵觀音、奇種、單叢、水仙、

大紅袍、一枝春等。 

157
 工夫茶道義理有七，茶德、茶理、茶情、茶禮、茶學說、茶導引，核心思想則為「和」。換

言之，通過茶事過程引導個體走向品德修養以實現人類和諧安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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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論，也提及兩者間不排除有淵源關係及相互影響。158所謂茶道，在不同文獻中

有著不同的含意與層次，它可以是指飲茶的精神享受，也可以是烹茶的程式技術

（或稱茶藝），當然也可以是品茶的精神境界。工夫茶有別於日本茶道，清代以

降它是雅俗共賞的大眾品飲藝術，沒有規定在一定地點、一定時間、嚴格的主客

對答程式，有的是消渴、去滯、提神的作用，以茶會友的休閒娛樂。故而有學者

主張工夫茶道是一種品飲方式，以精細小巧為其特徵，至於喝茶悟道則是借題發

揮的思辨。159 

    此外，論及功夫茶的作用與影響，工夫茶興起於福建而長盛於潮州？潮州工

夫茶的生命力在於適應潮人之民性、民風，亦即和潮人的心態和日常生活習慣吻

合，故能根植潮汕文化的土壤。較之北方人的豪放質樸，潮人性格顯得精細慎慮，

在聯絡情感、洽談生意時，工夫茶可適時緩衝人際關係，展顯潮人精細、儒雅的

特色，同時成為凝聚在外地聚居潮人的認同和向心力。不少介紹工夫茶的文章，

多會提及工夫茶上潮商經濟活動中，茶葉既是商品之一，更是商場交際互動的最

佳潤滑劑。近現代以來隨著工夫茶的普及，茶事、茶藝雖非萬能，然而對海內外

潮人溝通鄉誼及文化認同的功能仍是具體存在的。 

    有關潮州工夫茶的討論，筆者所見多為描述性的篇章或短篇感言，未見較紮

實的學術論著，論者多所推崇並認為此一茶飲習慣與閩地產茶息息相關，也與閩

地喝茶形式相類似。然而，也有學者注意到文獻中的不同說法160及所徵引的史料

實屬片段（隻字片語）且有限，並不足以說明潮人喝茶的真實狀況並論證潮州工

夫茶的來源及演變。換言之，被視為潮州文化的象徵事物—工夫茶或許需要更多

史料的耙梳與嚴謹的論證，以免成為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所謂「被發

明的傳統」（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161 

 

 

六、結語：展望與省思 

                                                      
158

 秦牧，〈中國茶道〉，《潮汕鄉訊》1986 年 5 月 24 日；張華雲，〈潮汕工夫茶道〉，汕頭大

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編，《潮汕文化論叢．初集》，頁 220-234；陳香白，〈現代茶道源於潮州

工夫茶〉，收於陳三鵬主編，《第三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503-515。  

159
 黃光武，〈工夫茶與工夫茶道〉，《潮學》1995：4。 

160
 （明）郭子章，《潮中雜記》：「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潮。」；（清）吳穎編，

《潮州府志》：「潮俗不甚貴茶，佳者多不至。」 

161
 「傳統」或「傳統文化」是大家常用的術語，但其內容卻未被仔細地研究。近兩百年來，基

於政治或經濟需求，「新傳統」刻意被創造（捏造）出來，或是從「舊傳統」、「舊習俗」轉化

改造而來。換言之，傳統有時是人為創造的，並且具有現實文化和社會意義。周樑楷，〈傳統與

創造的微妙關係〉，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頁

5-7。 



2015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閩南文化的流動 

136 
 

歷史上影響潮州文化的群體及文化眾多，例如：福建漳州、廣東梅州和惠州

等地區，它們不僅在過往的行政區劃中與潮州分分合合，更直接影響到潮汕地區

從方言語音到民風民俗的形成，造就潮州與漳、梅、惠地區既有差異又有不同程

度聯繫。隨著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與嶺南地區的開發，唐宋以降越來越多移民陸

續遷入粵東，不同的文化要素在這塊地域逐漸融合出所謂的潮州文化。其中閩南

文化因地利之便，成為粵東發展過程中影響最深遠的因素之一，從潮州方言、歌

冊與潮劇處處可見植基於閩方言下的共通性，而潮州工夫茶從稱謂、茶具到品飲

方式亦被推測為閩潮兩地間文化影響。潮州文化當然不是閩南文化的延展或分支，

但在潮州歷史源流中閩南文化有其不可抹滅的影響與痕跡，即便在 21 世紀的今

天我們仍可在潮州文化圈中不時撞見閩南文化的蛛絲馬跡。 

時至今日，潮州文化已然成為一個公認的特定文化共同體，其間當然有因時代變

遷或其他文化體系的衝擊而產生變化，然其文化的內涵與特色不斷地被強調，特

別是其共同的語言、風俗、藝術乃至文化心理。隨著潮州學的倡導與近年來研究

的深化，學者對於潮州文化的稱謂、內涵乃至定位，出現不同的觀點與見解，是

故進行更縝密的思考和辯證有其必要性。 

首先，關於「潮州文化」的稱謂，無論專家學者或一般大眾經常以「潮汕文

化」稱呼之。潮汕是潮州與汕頭的合稱，潮州做為地方行政區的正式名稱始於隋

代，唐代以降雖歷經多次行政調整，然潮州之名沿用至今。在歷代的經營開發下，

潮州成為粵東地區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功能的代表城市。汕頭原是清代潮

州府澄海縣治下的漁村，因地理位置與港口條件的優越逐步擴展為商貿港口。鹹

豐十年（1860）隨著汕頭開埠，港市的運輸與商貿能急速成長，現代工業與商業

金融制度的相繼引進，更使汕頭發展淩駕其他粵東地區的市鎮。民國以後，汕頭

以現代港市的優越地位逐步取代潮州長期以來在粵東的中心位置，於是潮汕並稱

的說法遂取代傳統潮州之稱謂。汕頭做為現代經貿活動與城市現代化的成就是無

庸置疑，然而植基於歷史的文化代表以及做為凝聚海內外潮人的文化標誌，潮州

應是粵東地區極具代表性的名號。162當然，無論是潮州或潮汕通常指涉的意義都

是行政地域的範圍，然而在該地域生活的不僅有講閩南語系的人群，也有所謂客

家人、畬人、瑤人等族群。是故筆者認為論述粵東地區的文化時，潮州文化的稱

謂應該比潮汕文化更為合宜，能否有更為精確或適當的稱謂，則涉及對潮州文化

根本問題的進一步論述。 

對於潮州文化的基本（根本）問題—潮州文化的內涵與性質的論述，學界論

述時有所聞，然至今莫衷一是。163無論是主張地域文化說的詹伯慧、張富強、丁

                                                      
162

 張秀蓉，〈在潮、汕之間—清代潮州與汕頭經濟地位的更迭〉，收於《近代中國的社會與文

化（960-1800）論文集》，頁 423-466。 

163
 或持地域文化說，如詹伯慧、張富強、丁旭光、杜松年等；或主張民系文化說，如李權時、       

杜經國等。另，陳家麟，〈有關“潮汕文化”的若干理論問題〉，《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

10（4）：66-73；黃挺《潮汕文化源流．引言》，頁 1-4；杜經國、杜昭，〈有關潮汕文化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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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光、杜松年等，或是主張帶有群體特徵非單純地域文化（即以潮汕地區為基地

由海內外廣大潮人所創造的文化圈）的杜經國，或是主張民系文化說的陳澤泓，

潮汕文化（即潮州文化）乃是作為漢文化分支的潮州民系文化，是潮汕地區以潮

汕方言為主要特徵且具有鮮明特色的文化共同體。民系164一詞最早見於羅香林發

表的《客家研究導論》，20 世紀 30 年代發明民系概念時，羅香林述及與客家和

廣府相對的民系是福老（佬），並非潮汕或潮州，故稱潮汕文化為潮州民系文化

似乎也有可議之處。另外，陳家麟從潮汕文化基本風格，也就是目前大多數人所

接納的潮汕文化八大特點—潮州話、潮州戲、工夫茶、潮州菜、潮州音樂、潮州

民俗、潮州工藝品和潮人文化心態而論，認為潮汕文化應是形成於明代至清初。

此外，陳春聲在論述地域社會史研究則的族群問題，提醒一直到 20 世紀 40 年代

為止，潮州人從來沒有做為一個與客家人相對應的概念被使用。16550 年代以後，

由於原屬潮州府但講客家話的大埔、豐順二縣劃歸梅縣地區，汕頭地區各縣主要

以講福佬話的居民開始被稱為潮州人或潮汕人，福佬話（或白話）逐漸被稱為潮

州話。至此潮州人才成為與客家人相區分並帶有族群色彩的觀念。166簡言之，回

歸歷史脈絡，潮州人與潮州文化的概念及內涵並非一成不變。若潮州學如饒宗頤

先生所界定是以潮州地區的人文現象做為研究對象，而不僅僅是與客家人相對應

的另一方言群體（即現代習慣所謂講潮州話的人群），同時論述族群問題的核心

是文化或教化，並非血統。那麼潮州文化能否定義為潮州地區在歷史發展中形成

具有穩定特質和特色的文化共同體，至於文化內容或內涵，何謂文化的穩定特質

和特色就需要更多的論述和思辨。 

做為文化的載體，語言總是忠實反映出使用該語言的社會發展及其文化，通

行在一定地域的方言則是各種地域文化的最直接體現。研究方言除了研究它的內

部結構，展示該方言在語音、詞彙和語法的特徵，更應該連結該地域的歷史文化

以透析其文化特徵。所謂方言的文化特徵可概括為方言在內外關係和古今流變中

                                                                                                                                                        

個問題〉，收於汕頭大學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編，《潮汕文化論集．初集》，頁 123-134；陳澤泓，

《潮汕文化概說．潮汕文化定義、定位》，頁 37-57；陳春聲，〈地域社會史研究中的族群問題—

以“潮州人”與“客家人”的分界為例〉，《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3（2）：73-77，

先後都對潮汕文化的定位提出補充或辯證。 

164
 民系是民族的分支，所謂民族是指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

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質素的穩定共同體，而民系則是具有民族特徵，但規模較小、特徵較為集中

者的稱謂。 

165
 韓江流域的兩個方言族群因 1907 年以後教科書之爭論而有「客家」和「福佬」之別—以方言

做為分類標誌，而後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一書強化「客家人」的觀念，並提出將廣東人按照

方言劃分為客家、福佬和廣府三個「民系」的分類方法。其中福佬一詞其實只是客家人對韓江下

游講閩南方言（福佬話）人群的稱呼。 

166
 陳春聲，〈地域社會史研究中的族群問題—以“潮州人”與“客家人”的分界為例〉，《汕

頭  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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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現出的特點。167透過潮州方言、歌冊與潮州戲的探討，學者專家在方言的內

部結構已有部分的成果，然值得深入或重新省思的議題仍然不少。而方言的文化

特徵則付之闕如或是鳳毛麟角，筆者認為此一部分仍待語言學、文學、歷史學、

社會學等不同領域的學者戮力開發。 

針對潮汕地區特有人文現象的探索—潮學研究，學者專家不僅注意到潮汕文

化的起源與發展，更對潮州地區的人事地物、省內境外的不同文化互動與潮汕海

外移民的種種議題投注人力與心力。近年來雖有學術成果的展現，然而許多議題

的探討仍存在許多疑問與亟需補白的地方，諸多尚未觸及的研究領域也仍待更多

學者的思索與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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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陳春聲教授發言稿 

(鄭振滿教授代宣讀) 

張秀蓉教授《從閩南到潮州：人群與文化的流動》一文，對近百年來有關潮

州地區歷史文化研究的相關論著做了系統整理，著重從地理環境與人口流動、潮

汕方言、潮州歌冊與潮劇、潮州工夫茶等4個方面展開論述，並力圖從百姓日常

生活的細節與具體場景說明閩南文化與潮汕文化之間的關連性。文章持之有故，

言之成理，從一個有意義的角度擴展了對閩南文化研究學術內涵的理解。 

筆者認為，文章在以下諸方面或可以作更深入的討論： 

1、關於“潮汕文化”的定義。首先，汕頭的興起在1860年代以後，“潮汕”

一詞作為該地域的指稱，應在19世紀末才出現，能否用“潮汕文化”一類的辭語

來概述自漢代至清代前中期該地域的文化情形，學術界尚有不同看法；其次，“潮

汕”作為“潮州”與“汕頭”的合稱，通常的意義是行政地域範圍，在該地域生

活的不但有講閩南語系話語的人群，還有所謂客家人、佘人、瑤人等等族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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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潮汕文化”是否專指一種“民系文化”，也是可以討論的。其實，羅香林

先生20世紀30年代發明“民系”這個概念的時候，與“客家”和“廣府”相對應

的民系是“福老”，而非“潮汕”或“潮州”。 

2、關於歷史上的移民問題。如何結合地方社會的發展脈絡，更好地理解和

解釋族譜關於祖先來源的記載，是中國移民史研究中長期見仁見智的一大問題。

鄭振滿教授是宗族和族譜研究的權威學者，只要不想偷懶，關於這個問題一定會

有深刻而精彩的闡述，恕不贅言了。 

3、關於潮汕方言。文章已經注意到從福建泉州到廣東瓊州（今海南省）沿

海閩方言帶的存在，這一方言帶可能暗示著史前時期生活在這一地域的某個與海

上活動有著密切聯繫的族群的存在。若是從這一角度考察所謂“潮汕文化”的特

質，加之歷史上韓江流域下游百姓長期、大量依據海外的傳統，也許文章開始將

“潮汕文化”定義為“嶺南三大民系文化中，居住地域面積最小且未超出廣東地

域的群落”的學術視角，有值得重新審視的可能。 

4、關於功夫茶。儘管從宋代開始，有關潮州地區的詩詞即反映本地人有用

茶的情況，但迄今為止能發現的資料，都未能顯示當時本地人喝的就是所謂“工

夫茶”。另外，文章認為“明中葉飲茶風氣已遍及潮州社會”，但對已被廣泛關

注的明萬曆十年（1582）潮州知府郭子章在《潮中雜記》所言“潮俗不甚用茶，

故茶之佳者不至潮”和清順治十八年（1661）潮州知府吳穎主修《潮州府志》所

雲“潮俗不甚貴茶，佳者多不至”等歷史記載，應做更詳細的考辯或說明。 

以上意見，僅供張秀蓉教授參考。未能到會當面請益，深感遺憾和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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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宗族活動的當代模式——以龍岩蒋锺英宗族为例 

 曾葉萌恬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文討論的是福建龍岩新羅區的一個閩南式宗族——蔣鍾英家族，在改革開

放以後宗族重建和恢復的過程，以及當下宗族活動的現况。福建蔣氏鍾英家族，

從明初始祖遷徙到龍岩新羅區已 600 多年之久。當代的蔣氏宗族在改革開放之後

積極的進行宗族的重建與傳統文化祭祀恢復，蔣氏宗族通過修族譜，建祠堂，進

行祭祖活動等，喚醒族內成員的宗族意識，並將宗族的社會功能發展出新的方向，

現代宗族的重建與傳統模式下的宗族活動有很大的差异。本文通過闡述宗族的變

遷與發展狀況，分析各種社會因素對宗族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所創造的當代新

型宗族生存和發展模式，從而探討現代宗族存在和延續的意義。 

 

關鍵詞：宗族、龍巖、新羅、現代宗族、宗族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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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宗族作爲一種社群關係在中國已延續了近千年，雖然期間因爲特定的社會條

件和歷史原因，宗族的地位一直存在著從强盛轉向式微，式微又重新强盛的循環

過程，但沒有任何一次的打擊比新中國成立以後的種種社會革命運動帶來的打擊

更爲强烈，幾乎中斷了中國大陸地區的宗族文化。然而 1978 年以後的改革開放，

先從改變經濟體制模式開始，將政治、文化的逐步開放，對宗族的壓迫和打擊，

也從改革開放以後走向緩和。宗族沒有因爲時代的發展被蠶食殆盡，走向解體，

反而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得以續存、發展，甚至是不斷强化。 

宗族的出現與持續存在，從根本上來說，是漢人爲滿足對自身歷史感和歸屬

感需求的體現，是漢人的本體性需求。中國農村宗族重建和轉型進程中的表現和

特點證明，他們正在努力尋求一種既合乎傳統，又能適應現代生活的適當的組織

結構形式。168宗族不僅僅是傳統的，舊的政治社會遺留下的地方制度，無論對它

的意義界定是什麽，它都具有强大的歷史適應性，能够隨不同的社會經濟狀况的

變化而做出調適，宗族的存在與發展與社會地域環境發展息息相關。 

肖唐鏢先生在談到宗族社會是否能夠融入公民社會一命題時，認爲宗族在社

會變遷中滿足鄉民和鄉村社會的功能需求，如規範人倫與社會秩序，提供社區公

共物品，促成精神和心靈層面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宗族幷沒有隨現代化的興起而

發生結構消解，致使出現了功能轉型，即從傳統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功能兼具的

一體化組織轉變爲以意識形態功能為主的文化型組織。169此類情况也出現在當代

                                                      
168

 錢杭、謝維楊，《傳統與轉型：江西泰和農村宗族形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169
 馬克思認為，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它以表現一定社會中人們的利益、意志、

願望和要求為內容,其基本功能就是直接參與社會生活,以鞏固或改變一定的社會關係。它既是人

們特定的經濟關係和物質生產方式的觀念表現,又直接構成了人們特定的思想關係和精神生活本

身。意識形態的功能就是直接參與社會生活。它既是物質關係的觀念表現，又直接構成思想關係

和精神生活本身。意識形態所具有的這種實踐性特徵，使其在現實社會發展中的功能具體表現為：

作為「觀念的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作為「階級社會維護意識」的意識形態以及作為「人類文

化發展載體」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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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臺灣鄉村。170傳統宗族在現代化潮流中仍具有生命力，對於現代社會仍然存在

重要價值，或者說，宗族在現代化進程中能夠實現「傳統的現代轉換」，從而融

入現代公民社會。171 

本文通過研究和分析福建龍巖蔣鐘英家族在改革開放以後，對宗族復興和重

建進行的宗族活動，討論新式宗族活動的內容和特點，闡分析各種社會因素對宗

族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所創造的新型宗族生存和發展模式。 

蒋锺英宗族的历史变迁与发展 

龍岩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起點和重要聚集地，全市 80%的人口是客家人，

由于新羅區的行政建制的歷史變遷原因，現今的龍岩市新羅區雖被劃分在福建閩

西地區的範圍內，但不同于閩西地區的大部分客家族群，居住在新羅區的龍巖人

基本都使用「龍巖話」，172也保存著大部分傳統的閩南式習俗（如祭祀活動等），

但也不免受到一些客家習俗的影響（如龍岩話等），有著不同于其他傳統閩南或

閩西家族的特色。 

龍岩蔣鍾英家族，從元代的開基祖開始，大部分的族人累世集居在龍岩市新

羅區範圍內，是龍巖地區少數的閩南宗族。據《蔣鍾英族譜》記載，宋朝末年，

蔣鍾英族的遠祖蔣世英原居福州閩縣嘉泉裡螺洲城門，173其子伯達為避兵災舉家

南遷漳州。伯達孫翠岡公，元末因戰爭頻繁，從漳州入巖，於龍巖縣孔聖宮後建

屋定居，為入巖始祖。174翠岡公于洪武二年登籍，明清兩朝將蔣氏家族譽爲「龍

岩縣守德戶」。175二世祖雲山公，生於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卒於天順六年（1462

年)，為所邑秀才，精通陰陽地理蔔算之學，被縣令尊為耆老。蔣家的祖屋與祠

堂由雲山公建于州前坊學巷，176名鍾英堂，177建成年代約為正統五年（1440 年）。

                                                      
170
 肖唐鏢，《宗族政治——村治權力網絡的分析》，商務印書館，2010 年 3 月，頁 285。 

171
 王滬寧，《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項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72 是閩南語的一個分支。 

173
 閩縣現今為福州市區和閩侯縣部分地區。 

174
 今龍巖新羅區區政府內一隅。 

175
 參考整理至：蔣翠東等編纂，<翠岡公別傳>，<翠岡公贊>，<蔣鍾英族譜別傳>，《蔣鍾英族

譜》，民國十二年版。蔣根發等編纂，《蔣鍾英紀念堂堂譜》，2005 年版。 

176
 今位於龍巖市新羅區中共龍巖市委員會，新羅區軍民路 41 號。龍巖縣誌中記載，縣府曾為蔣

輔在學巷立鍾英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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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三世祖蔣輔，生于永樂六年（1408 年），卒于弘治三年（1490 年），號泉巖先生。

族譜中記載：「泉巖公，為明宣德己酉科舉人，初任廣安州學正，後任翁源、金

溪訓導，槁城吉水教諭，最後升至寧國府教授，三典文衡，179出任鄉試考官與會

試考官，曾著有《泉巖文集》兩卷、《南橋集》和《祀鄉賢》。」180在宣德年間，

大宗祠堂鍾英堂前立有「鍾英坊」，用於表彰泉岩公的德行。經過三代的發展生

息，蔣家從一個小家庭，分支成三大房，四世祖拙菴公生三子：長房為寵之後，

稱樂山派；次房為寅之後，稱竹窗派；三房為宇之後，稱侯山派。三大房人丁眾

多，家業豐盛，開始形成蔣鍾英宗族。 

清朝時期的蔣家，由于年代久遠，資料缺失，又沒有編修完整的宗譜，所以

難以詳細瞭解蔣家當時的發展情况，族譜修纂，祠堂建造，族人遷徙等等都已經

不可知。只能從民國十二年續修族譜的別傳與仕籍錄中判斷，清朝年間的蔣氏族

人仍恪守二世祖、三世祖的治家之本——忠義仁孝信，幷以選舉科考爲志，選登

在別傳的先人，都是仁義或者是忠孝的典範，仕籍錄中，也將中舉或者是讀太學

的族人名諱詳細的記錄。其中有兩位祖先，在族譜的仕籍錄中有所記載：十二世

祖，三房的應城公曾任清乾隆年間奉政大夫，貴州安順府分駐郎； 十三世祖，

二房的鳳舉公為清嘉慶已未科殿試三甲五十名，曾任嘉慶年間的刑部主事擢刑部

員外郎。 這兩位族人的功名均超過三世祖泉巖公的功名，也許是資料缺失的原

因，他們的事跡並不為現在的族親所知。蔣鍾英宗族從明代起至民國，共有三人

登仕籍、八人受封贈、一人中進士、三位舉人、十八位貢生、十九位曾任官職、

四十一位秀才、十位武秀才、一百六十一位太學生、四十二位文泮，算是世代書

香門第之家。特別在清朝時期，出了很多的秀才和太學生，在官府任職的族人也

是以清朝爲最多，但這些人的事迹現在也都已經不被族人所知了，只在族譜上有

簡單的記錄。通過上述記述，我們可以推測出清朝年間的蔣氏族人仍恪守二世祖、

三世祖的治家之本——忠義仁孝信，幷以選舉科考爲志。 

蔣氏鍾英族譜，初修是由翠岡公孫——第三世祖蔣廷佐于明正統五年主修，

其宗旨在于慎終追遠，明辨親疏，兄弟相袒。正統版族譜引中記載：「適見吾父

                                                                                                                                                        
177

 參考整理至：<雲山公別傳>，<雲山蔣先生行狀>，<雲山蔣先生墓表>，《蔣鍾英族譜》，民

國十二年版。 

178 後因爲鄧茂七亂，約於正統十四年重建（1449 年）。 

179
 文衡：原意為品評文章，猶如以稱量物。後用來借代評定文章高下以取士的權利。舊指以文

章取士的標準來取捨權衡。又指科舉制度下的主考官。資料來源：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網絡版（民國 96 年 12 月版）。 

180
 泉巖公著作在《福建通志》、個年份的《龍巖縣志》中均有記載，但原著已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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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漢立祠堂之制，效宋儒去墓管于家之義，而建祠堂與居第之左，輪奐一新。父

曰祠堂建矣，族譜可無作乎？吾當語汝以記之。」在先父修建鍾英堂之後，泉岩

公蔣輔于明正統五年，尊父命創修了《蔣鍾英族譜》。作爲一位深尤經術的儒者，

蔣輔遵行明朝君王所推行的《大明集禮》中的祭祖禮制，在宗族中推行仁義禮教，

是十分符合常理的。蔣輔所著譜例與家範，仍被收入進民國續修族譜和 2001 年

版續修的族譜之中，他在家範中提出的「禮義廉耻，孝悌忠信，爲養性修身之綱」，

「勤耕讀，簡度日，乃齊家興業之基」，仍被作爲蔣氏宗族的規範來要求族人。

明正統版族譜文字、內容樸實無華，盡書其實，主要作用於尊祖敬宗，但該版族

譜原本現今已無存。 

在明清兩朝四百七十一年間，雖各房支都有私修族譜，但合族修譜却一直沒

有進行。各家私譜殘缺不全，代系不清，現今也沒有殘存的私譜。第二版蔣鍾英

族譜，也就是民國十二年版族譜（1923），由蔣翠冬等人續修，由大宗出資經費，

個房依據鍾英堂所開入神位，或者是立譜福捐資補全，大宗亦從族産中抽出田畝

一塅，作爲往後祭祀修譜所用。因受戰爭影響，民國十二年才得以將續修族譜完

成。該版族譜一共印刷 28 本，分別分發個三大宗各大房，其中長房 4 冊，二房

9 冊，三房 15 册，現今僅留存一本原稿。 

蔣鍾英宗族，從明初始祖遷徙到龍巖新羅區之後，在故鄉已經紮根600多年，

宗族曾經歷過明清官方鼓勵民間祭祀祖先與編纂族譜而達到頂峰，也經歷過淪為

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落魄，受到過辛亥革命和新文化潮流的衝擊，也在社會主義

革命的洪流中漂泊求生。族人對老族譜的尋找，開啟了失去聯繫的族親相認的機

緣，也促進了族譜的新修和祠堂的重建。 

新羅區現雖是龍巖地區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但早年是一個多山且交通不

便的地區，人口較沿海城市少，居民分佈不平均，經濟發展也一般。近 10 年以

來，機場、高鐵運輸和高速公路的相繼完工，使龍巖與省內省外的各大城市在空

間地理上的距離大大縮短。交通的改善也促進大量外來人口遷移進龍巖，人口高

速增長，原本傳統的經濟結構被改變使經濟快速騰飛，城市化進程也逐年加快。

雖然，新羅區還保留著一部分的農村用地和未完全開發地區，但已經算是一個新

興的、高速中發展的城市。蔣氏宗族成員的分佈由於城市化的進程在地理上被打

散，但並不影響宗族的重建，族譜的重修促進了宗族成員對宗族內部房支族人的

重新認識，新修建的祠堂——作為一個宗族組織的中心，也是血緣關係的象徵。

當代的蔣氏宗族迸發出了新的生命力，通過各種宗族活動，不斷提升本宗族的社

會地位，宣傳本宗族的正統性，增加宗族內部成員對於宗族的認同感。雖然在形

式上與傳統的宗族活動模式不太相同，但蔣氏宗族將宗族的社會功能發展出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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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這也是重建宗族作為文化符號的意義。 

宗族意識復興的伊始：新族譜的編修 

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宗族制度是最為重要的制度之一。在 1949 年以前，

宗族是維持基層社會秩序的基層社會組織，宗族活動中的祖先祭祀是維持農村社

會信仰的重要部分。1949 年以後，中國共產黨在成功取得全國政權後，對傳統

的宗族和鄉村治理體制實施了革命性的政策，中國大陸的宗族因此經歷了三個發

展階段：第一個時期是五十年代初期農村實行土地改革之時，宗族受到嚴重衝擊；

第二個時期是 50 年代至 80 年代宗族基本上銷聲匿跡；迨至 80 年代初農村實行

生產責任制之後，宗族活動逐漸增多，在歷史上宗族文化傳統濃厚的長江以南一

些地區尤其顯著。181 

蔣氏宗族在 1949 年後的社會主義革命下是被抑制的，特別是文革期間，政

府完全禁止宗族活動進行。1978 年改革開放之後，與許多學者所做過的宗族復

興調查不同的地方是，蔣鍾英家族的「復興意識」，不像其他宗族一般隨著改革

開放以後民俗活動復興潮流興起而迅速產生，反而是在整整 20 年以後，才開始

產生一系列的宗族復興行為。相較於許多宗族復興案例的「政治需求」與「經濟

需求」，蔣鍾英家族的復興顯得更為偶然性和戲劇化。 

在訪談中得知，最早萌生修族譜意識的族人為蔣根發和蔣長生倆人。他們在

一次偶然的晨練中結識，相熟之後發現兩人在童年時期曾經隨父親到過大宗祠堂

祭拜祖先，但半個世紀以來卻再沒有再見過面。這一奇妙的緣分感歎身為同宗的

親戚相見竟不相識，他們便萌發了尋找舊族譜和編修新族譜的想法。182二人經多

方打聽，最後在族親蔣炳松家找到了一份民國十二年版（1923 年）的族譜，這

也是今天蔣鍾英家族唯一留存的一份民國版族譜，族譜一共六本，由族人蔣炳松

的嬸嬸張七姑收藏保存。在文革破「四舊」時期，張七姑特地買了臭丸防蟲蛀，

並且將小木箱藏在稻草堆裡，使族譜躲過了紅衛兵的搜查得以倖存。蔣根發和蔣

長生認為舊族譜僅存一份，且年代久遠不易保存，便商量著要重新編修新族譜，

以繼續尋找失聯的族親和保存舊族譜的精華。 

在 2001 年 3 月 11 日，蔣根發和蔣長生將尋訪到的部分宗族成員集合，召開

了第一次編修委員會議，並成立了「蔣鍾英族譜編修委員會」。編修會議一共召

                                                      
181

 馮爾康，《中國宗族社會》，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318。 

182
 詳細修譜緣由，請參考：蔣根發撰，<前言>，《蔣鍾英族譜》，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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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十次，基本確定了續修族譜的材料收集、內容、形式、格式的編排、舊版內

容的刪減、新內容增加、經費籌備、繳納、族譜印刷、族譜認購、族譜內容補漏

補缺各項問題。擔任「蔣鍾英族譜編修委員會」的委員的祖、父輩大多都是民國

十二年版族譜的編修成員或者是當時負責所在房支的宗族事務成員。長房、二房

和三房都有人加入委員會，人數以三房居多，成員名單見（表 1）。大部分委員

都是退休的教師，對族譜的重修編纂存有一份熱情，他們在族譜編修過程中所做

的工作完全是義務的，幷沒有收取報酬。 

表 1：蔣鍾英族譜籌備委員會名單（作者整理） 

姓名 房分 編委內職務 畢業院校、學歷 工作單位、職務、職稱 

蔣國華 三 主編 華東師範大學 

中文系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龍巖師專黨委辦公室主任、教務處

處長、學報主編 

華東高校學報編輯協會理事 

蔣國芳 三 編輯、採編、

校對 

華東軍政大學福

建分校 

新羅區糧食局會計 

蔣炳祥 三 主任、採編、

校對 

廈門大學數學系 龍巖曹溪中學校長 

中學高級教師 

蔣拔生 三 副主任、採

編、校對 

華東師範大學數

學系 

龍巖西陂中學副教務主任 

中學高級教師 

蔣根發 三 副主編、攝

影、編排 

福建師範大學中

文系 

武平縣中保中學語文教師 

龍巖雁石中學語文教師 

龍巖五中語文老師 

中學一級教師 

蔣森發 二 採編、校對、

財務 

小學畢業 稅務師，科技局副股長 

蔣炳松 長 採編、校對、

舊族譜提供

者 

小學畢業  

蔣華山 三 採編、校對 高中畢業  

蔣友文 三 聯絡 龍巖師專 龍巖松濤小學校長 

小學高級教師 

市教委研究室研究員 

蔣友先 三 編輯採編、 龍巖師專 連城縣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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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福建省監察廳助理檢察員 

小學高級教師 

蔣椿海 三 採編、校對 龍巖師範大學  

蔣生發 三 編輯採編、

校對 

高中畢業 高級審計師、註冊會計師 

龍巖專署財政審計局副局長 

蔣義隆 二 編輯、採編、

校對 

高中畢業 雁石中學教師 

中學高級教師 

蔣長生 三 副主任、聯

絡、攝影、

編排、採編、

校對 

汕頭實用會計學

校 

新羅區財委會副主任 

省勞模 

新族譜在編修上與民國版族譜有所不同。首先，蔣家三房支人口眾多，舊譜

修纂時間距今相距較久，人員分佈地區也因為城市規劃更變而改變。也許因為社

會主義革命對於宗族的造成破壞程度甚大，大部分族人產生了對宗族的集體記憶

的斷裂，族內成員，包括修譜委員會的成員在內，對於蔣鍾英族的房祧並不清楚。

大部分族人只知道房分，不清楚支派，小部分成員只知道兩至三代先祖的姓名，

支派房分一律不清。尋找族親的行動主要是通過編修委員會來進行，編委們主要

按照各自的居住地，分區去進行調查和訪問，主要依靠各自的人際關係，尋找姓

蔣的人士。找到之後主要通過親自上門或者使用電話聯繫的方式（外地和海外的

族裔主要通過電話或者是電子郵件聯繫），請各位蔣姓族裔上報各自的姓名資料，

再同舊譜進行校對，確認無誤後則加入新譜中。舊譜與新譜之間因年代所差產生

的缺漏之處，幸因舊譜所記最後一世系人員，基本為入新譜的族人的父、祖輩，

對其姓名、出生年月、所出、生平及其葬地，大都能夠提供具體資料，基本將缺

漏處補全，所有資料蒐集大約花費了近一年左右時間。 

除城區中心地帶的族人，長房、二房、三房同族大部分仍以房分聚居。183在

尋找族人的過程中，雖然仍以舊譜所著各房祧及分佈地點作為參考，但主要還是

以個修譜委員會成員所在的蔣氏族群居住區的地名取代了原有的房祧名稱，為新

族譜劃分三房個支脈的名稱，新名稱與舊譜的房祧名稱有些許的不同。直到 2001

年止，各支派居住區域仍有從父居影響，有分支共居現象，加上今日人口流動快

速，各分支共居現象已不明顯，片區名稱反而成為宗族的集體記憶與連結的紐帶。

但新譜這種以地名的劃分方式，已經打破了傳統宗族依照昭穆的排序方式，是一

種也是修譜委員會根據實際情況改變對傳統模式所做的一種創新。 

                                                      
183

 三大房的聚居調查資料時間為 2001 年，現三房大部分族人已經不再聚居。龍巖三隻不同來源

蔣氏資料：蔣根發，<龍巖蔣氏源流考>，《蔣鍾英紀念堂堂譜》。 



         曾葉萌恬：福建宗族活動的當代模式－以龍岩蔣鍾英宗族為例 

153 
 

新譜在對待婦女方面，遵循男女平等觀念，一視同仁，凡蔣家媳婦與女兒，

無論出嫁與否，都可列入族譜。欲加入新族譜的每一位族人，不分男女老少入譜

都交人民幣 10 元，生活特別困難者例外。另需要購買新族譜者，每本族譜收取

50 元。據族委提供的資料顯示，大部分族人都繳納了 10 元的入譜費，生了女兒

的族人也都幫女兒繳納了費用（或是女兒自己出錢）。修新族譜的主要收入來源

即靠此，共收入入譜費 12555 元。除此之外，編修委員會還接受省市外遷族親的

捐助，捐助 100 元以上者可列入族譜芳名錄，這也是修譜的重要收入之一。 

其次，如何改編舊譜內容，編修符合現代人閱讀習慣的新譜，也是新譜的一

大特點。新譜的修訂原則，基本掌握在修譜委員會的手中。基本上原譜按照民國

版舊譜內容續寫，保留原文言文內容，部分地方作出簡單白話解釋，並使用橫排

閱讀，修改詳細內容見表（2）。在修譜委員會認為，舊譜固然珍貴，但是有一些

不符合現代價值觀點的內容，都應該修改或刪去。舊族譜還存在容易造成麻煩和

爭端的部分，這些內容包括祠產內容，土地契約，收租明細等，這些內容在新族

譜內出現，可能會引起某些房分下的族人對財產或田地產生爭議。民國版舊譜（包

括複印件）除了保管人以外，只有個別族人見過，所以大多數族人並不知道新族

譜中具體的哪些內容遭到了刪減。族譜中關於二世祖雲山公列傳的刪減，就顯得

極為奇怪：雲山公在鄧茂七之亂時，對平定匪亂的明朝主將範功雄出謀劃策、捐

獻軍糧，協助解決了叛亂。範功雄要為其立功名，被雲山公婉拒了。以正常的角

度來看，這一事件確實應當在族譜中進行宣揚，且龍巖縣志中也把雲山公的這段

事跡列入「義行」，可是新修的族譜卻完整的把所有描述到這段事跡的內容通通

刪去。編修族譜的蔣根發先生說，刪除的原因是某位編修委員強烈的反對將描述

這些事的內容放入新編修族譜當中，他提出的理由是：「中國共產黨是以農民出

身進行起義奪取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農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鄧茂

七起義也是農民起義，和共產黨的革命是一樣的。先祖支持政府鎮壓鄧茂七，不

是等於支持鎮壓共產黨嗎？這樣一定不能放進族譜，會給我們帶來壞處。」如果

將這個理由放在 60 年代，在特殊的時代背景狀況下，這樣的言論應該能得到大

部分人的理解支持的。可是到了 2000 年，修譜人員還存在這樣的「革命性」的

言論，並且編修委員會竟然還同意了這種言論觀點，不得不承認，文化大革命帶

來的政治思想衝擊是巨大並影響深遠的，對於一切影響或者是動搖到共產黨統治

的思想或言論，無論嚴重程度與否，都會深刻的刺激到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的

政治神經。 

表 2：民國版族譜與新版族譜內容對比（作者整理） 

名稱 民國版族譜 2001 年修族譜 修改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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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民國版族譜 2001 年修族譜 修改內容 

族譜冊數 共五卷一副本 一本  

字體 繁體 簡體  

排版 豎版 橫版  

譜序 4 篇 6 篇184 新增伯齡公傳、前言（新版續） 

原姓錄 1 篇 3 篇 新增續姓氏、蔣氏有關地名考 

譜論 1 篇 同舊譜內容  

譜例 1 篇 同舊譜內容  

家范 1 篇 2 篇 增加《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 

戶籍紀 1 篇 4 篇 增加裔孫分佈新羅區情況、新羅區

族親分佈圖、裔孫外遷其他省市、

海外地區情況 

祠產紀 1 篇 同舊譜內容  

別傳 27 篇 39 篇 名稱被改為風範紀。其中《雲山公

別傳》、《雲山蔣先生行狀》、《雲山

蔣先生墓表》刪去協助平定鄧茂七

亂所有內容，新增別傳 12 篇，烈

女節孝被併入風範紀 

選舉紀 19 篇 20 篇 名稱被改為人才紀。新增裔孫受中

專、高中教育及任職情況一覽表 

烈女紀 4 篇 10 篇 新增 6 篇 

年壽紀 3 篇 5 篇 新增 70 歲以上組考妣、七十歲以

上健在壽星名單 

祠墳圖 3 圖 同舊譜內容 原圖被縮印 

個房祠墳圖 47 圖 同舊譜內容 新譜被歸為祠墳圖一起，原圖被縮

印 

萬年曆 1 篇 同舊譜內容  

勘誤表 1 篇 無  

列傳  同舊譜內容 新增各房 21-22 世列傳 

系圖  同舊譜內容 新增各房 21-22 世系表 

其他新譜增加內容 

                                                      
184

 數字內容包含民國版族譜內容，后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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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民國版族譜 2001 年修族譜 修改內容 

像贊兩幅、龍巖縣守德戶印記圖、題字一幅、編修委員會籌備委員簽字圖、彩色照片

37 張、黑白照片 14 張、漢字簡化表、蔣氏淵源、黃田尋祖記、十次會議記錄、書信

五篇、養生文章五篇、家庭生活與教育子女、教育子女勤奮好學立志成才、勤勞衛生

健康長壽、龍巖新羅區概況和風景名勝介紹四篇、我國古代計時法、婚齡稱謂、農曆

月份別稱、祭祖墓儀式、祭祖祠儀式、購譜族孫芳名錄、熱心贊助修譜芳名錄、祖墓

重修籌備組致個房裔孫函、編後語、收支賬目情況。 

新譜修好之後，基本上將社會革命時期宗族所斷裂的親緣關係重新組合起來，

是蔣氏宗族復興的開端，打破了 1949 年以來因政治關係對宗族的壓制。幾乎大

部分的族人，靠新譜的修纂重新認識，或者重新與不來往的族人相熟起來。新族

譜的編修與撰寫，也促進了後續宗族活動的進行，如尋找祖墳，新修祠堂等等。 

宗族活動的核心：蔣鍾英紀念堂的修建 

蔣鍾英宗族的鍾英堂，原址位於州前坊學巷，堂構恢宏，昔日冬至節，皆舉

行全族祭祖大典，以展孝享。185從民國版族譜中祠產紀可看到，蔣鍾英宗族共有

大宗祠堂 3 座，長房祠堂 2 座，次房祠堂 2 座，三房祠堂 7 座，共建有祠堂 14

座。除鍾英堂外，蔣家後代各開支祖都相繼建有各支的祠堂或祖厝共十七座，186 

各祠堂祀翠岡公和該支派入遷祖。家族堂廟祖厝之多，為此宗族的一大特色。1949

年後，大祠堂被中共龍巖地委機關擴建徵用。後來，因受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

等各項反封建迷信運動影響，蔣氏族群從 1949 年到 2000 年近 60 年中，基本停

止了族內的宗族祭祀等各種宗族聯繫，祠堂也被毀，族產被沒收，宗族組織趨近

於中斷。 

經過蔣鍾英族譜編修委員會的努力，從 2000 年開始，族內聯絡起三房族人

修纂新譜。在修族譜時與討論後裔族人共同祭掃的計劃時，委員會成員發現蔣鍾

英宗族歷年來注重宗祠的興建和墳塋的維護，便萌生了修新祠堂的念頭。舊的十

七座祠堂裡，現今只留存二房的寶綸堂，三房的承德堂和登闕堂，三座舊祠堂的

建築均被拆去部分，不易重修，編修委員們遂重新尋找適合重建祠堂的地點。 

2002 年 3 月蔣鍾英族譜編委會發出《籌建蔣鍾英紀念堂倡議書》，號召族人

籌款新建祠堂。新建的「蔣鍾英紀念堂」與蔣鍾英宗族在明清時期建造的祠堂有

                                                      
185

 蔣根發等編纂，<鍾英堂記>，《蔣鍾英紀念堂堂譜》，2005 版，頁 3。 

186
 蔣國華等編纂，<祠墳圖>，《蔣鍾英族譜》，20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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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除了基本的崇宗祀祖、擺放神主牌，宗族聚會、活動的用途之外，還增

加了骨灰堂的設計。蔣鍾英紀念堂籌建委員會在 2003 年 10 月 7 日正式成立，籌

建委員會成員以先前的族譜籌備委員會爲基礎，增加了許多三大房內的中青年宗

族成員，幷以片區進行籌款和族人的聯絡通知，籌建委員會名單見圖（1）。第一

次會議研究决定了祠堂建造地址和祠堂新建籌備款項收取費用，以新版族譜所分

片區分別成立聯絡小組，確定聯絡人、收款人的名單。祠堂於 2004 年 2 月 13 日

奠基開工，同年 12 月 12 日竣工，建築面積 720 平方米，耗資 60 餘萬。在祠堂

建造期間，為了滿足裔孫瞭解祠堂建造的情況和細節，管委會決定編印《蔣鍾英

紀念堂堂譜》，其中有籌建委員會名單、片區繳交費用明細、捐資芳名榜、新建

祠堂收支目錄、祠堂管理條例和章程、紀念堂興建情況及各種相關彩照、祖先美

德及徵集與蔣鍾英宗族有關詩詞歌賦、《蔣鍾英族譜》補充、勘誤等等內容。 

 

圖 1：蔣鍾英紀念堂籌建委員會187
 

新的蔣鍾英紀念堂的建築形制與閩南式祠堂建築形制相仿，但細節處有所不

同。傳統閩南式祠堂——以金門的祠堂為例，一般為「一落」、「兩落」或「三落」

祠堂，大致以「埕」、「塌岫」、「前廳」、「深井」、「東西廳」「後廳」、「龕」為一

般祠堂普通空間單元，「一落」祠堂無「東西廳」，「三落」祠堂則增加「中廳」

                                                      
187

 蔣根發等編纂，<興建蔣鍾英紀念堂通知書>，《蔣鍾英紀念堂堂譜》，2005 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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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川堂」，
188
祠堂空間示意見圖（2）。蔣鍾英祠堂整體建築坐酉兼辛，靠山而

建，面朝山下。建築外觀一共有三落見圖（3），但前兩落與第三落之間並無連接

在一起，其實為兩個分體建築，使用的主要建材為水泥。前部倆落為祠堂「鍾英

堂」，內有「前廳」、「東西廊」、「天井」、與「後廳」。「東西廊」分別刻上家族的

歷史與介紹，以及族人修建祠堂捐資芳名。「後廳」為祭祀場所，上龕奉祀入巖

始祖與各位逝世先祖神主牌，下龕奉祀土地公。祠堂帶有兩個廂房，各帶一天井，

分別祭祀文昌神與財神，右廂房邊還設有一間廁所。祠堂門口有「埕」，可做停

車場停放機動車輛或做宗族活動或「食頭」所用。後部一落為骨灰堂，名為「安

息堂」，分為上下兩層，上下房間布局相同。安息堂內設有玻璃天井，以便采光。

東南西北四面均可以存放骨灰，共有 1310 個位置，每個位置可存放 2 個骨灰壇。

鍾英堂和安息堂祠堂空間示意圖見圖（4）。每年入安息堂者以當年輪序方向，自

主選擇一個位置擺放。坐西向東位預留 35 個位置，給可能被找到的舊族譜所記

先祖墳塋的出土骨灰擺放。 

 

圖 2：金門祠堂各空間示意圖189
 

                                                      
188

 朱禹潔，《金門祠堂空間組織研究》，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008 年 1 月，頁 54。  

189
 朱禹潔，《金門祠堂空間組織研究》，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

2008 年 1 月，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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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蔣鍾英紀念堂全貌。190
  

                                                      
190

 圖片來源於，蔣根發等編纂，《蔣鍾英紀念堂堂譜》，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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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蔣鍾英祠堂各空間示意圖(陳一芸繪)  

明代以後的宗祠和家廟，基本都按照《大明集禮》中的祠堂制度建造，在明

嘉靖十五年（1536 年）後，對於祠廟制度放寬限制，允許臣民祭祀始祖和先祖。
191後來的宗祠和家廟，基本上都是維持以祭祀祖先為主的現實功能。蔣鍾英祠所

新增的「骨灰堂」功能，在福建閩南的宗族中並不常見。鍾英堂的成功籌資興建，

恐與國家殯葬制度改革最為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 225 號《殯葬管理

條例》，已經 1997 年 7 月 11 日國務院第 60 次常務會議通過並發布，自發布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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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建華，《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2 月，頁 82-83。 



2015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閩南文化的流動 

160 
 

起施行。其中第二條規定：「殯葬管理的方針是：積極地、有步驟地實行火葬，

改革土葬，節約殯葬用地，革除喪葬陋俗，提倡文明節儉辦喪事。」 192在「籌建

蔣鐘英紀念堂倡議書」中亦有提到： 

近二十年來遺體提倡火化，骨灰不行土葬；但存放何處，已成問題。

若購買公墓，價格昂貴，且期限只二十年。目前政府提倡建骨灰堂，

外省市和我市東肖、大洋等農村在建或已建成。為此，我們倡議：

籌建蔣鍾英紀念堂，即可作為主祠，又可作為骨灰堂，一舉兩得，

何樂而不為。193 

殯葬制度的改革，迫使國民由舊的土葬制度改為火葬制度，骨灰亦不允許土

葬。居民一般將骨灰存放至公墓或者是佛寺的靈骨塔，但是存放費用高昂，並且

需要有人管理，每年也需另外繳交管理費，若停止繳交，骨灰則會被清理。新建

祠堂經費的籌集，基本上以這個因素作為宣導重點，並聲稱祠堂興建也能作為公

益事業，造福子孫。 

根據安息堂管理條例所規定，骨灰遷入安息堂的時候收取一筆費用就可以永

久保存，不需要再繳納其他的管理費用，男女老少所繳交安息堂費用均相等。安

息堂不但允許男性族人及其妻子存放，也允許女性族人和其丈夫存放，收取的費

用與蔣姓宗族成員相同，但女性族人的後裔不可存放蔣鍾英祠堂內，此規定仍依

據父系繼嗣原則。已繳交祠堂興建費用者，必須在當年祭祖前，將新娶媳婦或新

招女婿，新生子女，主動呈報管委會，並繳交詞費 450 元，才可以入祠。蔣氏宗

族將一些墳墓已經被破壞，或者因各種原因需要遷墓的祖先的骨灰都放入安息堂

中，如此就不必因為城市建設或拆遷，為這些祖先另尋墓地。 

祠堂的新功能的增加，確實也較好的解決了宗族內成員尋找骨灰存放地和身

後事開支大等問題，大部分繳交祠堂建造費的族人，都願意繳交骨灰堂費用，百

年之後用來存放骨灰。蔣鍾英紀念堂籌資費用收取如下表（3）。 

                                                      
192

 殯葬改革的方針是積極推行火葬，改革土葬。改革舊的殯葬禮俗，改革的目的是破除看風水、

選墳地、搭靈棚、擺路祭、出大殯、打幡摔盆、燒香化紙、收送挽幛等迷信和鋪張浪費現象，大

力提倡文明、儉樸、節約辦喪事的殯葬禮俗，減少鋪張浪費的靡靡之風，樹立良好的社會主義精

神文明之風。資料來源：《民政部關於進一步深化殯葬改革促進殯葬事業科學發展的指導意見》，

《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有修改。 

193
 蔣根發等撰，<籌建蔣鍾英紀念堂倡議書>，《蔣鍾英紀念堂堂譜》，2005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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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蔣鍾英紀念堂繳費一覽表（作者整理） 

對象   所有入譜族裔（包含外嫁外嗣者）自願繳納 

成員 生者 已逝世者 祠堂建好後補交者 

祠堂修建費/每人 300 無 2000 

骨灰存放費/每人 150 300 1000 

費用共計 450 300 3000 

祠堂新址選定在龍巖西陂街道大洋村北面牛陂凹大洋陵園內，據籌備委員會

成員稱，大洋村委免費將此土地提供給蔣鍾英宗族使用，興建祠堂所產生水電也

由村部負責解決，該地不會被政府徵收，可永久使用。
194
此墓園幷未向普通墓園

一般提供靈骨塔停放骨灰位置或者是提供個人的碑刻存放骨灰處，在蔣鍾英紀念

堂建成前，已存在建成的劉姓、林姓、許姓祠堂三處，形制基本同蔣鍾英紀念堂

一致，也是前部設計為祠堂，後部加造骨灰堂組成。鍾英堂的建造，有參考以上

三處祠堂的設計，骨灰堂也有受其啟發。至 2015 年 4 月，已經建有 13 個祠堂，

共 12 姓（其中劉姓有兩座祠堂），形制都與鍾英堂相仿，但以鍾英堂規模最為巨

大。 

蔣氏宗族對於新建祠堂的選址，主要考慮的是適用性，並不如傳統修建祠堂

般，主要考慮的是風水選址。在修建祠堂過程中，相對於傳統的祠堂修建匠法，

較不在意傳統的風水禁忌和建築的儀式性行為，建築內部設計和選擇的建材都未

遵照古法，其實是一座現代仿古的建築。雖然祠堂修建仍有小部分風水的設置，

但在祠堂的建築構造和內部空間設計上，主要還是考量實際的用途，受到風水的

影響微乎及微。不過，根據與談人蔣根發透露，在祠堂建成後，有進行一些儀式

性的設置：鍾英堂和安息堂的天井下方的出水洞都有留一條溝，在修建這條出水

溝的時候，曾買一隻活的水鴨，一邊修水溝一邊拖著鴨子走，確保出水溝能暢通。

在鍾英堂和安息堂出水洞邊，各埋了了三個罐子，分別裝五穀，五金，和文房四

寶。宗族內部成員對風水設置和儀式並無太大介意，上述風水設置都是在選址的

時候由風水先生建議的。 

作者在與籌備委員會成員的交談中得知，加了骨灰堂式的祠堂雖然已有先例，

但並未得到國家相關部門的批准，不屬於合法建築。在鍾英堂之前建造的各祠堂，

由於規模較小，影響不大，並未被相關部門所重視。蔣氏祠堂在建造過程中，被

與之相關的新羅區林業部門和民政局上門調查，認為其建造「神廟」，進行封建

迷信活動，要求拆除祠堂。據籌備委員會一成員所述：「大洋的居民發動男女老

                                                      
194 祠堂選址最初定在龍巖新羅區蔣武林邦村原二房祠堂寶綸堂舊址處，因部分林邦蔣姓族人反

對，聲稱對「骨灰堂」的設計有忌諱而作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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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老人家老太婆，準備等它車（政府機關）一來拆的時候，大家睡在地上，不

讓它進去。」後來「是動用了一林姓『關係』，找到林業局局長，因為此山屬於

林業局管理，跟他談判才得以解決。」最後這件事情不了了之，政府官員未再前

來干涉，祠堂建造也並未受到影響。在這個例子中，「祠堂」代表的是一個宗族

的文化符號，雖然這一行為是大洋村村民自發的對抗政府行為，其他片區的族人

並不清楚這一情況，但是宗族內成員因祠堂無法建成而準備對國家進行的抗爭的

行為，仍然可以代表族親們在宗族復興過程中對宗族的認同的不斷深刻。直到完

稿前，政府還是沒有正式行文同意這種骨灰堂存在的形式，但卻也不對其進行阻

止，於是今天在龍巖新羅區大部分地方，仍存有較多同樣形制的「祠堂」與「骨

灰堂」。 

以祠堂建成之後的各項宗族活動看來，骨灰堂這一用途不僅是蔣鍾英紀念堂

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其宗族活動的中心。2004 年 12 月 12 日，蔣鍾英紀念堂舉

行落成典禮，邀請了所有族人及其他地區的蔣氏宗族共同參加，並設宴百餘桌，

請了舞龍舞獅隊和龍巖傳統民俗舞蹈採茶燈隊前來表演。典禮也請來道士進行奠

安儀式，並將儀式完整拍攝記錄成 DVD，隨《蔣鍾英紀念堂》堂譜一書附贈。

祭祖儀式提供報名參加的族親各種祭品，並進行殺豬分祚活動，最後還可以領取

「電子馬燈」存放家中。 

蔣鍾英紀念堂設有專門管理人員一位，祠堂在每年清明節（前後三天）、端

午節、七月半前一日、中秋節（前後三天）、冬至、春節前三天，都會定時開放。

平日如果是安息堂祭祖需要，也可以提前通知，以便開放供親屬瞻仰和清掃。蔣

氏宗族除祠堂建成後的奠安儀式外，每年中秋舉行例行祭祖掃墓活動，195並在每

五年的冬至舉行一次大型祭祀活動。最近一次的大型祭祀活動為 2013 年 12 月 22

日「慶祝蔣鍾英紀念堂落成十週年紀念日暨始祖翠岡公入巖六百四十五週年慶典」

的舉行，當天共設宴共一百一十五桌，大概有近千族人到場，男女老少每人交取

伙食費 50 元。慶典當天宴席請了龍巖有名的紅白喜事流動酒席來烹飪菜餚，除

採茶燈表演外，亦準備三架禮炮，吉時一到，三架禮炮並響，鞭炮聲連續不斷，

祭祀的煙霧繚繞不絕，伴隨採茶燈的歌舞音樂，場面極其盛大。 

作者在金門的學習觀察中發現，金門地區的祭禮都特別嚴格的遵照傳統。以

金門珠山薛氏的「安祖厝」——宗祠奠安慶典來說，奠安過程的各個程式和環節

都是按照傳統的儀式規定進行。祭祀活動如在三獻禮進行過程中，祭品的準備、

                                                      
195

 龍巖人的傳統習慣是每年中秋節掃墓，因為現政府在清明節放假，所以部分族人在清明也會

進行掃墓。蔣鍾英家族規定的一、二、三代始祖祭掃活動為每年中秋節前後三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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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的進行、規定，都由族長帶領族人依程式進行，相當井然有序。
196
蔣鍾英宗

族在宗族復興以後，對於祭祀的禮儀和規定都較為鬆散，也不特別嚴格遵循傳統

儀式流程，簡化了許多儀式內容。慶典雖有規定的流程和開始結束時間，但族人

並不需要按照規定的流程時間進行祭祀，先到的人也可以先行祭祀，晚到者錯過

祭祀時間可自行祭祀。祭祀和「食頭」男女老少都可以參加。祭祀時，並無安排

特定站位，大家都可隨意站在祠堂任何一處，念祝文者與族委會成員一般站在貢

品桌子的正後方，方便主持儀式的進行。如果祭祀有安排「食頭」，族人也可以

根據情況自行領取食物，可在宗祠門口規定地點進食，也可以帶回家進食。復興

以後的祭祀活動，基本以族人的便利為考量，完全沒有遵照傳統的「昭穆」制度

與「長幼尊卑」的禮儀，因為管理委員會認為，傳統的、制式化的規定對族人來

說是「不公平的」。在儀式內容方面，則是能簡化則簡化。簡化儀式的緣由，應

該與 50 年來的國家對宗族壓迫造成的宗族文化的斷層有關，有關祭祖儀式的集

體記憶斷裂使得現在的這些宗族管理會成員，按照模糊的記憶或者是照搬其他宗

族的模式來進行，形成禮儀的簡化，創造新的祭祖「傳統」。 

蔣鍾英宗族除每年定期的祭祀以外的宗族活動，主要還有對各世祖的祖墳祭

祀活動。據《蔣鍾英族譜》2001 版中的《黃田尋祖記》所記載，蔣鍾英宗族祖

墳附近田產和土地早已在土改期間就被人佔走。經過族譜編修委員會決定，將二

世祖墓前泥土和三世祖墓內泥土與始祖翠岡公合葬在翠岡公墓址處，便於往後族

孫祭掃。祭祀始祖活動由管委會在每年的中秋節前後組織進行，全族成員不分男

女都可以參加。每次活動過後還有祭品可以領取，有時候還會分發一點點錢作為

給參加祭祀族人的「意思」。黃田其他及其他各處已尋到祖墓，由修族譜和建宗

祠的資金中抽取出一部分用來做修繕和維護作用。  

結論 

當代的蔣氏宗族活動，是從新的族譜編修開始，並圍繞著祠堂重修和祭祀活

動而進行的。宗族復興之後，改變了很多傳統的宗族規範。族譜的修纂按照想時

代觀念的改變而做了更變和改動，女性家人可以被納入到族譜裡面。新修建的祠

堂的功能除了以往的公共事務處理，宗族祭祀等，新設立了宗族式的靈骨塔。宗

族祠堂的選址是做適用性的考慮也不是以風水為主。宗族祭祀和掃墓活動，都對

                                                      
196

 珠山「安祖厝」宗祠奠安慶典視頻，可參見金門國家公園網站地址：

http://www.kmnp.gov.tw/video/index.php?Itemid=7&id=5&option=com_efvideo&view=ct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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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進行了簡化,活動設計都以確保族人參與性與族人的方便性為考量。在宗族

事物上講究男女平等，一切公平對待，並不按照房祧對族人參與祭祀的禮儀、分

祚等做要求。雖然失去了族產和族田，祭祀行為也已經不完全按照傳統「昭穆」

禮制下「本派房支分序」的分配方式進行輪流祭祀，可是宗族內部成員對祭祀的

行為還是十分自覺而熱情的。在祠堂裡停放骨灰並不是蔣氏宗族的先舉，但是這

一特殊的祠堂功用，在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並不常見。這項新增加的功能大大的起

到了凝聚宗族的作用，並可以看到蔣氏宗族在宗族重建時，根據時代變化和國家

政策，所作出的改變和創新。 

在改革開放後的政策的影響下，80 年代以後的宗族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快速

的復興，這個時代下的宗族復興，可能如同做宗族政治研究的學者所認為，是農

村社會為了適應現代化浪潮下，村民自治組織形式的一種變異。蔣鍾英宗族產生

復興的原因是很複雜的，從功能論現實主義的角度來講，宗族復興以後帶來最顯

著的好處即是「安息堂」的設立，它既能解決身後事，又可以減輕族人的經濟負

擔，並且編修族譜委員會的其中一位成員認為：「過世以後同本族的人存放在一

個空間內，更為安心。」另一方面，宗族復興重構的社群網絡，確實會使一些族

人在經濟上收益，但對於蔣家來說，這並不是最明顯的「好處」。重構的社群網

絡，對於人際關係的運用和傳統宗族文化中的「互幫互助」，反而起到更大的作

用。 

宗族組織可能是傳統宗族社會形式在中國紮根已久，是中國人、中國家庭不

可磨滅的生活形態之一，宗族受到科技進步以及社會發展的影響，形成了不同於

以往的新式的宗族社會形式：傳統習俗進行了調整，宗族發明新型的傳統；聚居

格局發生了改變，以地名取代了房祧名稱；族內共同財產不再存在，但仍然維持

著宗族的體系；傳統的傳承體系也發生了改變，男女都可以寫入族譜，可參加宗

族祭祀，這些都可以證明，当代宗族為了適應社會環境的變化，會對自身不斷的

進行調整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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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卜永堅教授發言稿 

(1) 本文研究福建龍岩蔣氏重建宗族的過程，此過程有兩重要元素，一為《蔣鍾

英族譜》之編纂，一為蔣鍾英紀念堂之修建。此過程充分反映宏大歷史變遷

與個別地域社群的互動，選題極有意義，敘述甚為詳盡。 

 

(2) 本文於龍岩蔣氏當代宗族重建之過程，似可加強說明，例如 2001年 3月 11

日召開之第一次族譜編修委員會會議(頁 68)，意味着編修團隊已經成立，該

委員會究竟有什麼人、是否分別代表蔣根發、蔣長生兩方？一年之後開始修

建祠堂(頁 69)，負責此工程的團體是否就是族譜編修委員會？有否人員增減

更替？等等。解答這些問題，可以更好地理解蔣氏宗族的內部互動、權力結

構等等。 

 

(3) 本文提及《蔣鍾英族譜》(頁 65)時，應該重視其歷史源流，應該首先交代

此族譜的編纂歷史，以便讓讀者明白此譜實際刊行於民國12年(1923)。另外，

此族譜原書名是《蔣鍾英族譜》嗎？感覺上，明清以來族譜的書名似不應如

此簡陋。 

 

(4) 本文叙述龍岩蔣氏早期歷史，謂二世祖活躍於正統年間，三世祖活躍於宣德

年間，但宣德先於正統，是否族譜原本記載如此？按：族譜敘述出錯，並不

罕見，部分原因是純粹失誤，無足深究；部分原因則可能是口頭傳說本身如

此，不可因其明顯不符合史實而輕輕打發之。 

 

學術委員會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未授權刊登) 

 

審查結論：建議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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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同鄉關係為基礎的商業網絡 

─以新加坡和印尼土產貿易為例的探討 

董群廉 

金門縣政府秘書退休 

金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前言 

「金門人」是指生活在金門島上的居民，及移居到僑居地的僑民及其後裔，

仍認同金門這個地方的人。金門因地小人少，所以「金門人」撒落在廣大的人群

中，就顯的非常稀少，為了求生存，所以凝聚力就顯的特別強。 

在皇權當道的年代，島民世世代代居住在島上，除了很少的島民有機會外出工作，

因而有機會在島外找到終身伴侶，其餘大多數的男男女女只能在島上婚配，所以

幾個世代下來，所有的人幾乎都有某種「關係」，不是宗親，就是親戚；不是親

戚，就是朋友。近代以來，又增加了一種關係，就是同學的關係，所以島上的居

民幾乎逃脫不了這種綿密的關係。 

迨清中葉開始，金門人大量的向南洋地區外移，尤其在廈門成為開放口岸之

後，到南洋謀生的島民就如過江之鯽。第一代的移民可能是隨著不同的機緣散落

在東南亞的廣大土地上，他們辛勤的工作，在當地立定腳根之後，可能吸引其家

人、宗親、親戚，甚至朋友，同樣遵循著他的路線，來到異鄉投靠他，謀生而後

創業，企求有一個翻身的機會。這種「連鎖性」的移民，讓更多的新客來到僑居

地生活，因此在東南亞廣闊的土地上，逐漸形成大大小小不同的金門人聚落。因

為親疏不同、親戚不同，想法不同，所以同一姓氏的族人也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國

度。迨國際貿易興起，經過適時的串連，原本看似有缺陷的綿密親戚關係，反而

變為優勢的商業網絡。 

金門人投入土特產的生意頗早，例如 1820 年南渡新加坡的李鑾（南），在直

落逸街、老巴剎口經營「金裕美」九八行。197經營土產生意的金門人最初可能只

有幾家，但商家所僱用的店員常常是店主的兄弟、子侄或親戚，或同鄉。一段時

間之後，店員在熟習此一行業之後，也可開設同樣的一家店鋪，所以從事土特產

                                                      
197

 江柏煒，《新加坡出洋客》，（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1），頁 51。李仕撻之父，據李榮

協〈古宅舊柬思憶先人李仕撻〉一文的說法：李鑾字鍾金，生於嘉慶 9 年（歲次甲子，公元 1804

年），育有三子，長子李夜，次子英賢，三子李（仕）撻。李鑾約在道光年間（公元 1821-1850

年）帶著三子李（仕）撻前往實叻，經營九八行，金裕美號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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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的金門人的愈來愈多，而在該產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後來更因轉口貿易

的大量需求，帶動新加坡與印尼之間的土特產貿易。 

本文探討的時間斷限從 1820 年起，迄 20 世紀的 80 年代。就新加坡來說，則涵

蓋海峽殖民地、獨立市、馬來亞聯邦、新加坡共和國等階段；印尼則涵蓋了荷印

殖民地時期及印尼共和國時期。 

本文使用的材料除了縣志之外，最主要的是口述歷史訪談資料，商賈的手稿

及賬冊付之闕如，緣因這些商人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商務之外，平常並無記錄

自己生平事蹟的習慣，以致身故之後，並沒有留存支言片語論及一生營商的過程，

例如古崗村的董允耀和前水頭的黃廷宙均是在南洋致富後，落葉歸根，終老於金

門，但他們都沒有留下任何文字資料可供參考；其二，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南進，

1941 年 12 月中旬日軍在泰、馬邊境登陸，1942 年 2 月初就攻陷新加坡，以致一

些富有學識的商人都在慌亂中逃命，例如鄭古悅這類型的商人，不可能還帶著文

稿和賬冊離境；其三，日軍攻佔新加坡之後，即進行三波的「檢證」大屠殺，十

八歲以上的男丁，限某日之前，全部前往各軍營報到，「檢證」工作即在區分知

識份子和勞動階層，屬勞動階層者在事後釋放，知識份子即載往海邊或山谷用機

槍掃射屠殺，在「寧錯殺一百，不放過一人」的心理下，很多人因此冤死，據倖

存者表示，當時竟以「皮細手嫩」作為研判的標準。戰後新加坡進行人口調查，

失踨人口約在六萬人，198也就表示大約有五、六萬的讀書人遭到屠殺，這些人的

家屬為了避禍，也可能將相關的文書和賬冊焚毀。在印尼方面，因為幾次的排華

運動，華人已成驚弓之鳥，可能惑禍的文書及賬冊也被焚燬殆盡，以致兩地留下

的第一手的直接史料很少被發現，期待奇蹟，將來有一天能有新的史料出現。本

文在第一手史料嚴重缺乏的情況下，有些結論難免是筆者大膽的推斷，但這些推

斷都還在合理的邏輯範圍，這是必須事先說明的。 

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之間的土特產貿易，就金門人參與的方式而言，

無論是大量的進出口貿易或邊境的小額貿易，大體都是透過金門人的人際網絡來

完成。 

 

一、邊境的小額貿易 

所謂的邊境的小額貿易是指在兩國三不管的邊境地區，或行政權未被嚴格執

行的邊境島嶼，進行小數量的貿易交易。新加坡和印尼的邊境地區指的是印尼的

廖內群島，包括丹絨檳榔、峇淡、峇來吉里文等地。199一份口述訪談報導曾說：

「（新加坡）紅燈碼頭那些划人力舢舨抑或操縱大古（舟古）的清一色是金門人。

由於傍海為生，金門人自然對那些從印尼運來土產的帆船比較熟絡。金門人有時

                                                      
198

 董群廉，〈陳來華先生訪談紀錄〉，董群廉、王先正合著，《金門鄉僑訪談錄（八）》，（金

門：金門縣政府，2010），頁 131。 

199
 丹絨檳榔、峇淡及峇來吉里文皆是鄰近新加坡的小島嶼，屬印尼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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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用小船去廖內群島收集土產，然後運回新加坡，交給岸上的金門人處理。」200

至於這種邊境的小額貿易起源於何時？迄無資料查考，但遲至二十世紀的五、六

十年代，這種邊境的小額貿易依然非常盛行。 

根據鄉僑楊忠敏的說法，他 1949 年去南洋謀生，新加坡是他到南洋的第一站，

短暫停留，即入境印尼的檳港，受雇於一家餅乾店，老闆黃天眷也是金門人，他

從粗工做到「頭手」，當時老闆的幾位子侄也都在工廠工作，其中有一位與他同

齡，因同鄉且工作生活在一起，因而結成莫逆之交的好朋友。他回憶說：  

當時檳港正流行一種「走水」的行業，即現代人所稱的「跑單幫」生意，檳港很

多人到廖內（丹絨檳榔）購買生活用品運回檳港販售，當時的廖內（丹絨檳榔）

係使用新加坡「鐳」，而新加坡一塊錢等於五印尼盾。他也鼓勵我去做走水的生

意，我說：「我沒有錢」，他說：「忠敏啊！我借你五千元。」在他的鼓勵下，

我開始賞試「走水」的生涯。 

我初抵廖內（丹絨檳榔），即將五千盾的印尼錢換得一千元的新加坡鐳，然後購

買布匹、橡膠及檳港所欠缺的東西，例如冬菜等等，走水大約一星期就回到檳港，

我將貨品賣給店鋪，首趟就賺了七百多盾。那時兩地的船期是固定的，一個月二

趟。此後我就從檳港帶胡椒、肥皂及當地的一些特產往廖內（丹絨檳榔），再從

廖內帶回橡膠及當地盛產的商品回檳港，來來回回「走水」，賺取價差，獲利頗

豐，資本逐漸壯大。201
 

由上述資料進一步分析，「當時檳港正流行一種走水的『行業』」，顯然它不

是一個單獨的個案，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可能還有更多的金門人參與。而檳港

鄰近的勿里洞，黃良溫（西園村人，第三代）也回憶少女時代說：「父親患有隱

疾，當時醫學不發達，必須吸食鴉片止痛，以致家庭開銷甚大，母親只得『走水』，

往返勿里洞和新加坡之間，做起跑單幫的生意，賺錢來貼補家用。」202
  

廖內群島的小額貿易除了土產和日用品的交換之外，應該還有該地區捕撈的新鮮

魚產。住峇來吉里文的洪天才（烈嶼青岐人，第三代）說：「因帆船不能走遠，

只能在峇來島附近捉魚，再加上漁具過於老舊，實際能捕獲的魚量有限。捕獲的

鮮魚先賣給船主，船主再賣給收購者，由收購商載到新加坡出售。」203劉文賢（溪

邊人，第三代）也說：「祖父自己捕魚，也兼收魚貨，他在峇來吉里文設有一間

魚棧，作為收購魚貨的基地，等魚貨集中後，先醃製成鹹魚，然後再載運到新加

                                                      
200

 薛殘白主編，《亞洲金門同鄉通訊錄》，（新加坡；金門會館，1990 年），頁 59。 

201
 董群廉，〈楊忠敏先生訪談紀錄〉，董群廉、黃國龍合著，《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一）》，

（金門：金門縣政府，2013），頁 50。 

202
 董群廉，〈黃良溫女士訪談紀錄〉，董群廉、王建成合著，《金門鄉僑訪談錄（七）》，（金

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 37-38。 

203
 董群廉，〈洪天才先生訪談紀錄〉，董群廉、黃國龍、陳自強合著：《金門鄉僑訪談錄（十

二）》（金門：金門縣政府，2013），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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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出售，當時一月大概走二趟新加坡，都用小漁船載送。」204同住在峇來吉里文

的鄭天來也說：「當時峇來是一個重要的漁村，海產豐盛，父親後來改行收購鮮

魚，再送到新加坡販售。」205
 

 

二、黃良檀的跨境事業 

至於印尼的金門人從事進出口貿易生意的最早時間，同樣無資料可考，不過

在1876年（新加坡）浯江孚濟廟（金門會館前身）正式成立時，赫然發現黃良檀

列名董事，只是當時他的財力尚不如黃英偉等八大董事甚多，但經過短短的幾十

年，他的財力已經超過所有的大董事，至1911年他就接替李仕撻成為浯江孚濟廟

的總理；死後，浯江孚濟廟的總理職位即由他的哲嗣黃安基繼任。一般來說，在

移民色彩極重的南洋華人社會內，財富即代表威望，通常社團、廟宇的「頭人」

或華文學校董事會的董事長即為出錢出力最多者，由此可見當時黃家的財力之雄

厚。 

金門人一直以為黃良檀是新加坡的華僑，因他曾擔任新加坡浯江孚濟廟的總

理，且其哲嗣黃安基以新加坡金門會館的名義向北洋政府力陳金門建縣之必要。

民國五十七年金門文獻委員會編纂之《金門縣志》並將黃良檀列為新加坡的先僑，

於是研究金門華僑的學者沿習成規，遂紛紛將黃良檀父子列為新加坡的先僑。縣

志載： 

黃良檀，後浦頭人。少知學，咸豐間，遊荷屬壇仔玻低，年方弱冠，托業於商。

久之，荷官以該地所產鹽歸其專賣，設鹽公司，始惟通商於峇眼、曼加麗、石碼

叮宜等埠，專收鹽利。繼且由英屬新加坡開洋行，並設輪船公司，因得擁數百百

萬，荷政府嘉其有致富之才，授以甲政之職。206 

這裡所稱的「甲政之職」就是甲必丹。207這裡需要更正的，應該是先授以甲

必丹，才有食鹽的專賣權。因荷蘭殖民時期，食鹽是屬於專賣的項目，通常是授

予甲必丹的特權。 

事實上，黃良檀應該列為印尼的先僑，因為他的事業重心都在荷屬印尼的望

加麗（即曼加麗），根據后浦頭黃氏族人的傳說，黃良檀以走船為生，因故誤了

歸期，遂流落在望加麗，以傭工為生，後開一小店，販售米、糖、油等食品，後

                                                      
204

 董群廉，〈劉文賢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二）》，頁 248。 

205
 董群廉，〈鄭天來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二）》，頁 257。 

206
 陳漢光總編修，《金門縣志（下冊）》，（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68），頁 173。 

207
 甲必丹（ｋａｐｉｔａｎ）是荷印時期一種中介性利用性官職與機構，它是殖民當局在華社

的代理人，主持管理華社內華人之間的一些爭執與低層次的訢訟事件，及負責計算華人納稅數額

與其徵收。甲必丹制度依照軍事階級發展為不同的層級，如最高級者為馬腰（ｍａｊｏｒ）其次

為甲必丹（ｋａｐｉｔａｎ）再次為雷珍蘭（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最低者為撒真特（Ｓｅｒ

ｇｅ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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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州長之女傭推薦，得為甲必丹榮銜。甲必丹因擁有鹽、鴉片、煤油許多特許的

權利，遂得以快速致富。208 

望加麗以前駐有州長（荷蘭人），是州的府治，轄區很廣，包括今之實叻班

讓、汝買、峇眼阿比等地。209黃良檀的影響力愈來愈強，荷官遴派轄區內的甲必

丹，都會先徵詢他的意見，黃良檀因此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很多地方的甲必丹都

由他的族親充任，例如早期實叻班讓的甲必丹就是他的堂兄弟出任，後期的甲必

丹江福來也是黃家的女婿；峇眼阿比阿比的甲必丹黃伊淡也是金門后浦頭黃氏宗

親；還有一些村級的華人聚落，一、二十戶的華人，這些聚落的華人頭目，例如

雷珍蘭的遴派，幾乎也是由黃家人擔任。從峇眼阿比阿比到實叻班讓的華人市鎮

聚落，華人的頭目幾乎都由黃家人充任，所以那時這一帶的港口和島嶼號稱黃家

厝。210 

黃良檀更利用其影響力、人際網絡和職務之便，收集當地的土產；再設輪船

公司，將土產運至新加坡，並利用開設之金福和洋行，將土產轉銷歐洲，因得以

富上加富，並出任浯江孚濟廟的總理，所以黃良檀的事業是跨新加坡和印尼兩地

的。 

 

三、「九八行」興盛的年代  

土產生意因有利可圖，開始有人搶進，其中一定有不少的金門人，因為 1919

年《重建孚濟廟捐款芳名》碑文所刻的捐款人士名錄中，可查的有金福和、順美、

長發、金福源諸商號係經營樹膠生意，長生、益順、順發諸商號則經營爪哇土產

生意。 

「九八行」係土產買賣的商行，因係在買賣過程中，商行抽取 2％的傭金而得名。

金門人投入「九八行」生意的人愈來愈多，在老爺宮口，源順街和中街一帶，從

事九八行生意的華人，固然多數是福建人，其中又以金門人居多，約佔 80％。211

據統計資料顯示，到了二十世紀的六、七十年代，金門人經營「九八行」的家數

就多達五十家以上。其中大部分是經營印尼的土產，這是因為地理接近，新加坡

又是一座自由港，所以印尼的商人選擇新加坡做為貨物集散地。 

曾在印尼船公司服務的黃章掘回憶說：「（1958年）我把元配從金門接到新加坡，

為了方便照料，所以我選擇航行新加坡的輪船公司。我負責的是一艘大船，航行

新加坡與印尼（實叻班讓），主要是載運印尼的土特產，包括橡膠、籐條、桂皮。」

                                                      
208

 董群廉，〈黃章掘先生訪談紀錄〉，董群廉、王先正合著，《金門鄉僑訪談錄（十）》，（金

門：金門縣政府，2012），頁 45-47。 

209
 董群廉，前揭文，頁 46。 

210
 董群廉，前揭文，頁 47-48；另峇眼阿比阿比（Ｂａｇａｎｓｉａｐｉａｐｉ），簡稱為峇

眼或峇眼阿比，本文的峇眼阿比阿比、峇眼及峇眼阿比等地名，係指蘇門答臘島上的同一個市鎮。 

211
 薛殘白主編，前揭書，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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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蔡鑫淼亦說：「家父（蔡玉人）買船從事運輸業，（從實叻班讓）載運土產到新

加坡。」213這只是從實叻班讓運土產到新加坡的二個案例，尚有不計其數的大小

船隻，從印尼各地載運土特產駛來新加坡，見證兩地貿易之繁盛。 

至於新加坡這些「九八行」的老闆如何取得貨源，要賣那些東西，在那資訊和通

訊都不發達的年代，而且在遙遠的不同國度，只好各顯神通，自尋管道，利用自

己的人脈，例如家族關係、親戚關係、同鄉關係或朋友關等等，因為這些關係都

是故鄉既有的，也是最簡單、最直接的關係，只要稍加打聽，再利用書信聯絡，

或許比較容易取得。至於要賣什麼東西，最初可能就沒有那樣講究了，就看能收

集到什麼土產，當地盛產什麼土產，就賣那種土產；如想賣一些特定的東西，只

能拜託這些樁腳用心去收集了。 

這些從事「九八行」的金門人，有些人是在印尼發跡，再到新加坡設點，經

營土特產生意，例如陳詩吟的「福同源」商號，縣志載：「陳詩吟，高坑人。博

通經史，設帳授徒，年逾而立，乃棄儒習商。初抵星州，後輾轉至椰城，經營進

出口商，數年間，飛黃騰達，蔚成巨富。」214為了擴大事業版圖，增加利潤，乃

在新加坡設立「福同源」九八行。 

另黃卓彬在峇眼阿比阿比經營橡膠園，又在新加坡成立「恒美」九八行，黃

奕啟說：「祖父黃卓彬…在新加坡成立『恒美』商號，同時在印尼峇眼阿比的市

郊經營橡膠園，橡膠園面積達八百公頃，約略從沙美到瓊林之間的面積。」215但

黃氏家族在荷印抗爭期間，全家近百口遭到屠殺，只有幾個小孩和媽媽住在不同

處，因此躲過一劫，
216
但家道從此中落，橡膠園因此荒廢。新加坡『恒美』九八

行失了家族的奧援，只好重新尋找供應商，迫不得已只好找金門的鄉親，其中之

一的供應商是當時住碩頂的王國英（金門洋山人），他說：「1959-1969年我跟著

父親學做工程，…1969 年改做橡膠片，出口到新加坡交給恒美公司，當時有兩

間煙廠，每月產量高達 35 噸，聘用工人 30 人，…到 1981 年，每個月產量最高

到 50噸。」217 

又如陳景蘭，也是先在印尼創辦「南金號」商號，收集土產，再回新加坡創

辦「成源」九八行。218「南金號」創設的地點是在勿里洞，219而勿里洞是一處金

門人聚集的聚落，很多人從事土產貿易，例如王秋波（金門洋山人）就是土產的

大盤商，據其子王萬權說：「家父從小跟著祖父做土產生意，…從事胡椒、橡膠

                                                      
212

 董群廉，〈黃章掘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50。 

213
 王先正，〈蔡鑫淼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頁 177。 

214
 陳漢光總編修，《金門縣志（下冊）》，頁 186-187。 

215
 董群廉，〈黃奕啟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七）》，頁 57。 

216
 董群廉，前揭文，頁 57。 

217
 陳自強，〈王國英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二）》，頁 264。 

218
 董群廉，〈歐陳麗娟女士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八）》，頁 247。 

219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第九冊，（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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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出口貿易，在勿里洞算是大盤商。」
220
又據許乃川（榜林人，住勿里洞）回憶

說：「我到勿里洞時，金門人中最有名的是張峰鍛，那時張峰鍛從事出入口生意，

他收集土產出口到新加坡，再運入布匹和工業品，…是勿里洞的知名人物。」221

張峰鍛曾擔任勿里洞建新學校校董會的董事長，他或他的父輩有可能即是陳景蘭

事業的合伙人，也可能是競爭對手，這尚待新的史料證據來證明。 

再則如后浦人許文言，居荷屬西里伯之干那底埠（摩鹿加群島最大島的港口），

以己名為店號，及年歲已大，將事業交由長子順美掌理，自己則遷居石叻（新加

坡），並在石叻設立德和昌公司及德和美土產商號。222 

另外如陳水龍，縣志載：「（陳水龍）字雲從，金門后浦人，…16 歲南下石

叻（新加坡），販貨於荷屬蘇門答臘各埠，…至 38歲，在碩頂建號金德盛，營雜

貨土產，年 45 又在石叻（新加坡）開陳德盛，更與友人合資茂發公司作九八之

貿易。」223碩頂位於北干峇汝的附近，也是金門人聚集的村落。 

有的是在新加坡設立商號，再到印尼設立分行，尋找貨源，例如「本源」九八行

的老闆陳煥武，經營土產買賣生意，往返於印尼加里曼丹和新加坡之間。224為穩

定貨源，並獲取信任，最早尋找的供應者，極可能是具有血緣的宗親或地緣的同

鄉。茲因「九八行」成立初期的資本都不會太充裕，商務往來不可能全用現金，

土產數量愈大愈是如此，這時候就需靠信用交易，不論信任度和信用的徵詢方便

性，同鄉總比他鄉易於取得。東加里曼丹的三馬林達可能是首選的地點之一，這

裡的金門鄉親高達數百人，而從事土產生意者亦不乏其人。黃定堅（金門前水頭

人）說：「1950年，我與同鄉許江炎合夥川行馬哈甘河上游，收購土產特產，我

們租一艘『獨立號』火輪可載重 40 噸出發時載運大米、糖、油、鹽等食品及布

疋、香煙等雜貨，沿途放賬出貨。回程再一路收賬，收購土特產、鹹魚乾、籐條、

蛇皮、樹膠等。同樣做這種生意的人很多，高達二、三十艘。」225從事土產生意

的船隻有這麼多，可能還有比他們更早投入這一行業的金門鄉親。 

也有透過同鄉關係而取得貨源者，如蔡嘉種所經營的「長發號」，專營土產

鹹魚，「分行遍及荷屬曼加麗、雙牙盆領及巴城等處。」226而這些這些地方剛好

都是金門人聚集的城市或市鎮。曼加麗（望加麗）金門人約有上百戶，227若以每

戶 6-8 人計算，金門人將近千人，該埠就有頗多瓊林的蔡氏人家，而金門人中不

                                                      
220

 王先正，〈王萬權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頁 14。 

221
 董群廉，〈許乃川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二）》，頁 206-207。 

222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第九冊，頁 514。 

223
 李仕德總編修，《金門縣志》第九冊，頁 510。 

224
 薛殘白主編，前揭書，頁 58。 

225
 董群廉，〈黃定堅先生訪談紀錄〉，董群廉、黃振良合著，《金門鄉僑訪談錄（三）》，（金

門：金門縣政府，2009），頁 138。 

226
 陳漢光總編修，《金門縣志（下冊）》，頁 176。 

227
 王先正，〈蔡永瑞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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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從事土產買賣者，例如住望加麗的陳禮耀說：「父親在巴剎販賣魚蝦，賣一段

時間（後），家父改行去賣土產。」228黃奕坡亦說：「祖父當年在望加麗買賣土產

（橡膠）。」229至於雙牙盆領，位在望加麗的對面，是一座千人的聚落，金門人

約有 50 戶，230其中即有金門人種植橡膠，蔡順義說：「祖父（蔡六經）結婚後在

蘇內巴領（雙牙盆領）種植橡膠樹。」231至於製作鹹魚的鮮魚，似不乏來源，住

雙牙盆領的陳瑞發說：「祖父來到印尼以捕魚為業，…祖父常駕著小船出海捕魚，

最初是在印尼的古勞捕魚，然後定居孟加麗（望加麗），終其一生都是靠捕魚維

生；我父親一生也是以捕魚為業。」232李愛德亦說：「聽長輩說祖父是先到淡水

港（汫水港）捕魚，因為淡水港生活不易，就搬到雙牙盆領，還是從事捕魚工作。」
233   

有的是在新加坡設立商號之後，再利用印尼既有的同鄉關係，例如陳永福、

陳國民父子的「友誠」商號。根據陳國民的回憶，他的童年就是在印尼渡過的。

1937 年日軍攻占金門前夕，年僅七歲的陳國民，跟隨著祖母和母親，一家七、

八口渡海到馬巷廳，輾轉經過廈門、巴城到爪哇中部的北加浪岸，與父親團圓。

當時他的父親陳永福在一家茶行任職，老闆黃永生也是金門人。陳國民說：「黃

東平的父親黃啟三，與家父及另一個金門鄉親董清潔，其時同在茶行裡工作，情

同手足，因此三家往來頻繁，我和黃東安，也就是黃東平的胞弟，還是當地一間

華文小學的同學呢！」234二戰結束，陳永福舉家遷至新加坡， 1946 年陳永福與

金門鄉親合伙人創立「友誠」貿易公司，從印尼人口土產。「採購印尼的土產時，

通常是由印尼那邊的股東負責收集。」235印尼北加浪岸的同鄉好友最有可能是他

在印尼那邊的股東。許績琛（金門官裡人）說：「這裡（北加浪岸）官裡人多，

大部份做土產買賣。」236洪英郎（金門后浦人）亦云：「伯父洪永祥早就下南洋，

做土產（買賣）。」237 

又如翁贊商，縣志載：「（翁贊商）金門人，…，年 36始南來新嘉坡，既而復

往北干（北干峇汝）經商，凡三年，再返石叻坡，創有豐裕棧，為配運出水九八行，

才四年，又設恒裕號、振隆號等，喧赫一時，起家至驟。」238在北干峇汝，從事土

                                                      
228

 王先正，〈陳禮耀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212。 

229
 王先正，〈黃奕坡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217。 

230
 董群廉，〈江志強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21。 

231
 王先正，〈蔡順義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99。 

232
 陳自強，〈陳瑞發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二）》，頁 277。 

233
 陳自強，〈李愛德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271。 

234
 呂紀葆：《我從金門來》（新加坡：金門會館文教部，2006 年），頁 42。 

235
 薛殘白主編，前揭書，頁 58。 

236
 陳自強，〈許績琛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二）》，頁 49。 

237
 黃國龍，〈洪英郎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40。  

238
 李仕德總編纂，《金門縣志》第九冊，頁 518。 



2015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閩南文化的流動 

174 
 

產生意的金門人頗多，例如邱輝星說：「家父（邱金章）…再搬來巴干巴汝（即北

干峇汝），經營橡膠原料出口，生意愈作愈大，在巴干巴汝算規模最大。」
239
又如

李榮祥亦說：「父親（李安益）於 1928年來印尼（北干峇汝），先做粗工二、三年，

去外地買土產（橡膠、桂皮）。」
240
北干峇汝是金門人開埠的

241
，所以早期的北干峇

汝多數是金門人，如以方言社群來分類，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翁贊商合作的對象

有很高的機率是金門人。 

北干峇汝附近尚有幾個金門人聚集的村社，如碩頂、寧岳和百仔坤霧等；此外，

尚有許多金門人開設的雜貨店，錯落在偏僻的鄉間，這些雜貨店即是向土著收購土

產的據點；再則一些流動的商販，也是最底層的商業網絡。曾任金門縣議會主任秘

書的李增德在〈憶舊話南洋〉乙文中，回憶父親李炎掾在荷屬「蝦頂」（碩頂）經

商的情形，他說：「（父親李炎掾）到新加坡時，是依靠別人，再到印尼去，待學

會一些『吉令』（印尼話），就買了一條船，約可載重 500-600擔（市斤），在印

尼的港口和入芭（進入山區）水路一帶，開始做起雜貨的生意，入芭時逆流而上，

較吃力，要找人划船才行；下港口時，一人就可以了。來時載雜貨眅售，返回港口，

籐料是主貨。」
242
李明星亦說：「祖父（李錫樹）在百葉根母（百仔坤霧）收集土

產，他到各村落收集甘蜜等土產。」
243
 

又如歐振隆，縣志載：「（歐振隆）福建金門籍而誕生於新加坡者，7歲隨

父往荷屬棉蘭埠，住該處曾入華校讀書，14歲小學畢業，越年回叻從商，後設

金成發號，為巨商號，所業大宗土產九八什貨，歲計多奇贏。」244他的土產生意

應該是建立在昔日的人際關係上。荷屬棉蘭埠也是金門人聚集的城市，當初他父

親往荷屬棉蘭居住，最有可能的是去投靠他的親戚、宗親或同鄉；他進入華校讀

書，同學之中應該也有金門人，這可能都是他的主要人脈。 

還有一些金門鄉親以跑單幫的方式，行走於荷屬印尼和新加坡之間，進行土產買

賣，例如蘇廷祥，縣志載：「（蘇廷祥）金門人，…弱冠南進石叻，旋移荷屬卜

間峇汝（北干峇汝）埠，凡七八年，其地人面皆熟，遂謀來往星（新）汝間，帶

貨交易水客，以其公平，顧主甚多，每一回船，收支之數，至於成千整萬，由是

起家。」245早期的北干峇汝，是金門人的聚落，「其地人面皆熟」所指的人際關係

網絡，自然是指金門人。 

另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店，由親人提供貨源，如李四通（后浦頭人，第三代）

說：「（祖父李安益）初抵北干峇汝，他在碼頭做估俚，省吃儉用，工作了數年，

                                                      
239

 王先正，〈邱輝星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頁 7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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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正，〈李明星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頁 58。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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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一些資金，就在市區開了一家土產店，向土著收購土產轉售，主要收購橡膠、

籐條等山芭的特產，囤積到一定的數量，再寄送到新加坡給他的兄長販售。」246

尚有可能是由親人提供貨源者，如江崇豹。江崇豹係甲必丹江福來的兒子，「江

崇豹移居新加坡，從事九八行生意」，247而江福來在實叻班讓除經營碩莪粉廠外，

也開一家雜貨店，兼營土產生意；248江崇豹的叔父江峰熊，亦在龜納（位於實叻

班讓與望加麗中間的一座小島嶼）經營雜貨店，兼做土產生意。249 

此外，還有未查明合作對象者，如荷印時期三馬林達的黃清泉，據黃炳三（前

水頭人，住三馬林達）說：「魁元公司的老闆是黃清泉，…，主要經營土產生意，

他在三馬林達收購胡椒、橡膠等土產，再送到新加坡、香港等地出售。」250
縣志載：

「黃清泉，字宣源，金水人。性慷慨，精術數。同治間遊荷屬高低埠，年方及冠，

後通荷語，娶荷女。以志在墾荒，為荷官所引重，給荒地數千畝，聽其開墾，地之

出產以籐、椰、橡膠為大宗，遂以種植起家。復開洋行以便交易，購輪船以資運載，…

十年間致富百萬。荷政府授以雷珍蘭，旋擢甲必丹，鄉僑榮之。」
251
 

這裡的「高低」今稱「三馬林達」。三馬林達位於加里曼丹島東岸，為馬哈

甘河總匯中心，四通八達，交通便利，商業興盛，現為東加里曼丹省首府，附近

物產富饒，鄉僑大多從事商業。252這裡的鄉僑可能即是陳煥武合作的對象。不過，

黃清泉存活的年代可能稍早於陳煥武，大約與黃良檀同一時期，所以黃良檀的「金

福和」及李鑾（南）、李仕撻父子開設的「金裕美」有可能即是他合作對象，或

稍後出現的順美、長發、金福源、長生、益順、順發等商號也有可能是他合作的

對象，甚至不排除他有自己的商號開設在新加坡，惟這一切說法都尚待有更直接

的史料來證實。 

 

四、董允耀的事業伙伴 

董允耀，金門古崗村人，清季下南洋，發跡於荷屬印度尼西亞（稱印尼）的

古大巴陸（高踏巴汝），以經營土產和海產起家。荷蘭殖民時期，印尼有二大漁

場，其一是峇眼阿比阿比附近的海域，這裡因鄰近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所以捕撈

的鮮魚，或製成鹹魚，或製成魚乾，多數運到馬六甲銷售，小部份運銷新加坡；

其二即是高踏巴汝附近的海域，這裡捕獲的鮮魚，同樣是制成鹹魚或魚乾，運至

泗水，再轉運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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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踏巴汝是一座小島，位於加里曼丹島的南部，這裡住有數十戶至近百戶的金門

鄉親，以漁為業，董允耀即是這裡的土產和漁產收購商，他收購鮮魚後製成鹹魚

和魚乾，「再送到泗水來販售，獲利頗豐」，253財產迅速累積。1930年前後，他在

故鄉金門古崗村興建一座華麗且頗具規模的洋樓群，並圍以約二公尺的高牆；後

來他更在鼓浪嶼購買下一條街和一家戲院，財力非常雄厚。所以在高踏巴汝，董

允耀如果不是這裡唯一的鮮魚收購商，也應該是最大的鮮魚收購商。 

至於運到泗水的漁產是內銷呢？還是外銷呢？如果是外銷，他合作的對象又是誰

呢？他的裔孫董倫慶受訪時並沒有明確的表示，可能因時間久遠，且他的父輩均

已往生，對於祖父的事業他也不清楚。不過，我個人根據董允耀財產的累積速度，

推測當時銷量一定很大，這種情形唯有外銷才有可能。 

至於他的事業伙伴又是何許人也？我最初就研判可能是新加坡的鄭古悅，縣

志載：「（鄭古悅）浯坑人，弱冠南渡，經商於新加坡和印尼之間，十數年蔚然大

觀，業立名成，商店遍及印尼各屬。」254〈鄭古悅先生傳略〉亦云，他三十二歲

創辦「順源」公司，設分棧印尼檳港，九年後復組織「益成興」公司，設分棧吧

城及泗水，嗣再設「振裕成」商號，專營印尼各港土產什貨的進出口貿易，而以

鹹魚、魚乾為大宗。255如此直接證實了鄭古悅在泗水設有分棧，並又以鹹魚、魚

乾為貿易大宗，顯然已經頗符合我的推測，但還是沒有直接的證據。 

幸運的，在交稿前我翻閱新編《金門縣志．華僑志》附錄二：〈南洋名人集傳〉，

鄭古悅條載：「君昔年 22歲始南來石叻，至 28歲謀組源成興公司…繼又設立振

裕成，泗水亦有同成棧。」
256
該「同成棧」不就是董允耀早期在泗水的據點嗎？

董倫慶說：「該店號於祖父（董允耀）過世後，租給董光廳叔公販售鹹魚，後來

董光廳叔公購買新屋，搬出『同成棧』，『同成棧』遂由李天從叔承租，…」。257「『同

成棧』是祖父向屋主長期承租的，1975年前後屋主死亡，店面要賣三千萬印尼

盾，…而根據荷蘭時代的印尼條例，若為長期租約，如果屋主想要賣屋，承租人

買只須支付一半款項；如果屋主賣給別人，價金的一半應歸長期承租者所有，最

後我們就協議以二人的名義將其購買下，所以『同成棧』變成天從叔和我們（董

倫慶和二位叔叔）共有，…」。258這些證據都直指「同成棧」是董允耀的個人產

業，與鄭古悅無關，他和鄭古悅的關係應該只是同盟或加盟的關係，是合作的關

係，而非總行自設的下屬機構之關係。 

這種合作的關係，可能建立在默契上，也可能建立在契約的關係上。這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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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關係，在當時可能即是一種普遍現象，新加坡「九八行」老闆在印尼所開設

的分棧或分行，其實是在印尼各重要城市或據點尋找從事土產買賣的商號，特別

是自己的同鄉或族人，他們建立某種合作關係，或訂定契約，建立長期供貨關係。 

再則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是多元的，例如鄭古悅「三十二歲創辦「順源」公司，

設分棧印尼檳港，九年後復組織「益成興」公司，設分棧吧城及泗水。」「又設

立振裕成，泗水亦有同成棧。」鄭古悅利用開設不同的商號，和不同的特定人做

生意，在不同的城市設立分行，收購不同的土特產，例如他在泗水和董允耀做生

意，收購鹹魚、魚乾；但更早之前，他已先在檳港開設分棧，收購當地的土特產。

同樣的，印尼的中大型土產商號，也可能依其不同的品項，供貨給新加坡不同的

「九八行」。 

 

五、許東亮的商業網絡 

許東亮，原名許乃昌，金門后湖人，於金門讀完小學後，即負笈廈門；完成

學業後即隻身到新加坡工作，1936 年奉父母之命回金門完成終身大事。1937 年，

日本佔領金門前夕，他帶著新婚太太逃難到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開始

南侵，他就帶著家人往印尼逃難，逃到蘇門答臘島上的巴亞光務(即百仔坤霧)小

鎮落腳。 

日本投降後，他在 1946 年搬回新加坡，因為在印尼住過一段時間，瞭解印尼盛

產很多的土特產，他和當地的僑胞交情不錯，決定經營土特產生意。不久，他就

和幾位朋友合夥成立商號，開設一家貿易公司，專營印尼的土特產。他的兒子許

丕新回憶說：  

父親最主要的商業夥伴是金門鄉親，當時海外的金門人相互扶持，相互幫助，他

們非常注重信譽。當時的作法是成品賣出後，再和貨主結清前賬，那時候的金門

人商務往來，完全是靠信用交易，…只要口頭講定，訂多少貨，不久貨就寄過來

了；賣完了之後，該給貨主多少錢，一毛也不會少；那時的商業習慣，答應的事

情，一定要做到； 賺了錢大家分， 按大家講好的百分比來分；大家還有一種互

讓的精神，你辛苦一點，你應該多分一些，很公道的；…那時候金門人的互助和

互信，重視商譽的傳統一直保留在那一代的金門人心裡。259 

後來許東亮因為參加民盟，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關注，準備予以逮捕。1950

年的年初，他舉家逃到雅加達。他又和幾位金門人合夥，組成「公大行」的商號，

依然是做印尼的土特產買賣。 

他到雅加達後，他將蘇門答後臘島到瓜哇島的人脈整合起來，從而建立起商

業網絡，做起土特產大盤商；再利用新加坡的朋友，把印尼的土特產銷到新加坡，

主要產品有辣椒、胡椒、橡膠等。「公大行」的事業愈做愈順，生意愈來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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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擴增到十多位。1965年印尼發生930事件，
260
許東亮被迫放棄印尼的事業，改

往香港發展。261 

 

六、結語 

金門人在原鄉──金門島上的人際網絡關係是單線的、平面的，來到南洋之後，

因為商貿需求的催化，人際關係變成了多元的、立體的商業網絡。以在新、印的

國際貿易來說，金門人所建構出來的商業網絡是非常完整的，如果把新加坡的「九

八行」稱為頭盤，則該行在印尼的分行即是二盤；二盤還包括在印尼地區金門人

開設中大型獨立的進出口商，它開設的地點可能是在大城市或較大的市鎮，二盤

之下可能還有三盤、四盤。 

四盤通常位在偏僻鄉村的小店或雜貨店，或是流動商販，它是商業網絡的最底層，

直接向土著收購土產，例如江鴻文說：「家父在印尼小島間，以小船運貨，做小

生意，…後來改做買賣土產，收集橡膠、檳榔。」262翁綿彬說：「祖父在勿里洞

經營雜貨生意，…也兼營土產買賣，向土著收購胡椒和橡膠。」263黃漢勇亦回憶

說：「（祖父黃福年）在印尼（龜納）開雜貨店，父繼承其業，也是販賣土產（檳

榔、橡膠、咖啡）。」264莊堅前說：「祖父在世時曾經跑過船，聽父母說過好像

是划著小船來往於各島之間，買賣一些雜貨及向當地土著收買土產，如橡膠、鹹

魚等。」265陳詩傳亦說：「在我小時候，父親做『走海嶼』的生意，『走海嶼』

就是利用小漁船行走到鄰近島嶼，販售生活用品並收購土產（包括胡椒和橡膠），

兩頭賺取價差的生意。」266上述種種，皆屬四盤。三盤則介於二盤和四盤之間的

中介商，可能在一般城市或市鎮。通常低層的向上一級盤商提供貨源，彙集到二

盤之後，再運往新加坡。 

金門人在海外討生活，除了殖民統治者和近代國家的政治壓迫外，還可能要面對

不同方言族群或各種不同社群的挑戰，在那種艱困的環境中，金門人因此培養出

合作互助的精神，彼此支援，進而垂直整合，開創出土產業的新局面。 

                                                      
260

 1965 年 9 月 30 日印尼親共的蘇卡諾政權遭到軍事政變推翻，史稱 930 事件。 

261
 許東亮在香港，又與友合資成立「大眾動力機械有限公司」，代理大陸生產的機電產品，銷

往印尼和東南亞市場，銷售網同樣的是利用金門的地緣關係網絡。李景星（古寧頭北山人，移民

第二代）云：我「到一家機械工廠們任職，主要是推銷中國大陸的機器，總公司在香港，名為『大

眾動力機械有限公司』」老闆是金門籍的許乃昌。」「泗水由我主持，負責東爪哇島鄉下農業機

械的推廣工作」（見《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一》，頁 82）。  

262 王先正，〈江鴻文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頁 55。 

263 董群廉，〈翁綿彬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128。 

264 王先正，〈黃漢勇先生訪談紀錄〉，前揭書，，頁 172。 

265 陳自強，〈莊堅前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二）》，頁 273-274。 

266 董群廉，〈陳詩傳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十）》，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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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的金門人，他們非常注重信譽，商務往來，完全是靠信用交易，甚至

不用簽訂合同，貨品也無須抵押，也不用著先付款，只要口頭講定，訂多少貨，

不久貨就寄過來了；賣完了之後，該給貨主多少錢，一毛也不會少。267基於互助

和互信，不願去佔別人的便宜。他們在不同的層級裡，各司其職，負責貨源者，

努力找貨源；負責銷售者，努力開拓市場，大家互蒙其利，268因此彼此的財富都

得以迅速累積。 

 

 

 

本文特約討論人唐蕙韻教授發言記錄 

讀這篇文章的全程所存在的一個疑問是，這裡所指的金門地緣關係的地緣到

底是什麼？乍看之下，初步聯想的以為是指地理位置關係，但是讀來顯然不是，

那麼是地方關係嗎？是鄉親關係嗎？這篇文章所謂的地緣關係，也許比較接近於

地方、鄉親的關係，但是全文都沒有一個能讓我望文生義的理解這個地緣意義的

詞彙。我想作者應該可以有一個更加精確的詞義，去對應性的概括文中所要指涉

的些人群關係。 

其次就是這篇文章從第一稿以來到現在一直只存標題而內容留白的印馬對

抗時期，因為作者董先生認為這段時期非常重要而又極具政治敏感性，所以一定

要保留標題，同時很擔心這段寫作將來形成當事人在當地成為被問罪的把柄，因

此堅持留白。但是各位也聽到董先生剛才的報告，這個題目的核心，完全是從他

所知道的在印馬對抗時期，金門人如何透過鄉親關係締結合作，在戰爭時期，大

家物資都很缺乏的時候，透過以鄉親關係聯繫起來的一個綿密商業網絡，達成遠

距的商業合作，得到一個成功的、很大的商機，很多人在這個商機裡致富。因此

真實的啟發這個題目的誕生，乃至於這個題目所要解釋的問題核心，正是在目前

全文中那個標題叫做印馬對抗時期的空白段落。因此，必須理解這個命題背景與

這個空白內文的標題關係，才會讀懂現有文章的各節脈絡，所謂集大成的許東亮，

跨境的董某某等，都只是呼應題目中所說的以「地緣關係」聯結起來的這些金門

鄉親，透過同鄉私誼構成的非常私人的、民間的物資供應與貨貿管道，在兩國交

戰期間跨越體制與國境的封鎖，而得到各種各樣的巨大商機，造就同鄉集團在同

一時期累積巨額資本，成為後來公司集團的起家基礎。所有的故事，都是為了鋪

陳這個背景的存在及其影響。 

董先生做了八年以上金門鄉僑的調查，的確是有非常多很好的一手田調資料，

他的確是親自接觸到這些人，並且已出版了一系列的金門鄉僑訪談錄。儘管這系

列出版品的貢獻很大而不乏知名度，但是在這篇獨立文章中，注釋所註的「請見

                                                      

267 董群廉，〈許丕新先生訪談紀錄〉，《金門鄉僑訪談錄（三）》，頁 45。 

268 董群廉，前揭文，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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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鄉僑回憶錄的第幾頁」等內容，是完全無沒讓讀者理解註腳內容而無法成立

注釋意義的。例如有關許東亮兒子的注釋，只有見鄉僑錄第幾頁，然而他叫做什

麼名字、什麼生存時代、什麼生活背景？以及是否還保有他父親上一輩的人在什

麼年代的記憶等等，對這篇文章行文內容很重要的資訊，都在只有出處沒有內容

的註腳裡落空了。很謝謝董先生在第一次交稿中從缺的引文出處《金門鄉僑回憶

錄》已加入現在發表的文章中，希望會後論文能更進一步的將金門鄉僑回憶錄所

述的重要資訊或背景，能扼要的寫進本文註腳或正文內容來。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一) 

一、本文內容以《金門僑鄉訪談錄》的口述歷史為主要參考資料而撰就，舉新加

坡和印尼土產貿易為例，概述金門籍華僑以同鄉關係為基礎的商業網絡，因

受限於史料蒐集不易，這種商業網絡如何運作，文中屢出現「如果」、「應該」、

「可能」、「推測」等字眼，而所謂大量進出口貿易或邊境的小額貿易亦缺乏

具體說明，如邊境貿易有可能是走私貿易，而這一類活動在口述歷史中恐難

於述及。唯本文題目具有新意，建議修正後刊登，並期盼作者日後蒐集和補

充更多史料後，充實本文內容，以便更具體呈現金門華商以同鄉關係所立的

商業網絡。 

二、建議附上地圖，並標示論文當中所提之地名。 

三、建議修正部份： 

1.「金門地緣關係」似以「金門同鄉關係」較為清楚。 

2.「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近親婚配的結果，更產生若干遺傳上的缺陷」一

句，與內容無關，建議刪除 

3.「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之間的土特產貿易，就金門人參與的

方式而言，大體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大量的進出口貿易，第二類是邊境的

小額貿易，這兩類方式大體都是透過金門人的人際網絡來完成。」本句讓

人以為作者是要以大量貿易和邊界貿易作為探討主題，建議修整為「新加

坡和印度尼西亞（簡稱印尼）之間的土特產貿易，就金門人參與的方式而

言，無論是大量的進出口貿易或邊境的小額貿易，大體都是透過金門人之

間的人際網絡來完成。」 

4.「我個人強烈懷疑她往返的地點不是新加坡，而是廖內群島」，本句與題

旨相違（查檳港和廖內都在印尼，不是邊界貿易），建議刪除。 

5.文中出現「峇眼阿比阿比」、「峇眼阿比」、「峇眼」，是否同一地名？ 

6.「幸運的，在交稿前我翻閱新編《金門縣志》轉錄《南洋名人集傳》中的

金門籍人士」，本句應作修飾。 

7、文中提及聯昌呂記的呂水草、呂水溝兩人在續修《金門縣志．人物志》

中皆有傳，本文所述內容可有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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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五小節只有小題：「印、馬對抗時期（1963-1965）的案例【略】」，

建議刪除。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二) 

    此篇論文處理金門人如何在海外依同鄉情誼及地緣關係為基礎，在僑居地所

建立的商業網絡，並以新加坡及印尼的土產貿易為例。一般僑鄉研究大多是以金

門為主體的海外連結，並且一般移民史多書寫海外移民在基層勞力的血淚史，因

此本文就選題而言，有其開創性和富有更多元的解釋。而作者對僑居地金門人互

動往來及營生方式，有很真實的描述，讀來也深為動人。以下一些意見，僅供作

者參考： 

1.在文章的書寫上，有些名詞，如甲必丹、雷針蘭、930事件…應加以解釋，以

利閱讀者的理解。 

2.有些地名，應加以說明其明確的所在位置。 

3.在注釋的用法上，應依一般學術界通行格式，避免同註和同上書的用法。 

4.第五章，印馬對抗時期的案例，並未完成，很可惜。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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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方志所見圖繪論臺閩孔廟建築選址問題 

 

黃啟書 

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前言 

孔廟研究可具有數個面向：一是興築歷史背景及建築形式，二是祀典儀節，三

則是孔廟與當地儒學之發展，三者環環相扣。然而，祀典儀節一般受到中央禮典之

制約，同多而異少；孔廟與儒學的相互關係，則因牽涉文史層面甚廣，宜逐步累積

研究成果。相較之下，興築背景及建築形式的討論，材料明確，較易入手，卻常是

中文學界所忽略者。筆者以為無論由歷史撰寫的順序，或研究進路次第，皆可先自

建築與歷史開始。臺灣傳統建築形式，基本上承襲閩南建築特色。269相較於北方建

築，閩南建築與多數南方系建築一樣，主要差異反映在大木結構上。這一方面，建

築史學者已有相當深入的討論。270然孔廟做為禮制建築，固需符合特有建築禮制規

範。此與寺廟民居可隨地方文化、財力等因素，恣意奔放其建築與裝飾藝術，實有

差別，不宜一概而論。271漢人開發臺灣的歷史遠遲於內地，廟學等文教建築，又勢

必在民生平穩後方有餘裕興築。故日據以前，臺灣孔廟惟臺南、安平、嘉義、鳳山、

                                                      
269

 李乾朗：《臺灣建築史》(臺北：雄獅美術出版社，1986 年)，頁 15 指出：中國建築因地理、政

治阻隔，以及建材、氣候等種種因素，自魏晉以後，逐漸有南北二系之分。北系多用堅厚石材、格

局嚴整，線條平直樸壯；南系多用開敞木料，格局自由，線條曲靈飄逸。臺灣傳統建築受到移民來

源影響，多呈現閩南建築形式，但亦有粵東之客家建築，清末有部份官衙更採用浙、徽、福州等形

式。 
270

 參《臺灣建築史》，頁 27-32。李乾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二輯》(臺北：燕樓古建築出版社，

1999 年)，頁 70-76〈從大木結構探索臺灣民居與閩粵古建築之淵源〉。 
271

 近代宗教學及社會學者，慣將中國所反映出的儒家信仰行為，視為一種宗教。如(德)韋伯(Max 

Weber)著，簡惠美譯：《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 年)。楊慶堃著，范

麗珠等譯：《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7 年)皆然。日本建築學者亦受此宗教定義的影響，常將臺灣孔廟建築互見於儒教系祠廟建築

與文教建築兩類之間。詳參(日)田中大作：《臺灣島建築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影印，

2005 年。1950 年作者手稿本)，頁 138、15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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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臺北、新竹、宜蘭等 9 處。272乙未割臺後，多數因軍事用途或宗教政

策而遭佔用，273甚而廢置、拆除。惟大正 14 年(1925)臺北市紳黃贊鈞、陳培根、辜

顯榮等，復募款易地重建被拆毀的臺北孔廟。274臺灣現存 13 座官方管理的孔廟中，

275臺南、彰化、臺北三地，其興築時間雖遠遜曲阜，276甚至是域外的越南河內孔廟。

277但因其保存完整、風格相近，278適合找出閩南地區孔廟的特殊風格，以做為與泉、

漳等府，乃至於閩、浙、粵等各省孔廟相互比較的基礎。 

考諸實址外，更可徵諸文獻。方志起源雖早，但至隋代開始編纂全國範圍的方

志，現存以唐代《元和郡縣志》最早。宋元以來方志漸出，明清以降，地方官吏修

撰方志漸成慣例。如康熙 11 年令天下郡縣修輯志書；雍正 7 年詔各省重修通志，以

                                                      
272

 參連橫：《臺灣通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中國方志叢書》本)，頁 317-318 臺灣儒

學表，其中並標明恆春、臺灣、雲林、苗栗及淡水等縣學未建。但黃純靑、林熊祥等：《臺灣省通

志稿》(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中國方志叢書》本)，頁 12701-12702 則猶列恆春、淡水、

雲林、苗栗等 4 縣學而未說明其建置情況。鄧孔昭：《臺灣通史辨誤》(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147 則以為恆春等 4 縣於光緒年間已設，連氏蓋重視學署的建築而忽略儒學的職能已存在。

但參(日)伊能嘉矩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譯：《臺灣文化志》中卷(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1

年)，頁 8 提出：恆春、雲林、苗栗顯然皆尚未有學署，即淡水縣學者，即云光緒五年(1879)設置的

淡水縣儒學，皆權設於學海書院之內，由院長兼教諭。準此，廖麗君：《臺灣孔子廟建築之硏究：

廟學制的影響及廟學關係的變遷》(臺南：成功大學建築所碩士論文，傅朝卿、方玲子教授指導，1998

年)，第 2 章，頁 37-38 以為：清代臺灣地區共興建 10 座孔廟，便多計淡水縣學宮一處，宜再斟酌。 
273

 溫國良編譯：《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宗教史料彙編(明治 28 年 10 月至明治 35 年 4 月)》(南投：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年)，頁 205-254 詳載明治 31 年(1898)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調查臺灣當地寺廟

用作兵營之情況。其中孔廟之佔用，凡臺中孔子廟、集集文廟、彰化聖廟、宜蘭大聖殿、新竹孔子

廟、臺北文廟、嘉義孔子廟、東港文武廟等。又據(日)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臺南：高畠怡三

郎，1918 年)，頁 21 所載：臺南府學亦曾做為軍隊駐屯所，後又充用為臺南民政支所職員宿舍，再

被臺南第一公學校借用為校舍。安平縣學被借為地方法院，後亦遭拆除。惟鳳山縣未詳。 
274

 董金裕等編：《聖之時：臺北市孔廟的蛻變與傳承》(臺北：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2011 年)，

頁 8-18。 
275

 資料來源：臺北市孔廟儒學文化網。[Online]. Available: http://www.ct.taipei.gov.tw/zh-tw/Home.htm 
276

 金‧孔元措編：《孔氏祖庭廣記》(濟南：山東友誼，1989 年。《孔子文化大全》本)，卷 1，頁

2 所述：魯哀公 16 年孔子卒，葬於魯城北。次年立廟於舊宅。此曲阜孔廟之緣起。清‧孔繼汾編：

《闕里文獻考》(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孔子文化大全》)，卷 11，頁 1 云：「先聖之沒

世，弟子葬於魯城北泗上。即葬，後世子孫即所居之堂為廟，世世祀之。然塋不過百畝，封不過三

版，祠宇不過三間。」但以北魏已見有孔子廟、宣尼廟者，帝王且如魯城祀孔子，北齊並命有司以

時修葺廟宇，隋初則郡縣於春秋二仲尚行釋奠之禮。則唐以前曲阜孔廟，當不至於只有三間之規模。

《臺灣孔子廟建築之硏究：廟學制的影響及廟學關係的變遷》，第 2 章，頁 2 疑誤讀《闕里文獻考》

之語。就《孔氏祖庭廣記》所載北宋闕里廟制、金闕里廟制，則已與今日曲阜孔廟之規模相當。 
277

 越南河內文廟始建於李朝聖宗神武 2 年，相當於北宋神宗熙寧 3 年(1070)。詳參(越)吳士連等編、

(日)引田利章校點：《大越史記全書》(東京：埴山堂，1885 年)，本紀全書卷 3，頁 3。 
278

 當 1966 年大陸興起文化大革命，多數孔廟遭受破壞。臺灣則在次年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各地積極重修，乃至新建孔廟。當時新建者多刻意採用北方宮殿式的建築型式，並以混凝土結構仿

造傳統木構建築做出斗拱、樑架之中國古典式樣新建築。雖保留中國式建築樣貌，但在傳承上實已

與臺灣傳統的孔廟建築，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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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大清一統志》之採擇。後更令各州縣志書，每六十年一修，著為功令。因此由

宋至今所保存之方志近 8000 種，八成以上為清人所編纂。279尤其明清方志體例中，

於目錄、序例之後，正文之前，或列有輿地圖(或稱方輿)、建置圖。前者主要是以

圖繪表示出所治疆域；後者則用以標誌人為修建之城池廨署，以至壇廟。漢初蕭何

甫入關中而先收圖籍，是圖之存於古者，代有其書。如《隋書‧經籍志》著錄梁陳

之際所出之《三輔黃圖》、280唐代《元和郡縣圖志》皆然，惟或書佚而名存；或書存

而圖亡。宋承唐制，如宋真宗景德至大中祥符年間，即大規模修撰天下圖經。281今

存宋元方志中，尚多有以《圖經》為名者。282惟或圖、經分立而行；或後人刊鈔而

略圖，故圖多不傳。章學誠即以為是史部不立圖譜之失。283然即以有限留存的圖繪

中，輿地圖雖以疆界、山河乃至於關防為主，但在描繪縣城時，則著眼該地主要官

署之所在方位與座向，更因尊孔崇文之故，除縣衙外，常會標出學宮。另在建置圖

中，一般以衙署為主，其次即為學宮，甚至旁及書院。284學宮圖的重心即是孔廟與

學校，由此可考其格局配置、結構與外貌裝飾形式。雖以戰亂或火災蟲蟻等因素，

古建築能存留至今者，彌足珍貴。但方志圖繪則提供了另一個考察建築流變的線索。

尤其介於禮制建築(官祀)與民間祭禱建築(民祠)之間的孔廟便成為很好的觀察點，此

乃一般寺廟所未能及者。方志圖繪的考察，前人已多留心。285但考察時，或未區分

                                                      
279

 詳參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九講》(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57-161。 
280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廣文書局，1979 年，《書目續編》本)，頁 589 以為今本，

乃梁陳之際所出。程大昌則定為唐肅宗以後人所作。學者多依晁說，題為六朝無名氏作品。 
281

 方豪：〈宋祥符州縣圖經初探〉，《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70 年第 2 期，頁 57-70。 
282

 如中華書局編：《宋元方志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便收錄有《吳郡圖經續記》、《淳

熙嚴州圖經》、《乾道四明圖經》、《大德昌國州圖志》等。 
283

 參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臺北：頂淵文化公司影印，2002 年)，頁 634-636

〈和州志輿地圖序例〉。 
284

 至於圖繪名勝古蹟者，《文史通義校注》，頁 737〈永清縣志建置圖序例〉云：「建置所以志法

度也，制度所不在，則不入於建置矣。近代方志，或入古蹟，則古蹟本非建而置之也。或入寺觀，

則寺觀不足為建置也。」 
285

 如漢寶德：《彰化孔廟的研究與修復計畫》(臺中：境與象出版社，1976 年)，頁 17-29、85-89 便

引述了彰化、漳州、泉州、鳳山、臺灣(臺南)、諸羅(嘉義)、淡水(新竹)等方志圖繪；頁 85-89 附錄

中更徵引了揭揚、靖江、蔚縣乃至於西寧等 11 處閩臺以外區域的方志學宮圖。廖麗君《臺灣孔子廟

建築之硏究：廟學制的影響及廟學關係的變遷》，第 2 章亦在此基礎上，徵引了宋代 1、明代 8、清

代 49，共 58 學宮案例。孔祥林、孔喆：《世界孔子廟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以及

范小平：《中國孔廟》(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4 年)二書，對於大陸地區，乃至域外孔廟多有

描述。但是偏向實地考察；反疏於文獻，尤其是方志材料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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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所可能造成的差異；286或是未能留意時間的序列關係。287近年所出版之方志材

料又較前人所得見者更豐，且更已有數位化，便利學者跨地引述。288因此今日重新

加以考察，自有其必要。 

本文在撰作上之研究方法與限制如下：首先擬先聚焦閩、臺二地方志為主要研

究範疇。找出主要異同後，再徵諸兩廣、江浙等地。其次，選擇判讀方志，則先以

具有圖繪為主，只見文字記載者為輔。以方志考廟學，自不宜局限圖繪。蓋方志對

於廟學的描述除了圖繪外，在「學校」章舉凡位置、興修沿革、學額與學田，甚至

是孔廟的祭祀與從祀等禮典皆見記錄。「職官」可考教諭、訓導；「選舉」可徵科考

人士；「人物」、「藝文」則是上述內容更深入的文獻資料。上述材料，九成方志皆找

得到。正如前述孔廟研究的三個面向，明清方志所載的孔廟禮典，大致依循官方《會

典》。除了政治因素的分隔，禮制的因革考察便顯得益加重要。孔廟與當地儒學之發

展，則需要處理龐大的文獻理路，非一蹴可幾。因此本文聚焦在一般中文學者較忽

略，利用方志來研究孔廟的建築形式與歷史背景。鑑於學者或對時間考察不夠精細，

因此對於方志時間定位，宜留意有初修重刻、續修今刻、今刻者之別。筆者以為：

一般重刻者，除或將輿圖抽去外，很少重繪，自可視做初刻時的實錄。但續刻者，

除單純補充文字外，輿圖則或沿襲舊志、或已重繪。此時則宜先以續修時間定位。

相關圖繪，縣城圖可用以考察孔廟在縣城中相對於縣衙的位置與座向；學宮圖則更

明確提供了格局、建築形式與命名、建物配置。甚至可以發現某些特殊裝修風格，

尤其這些風格並不會透過文字記錄在方志之中，反而是在實物不存時，建築史的考

察線索。如能細心爬梳，或能解釋某些臺灣孔廟在建築與裝飾上的特殊性。 

                                                      
286

 如《彰化孔廟的研究與修復計畫》並無法準確說明所徵引之揭揚等 11 處方志學宮圖的理由？及

其與閩臺地區的孔廟建築有何因革關係何在？ 
287

 如《臺灣孔子廟建築之硏究：廟學制的影響及廟學關係的變遷》，徵引《宋元方志選刊》、《天

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中國地方志集成》、《中國方志叢書》及 1977 年臺灣省文獻會發行之臺

灣各府縣志等 5 套方志集刊。除宋、明方志外，區域基本上已限定在江蘇、廣東、福建與臺灣。但

以臺南孔廟為例，其於康熙、乾隆方志所載大成殿、櫺星門皆有重要更易，便不宜一概而論。對比

其他地區方志時，亦當留意時序關係，才能推測出變異的時間點。 
288除北京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上海書店《天一閣明代方志選刊》及《續編》、北京圖書館

出版社《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志叢刊》等方志叢書外。又以北京大學教授劉俊文總纂，北京愛如生

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研製《中國方志庫》、江蘇古籍出版社（後改名鳳凰出版社）協同全國各大圖

書館影印出版《中國地方志集成》，以及臺灣成文出版社編輯《中國方志叢書》等 3 套，蒐羅最廣，

彼此間雖多有重複，但仍足見前人所未悉者。本文主要材料即以《中國方志庫》為主；《中國地方

志集成》、《中國方志叢書》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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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原就孔廟之選址與座向、前導建築之形式異同等兩方面考察。會議宣

讀時，承蒙特約討論教授細心指點。特別提及：關於前導建築部分，其建築形式風

格，究竟是受地方主政長官、當地士紳、或是工匠的影響？並不易說清楚。官方禮

制建築為官方衙署建築的一環，兩者格局完全符合，禮門、義路之形制即為轅門制

度，萬仞宮牆為照壁等；烏頭門、櫺星門與華表的發展關係，都值得再三思考。此

外，曲阜孔廟為特殊背景之孔廟，其與孔府、孔林密切相關，故與閩南地區孔廟對

照立基點並不相同，宜再斟酌。針對上述高見，筆者同意：曲阜孔廟由「祠宇不過

三間。」歷經各代褒封崇建。至明弘治 16 年重修時，已有大成殿、寢殿、兩廡連廊、

杏檀、奎文閣、大門、東西牌坊、家廟、詩禮堂、啟聖殿、金絲堂、燕申毓粹啟聖

觀德四門、神廚、后土祠、庫房、衍聖公齋居、焚帛所、碑亭等等。289其規制與建

築語言，固為天下孔廟之所宗，然而各地孔廟卻未必能完全因襲曲阜孔廟之規模。

此固有禮典等級的限制外，曲阜孔廟本有悠久的家廟歷史，其建築與功能自然非其

他地區孔廟所應比照。唐貞觀 4 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明洪武 2 年令天下郡縣皆

立學，每學皆有孔廟。290則地方孔廟雖作為崇敬孔子的祭祀中心，但更主要的是與

學校結合的教育的功能。因此地方廟學與其說是取法曲阜孔廟；倒不如說是國學(國

子監)的地方層級化。這點由曲阜孔廟不見泮池的設計，可以得到證明。291只不過禮

制建築做為官方建築的一部分，其與衙署在格局配置上或許相近，建築法式大體相

同。但從其建物的命名等，就寓有教化宏法之旨。因此，從建築上看來相近的建物；

從禮制風俗的角度看，就不見得是同一種思考下的產物。筆者對於中國建築史的掌

握尚處於初學階段，受限於撰作時間亦只能先梳理臺閩二地方志。會議中所提出若

干觀點，自然流於臆測。因此本文謹以孔廟之選址與座向一項，就教方家。原宣讀

稿中關於孔廟前導建築部分的討論，則留待日後掌握更多材料，足以提出更具說服

力的意見時，再另撰述。 

 

                                                      
289

 明‧陳鎬編：《闕里誌》(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孔子文化大全》)，卷 4，頁 5-7。 
290

 明‧李之藻：《頖宮禮樂疏》(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景印萬曆 46 年序本，1970 年)，卷 1，頁

10、30。 
291

 黃蘭翔：〈孔廟建築在東亞各國的傳播與變遷〉，「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臺北：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11 年 12 月)，頁 419 提及：曲阜孔廟原由家祠演變而來，

故不存在泮池的設置；其他孔廟則多由原屬學校的辟雍、泮宮，再附加孔廟為根本所發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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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孔廟選址與座向之文獻記獻 

據乾隆《福建通志》所述閩臺建置沿革：明洪武元年(1368 年)，改元代路為府，

福建此時所轄共有福州、建寧、延平、邵武、興化、泉州、漳州、汀州 8 府。故有

「八閩」之稱。成化 9 年(1473 年)，恢復被廢為縣的福寧州，直隸於布政司。清康

熙 23 年(1684 年)臺灣列入版圖後，乃增置臺灣府，隸屬福建布政使司，遂稱「九閩」。

雍正 12 年(1734)升福寧州為福寧府，永春、龍巖 2 州俱隸福建省布政使司。292光緒

11 年(1885 年)敕設臺灣為行省，至 13 年正式建省，下轄臺南、臺灣、臺北 3 府。

臺灣移民多出自泉、漳二地，語言、信仰與文化等，一脈相傳。官方衙署乃至祠廟

風格，除依固有之工部則例，大致並不因官長原籍而有異；反倒與移民屬性中之仕

紳乃至於施工之匠師較為密切，多呈現閩南形式。 

首先考察清代臺灣 9 所孔廟之位置，如下表： 

學宮 始建年代 位置、座向 徵引方志 備註 

臺南府 明鄭 寧南坊。縣治南，南向。 康熙 35 年《臺灣府志》、乾隆 12

年《重修臺灣府志》 

今存 

安平縣 康熙 23 年 東安坊。縣治東南，府學

東。南向。 

康熙 35 年《臺灣府志》、乾隆 12

年《重修臺灣府志》 

日據毀。(原稱臺灣，

後文統一稱安平) 

嘉義縣 康熙 25 年 康熙 25 年在善化里西保。

45 年移建至西門外。乾隆 7

年在縣治西門內。南向。 

康熙 35 年《臺灣府志》、康熙 56

年《諸羅縣志》、乾隆 7 年《重

修福建臺灣府志》 

日據毀,今新址重建。

(原稱諸羅，後文統一

稱嘉義) 

鳳山縣 康熙 23 年 康熙 25 年在興隆庄。乾隆

7 年在縣治北門外。南向。 

康熙 35 年《臺灣府志》、乾隆 7

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今僅存崇聖祠 

臺灣府 光緒 15 年 府治小北門內。南向。 民國 57 年《臺中市志》 日據毀,今新址重建。

(後文統一稱為臺中) 

彰化縣 雍正 4 年 縣治東北。道光 16 年在縣

治東門內。南向。 

乾隆 7 年《重修福建臺灣府志》、

道光 16 年《彰化縣志》 

今存 

臺北府 光緒 6 年 城南。南向。 民國 46 年《臺北市志》 日據初毀,後另址重建 

新竹縣 嘉慶 22 年 城東南。東南向。 同治 10 年《淡水廳志》 今易地重組。(原稱淡

水，後文統一稱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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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郝玉麟修、謝道承纂：《福建通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

書》本)，卷 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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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同治 8 年 縣治巽門。南向。 民國 48 年《宜蘭縣志》 日據毀,今新址重建 

 

在座向上，多數為座北向南(偶或因風水地勢等稍偏為東南、西南)。檢索乾隆《福

建方志》，亦皆座北向南，並無東西向或座南向北者。293蓋中國地處北半球，考量氣

候之禦寒避暑，主要宮殿皆採座北向南。因此重要祭祀之廟宇，亦採此座向。如《欽

定大淸會典事例》中，記錄京師壇廟如大祀的太廟；中祀的歷代帝王廟、先師廟、

關帝廟、文昌廟皆為南向。294直省及其他各地，《會典事例》雖未明言。但如孔廟有

「東廡」、「西廡」等建置，倘廟不採南向，則當地方比照中央禮制祭祀時，必然造

成混亂。因此閩、臺孔廟多屬南向，當出於禮制的制約，並非偶然的巧合。蓋《大

明會典》中雖未一一詳指座向，但由東西廡等文字之陳述，便知清代《會典》乃依

明朝舊制。295尤其明清兩代《會典》皆將公廨別立在壇廟之外。因此，即便官祀廟

宇在建築體式與一般官署或許無異，但在禮制的要求上並不是用一套標準。對比清

代髙拱乾《臺灣府志》所載臺廈道、海防廳、臺灣縣、典史署等衙署皆為西向，便

是很好的例證。296
 

其次，考察臺灣 9 所孔廟選址，大致以縣治之東、南或東南為主，如臺南、安

平、臺北、新竹、宜蘭等皆然。較為特殊者，則為嘉義、鳳山、彰化、臺中 4 處。

康熙 35 年髙拱乾《臺灣府志》，此記述嘉義、鳳山二地孔廟： 

鳳山縣學在縣治興隆莊，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楊芳聲建，後為啟聖祠，學前有

天然泮池，荷花芬馥，香聞數里。鳳山拱峙，屏山插耳，龜山、蛇山旋繞擁

護，形家以為人文勝地。教官廨舍未建。諸羅學在縣治善化里西保，茅茨數

椽，規制未備。297
 

到乾隆年間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猶盛稱： 

文廟在縣治北門外，康熙二十三年知縣楊芳聲建。風雨圮壞，四十三年知縣

                                                      
293

 《福建通志》，卷 18，頁 2-52。 
294

 清•崑岡等：《欽定大淸會典事例》(臺北：臺灣中文書局景印，1963 年影印光緖 25 年刻本)，卷

864，頁 18；卷 865，頁 5、7、11、12。至於小祀諸廟，除龍神廟東向外，亦以南向為主。 
295

 明‧申時行等：《大明會典》(臺北：國風出版社，1963 年)，卷 187，頁 8-12。 
296

 清•髙拱乾纂：《臺灣府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35

年刻補版本)，卷 2，頁 3-4。 
297

 《臺灣府志》，卷 2，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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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清復建。五十八年知縣李丕煜修、乾隆二年本縣兵馬司指揮施世榜修。

大抵瓦屋數椽，規制未備。乾隆十七年知縣吳士元重建。中為大成殿、東西

廡，前為大成門，又前為櫺星門。兩旁為義路、禮門坊。殿後為崇聖祠。廟

前有蓮潭，天然泮池。鳳山對峙，屏山左拱，龜山、鼓山右輔，形家稱為人

文勝地。298
 

足見鳳山縣學自康熙以來，雖規制未見盡完備，但因有蓮潭作為天然泮池，諸山對

峙輔弼，符合形家風水之勢。但臺中(光緒 15 年所建之臺灣府學，位於臺中。以下

為避免與臺南舊稱混淆，將逕稱臺中)在北，方志撰述者並未提及有何風水形勢的特

殊考量。299至於嘉義擇址在西者，康熙時陳夢林《諸羅縣志》言： 

諸羅縣初未有學。康熙二十五年，臺廈道周昌請於三縣各建儒學，始為茅茨

數椽於善化里之西保。三十四年臺廈道高拱乾，有建學之議。教諭林弼，奉

檄庀材，粗成棟宇。以群議基址不固，復行拆卸，止留殿屋一間，棲先師之

神。四十三年，鳳山知縣宋永清署縣事，奉文移歸諸羅縣治，與諸生度地議

建學宮。週城內外卜吉三處，聽諸生自擇其尤。定基於城之西門外。300
 

《志》文復詳述嘉義(諸羅)學宮興築之波折，然於基址則無改。據《志》載，則學

宮初雖在善化里，但後於城內外卜地數處，則猶居城西門外，而此意見則似出於當

地諸生的意見。301至於彰化者，教諭吳春蘭道光 11 年〈重修邑學記〉云： 

彰化建學校、造聖廟，自雍正四年知縣張鎬始。其地在治東北。……歷任相

繼而修，中間僅隔數年，不過補修而已。迄今七十載矣。302
 

同時李廷璧〈勸捐重修聖廟並縣志序〉則言： 

彰邑聖廟之建於茲百餘年矣，向有損壞，修葺之而已、補苴之而已。若欲墊

                                                      
298

 清‧王瑛曾等：《重修鳳山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乾

隆 29 年刻本) ，卷 6，頁 2。 
299

 王建竹等：《臺中市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1968-83 排印

本)，卷 5，頁 26-27。 
300

 清‧陳夢林等：《諸羅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56 年刊本），卷 5，頁 1-2。 
301

 清‧劉良璧等：《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乾隆 7 年刊本，1983 年。《中國

方志叢書》本)。，地輿，頁 5、卷 11，頁 3 載雍正 8 年知縣劉良璧對嘉義縣學加以修葺，此時位置

則已在西門內偏北。 
302

 清‧周璽等：《彰化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道光 16 年

刻本)，補刻卷 12，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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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址而增之使高；廣其規模而恢之使大，則修也等於創矣。303
 

是彰化一地雖在林爽文之亂時，縣城遭到破壞，明倫堂、學署亦燬於亂。但其後修

者猶在其舊址上整葺增廣，並未改變其居於縣治東北的位置。304
 

再對比福建省，茲以乾隆《福建通志》所述 10 府 2 州之府州學位置如下： 

府治之東 府治之東南 府治之南 其他位置 

福州、延平、汀州、永春 興化、漳州、福寧 泉州、邵武、臺灣 建寧(東北) 龍巖(西) 

 

與臺灣相仿，亦以縣治之東、南或東南為主要選址。其中只有建寧府學居府治東北；

龍巖州學居州治之西。據《福建通志》稱： 

先是，學在府治南，趙氏坊。明永樂初，知府許芮麟、教授張信請遷今所。

成化十七年，災。弘治二年，知府劉璵重搆。國朝順治五年，大成殿燬，戟

門尚存。七年，提學閔度重建。305
 

因此明代建寧府學的選址，實與多數學宮無異。龍巖州學原為龍巖縣學，隸屬漳州。

道光《龍巖州志》稱：宋皇祐初建於縣東，尋遷於南通環橋東，或曰近南壇。知縣

石復以其地卑溼仍遷於縣東舊所。建炎 2 年知縣方世功以學地左虛右實，復移於東

門外寛平之處。開禧 2 年邑人葉琇卿又以地勢逼險，請於知縣趙汝勉，改建今所。306

換言之，在南宋寧宗開禧之前，龍巖縣學擇址多在縣東、南方覓之。但終因地勢逼

仄，方易地於縣西。就上述文獻所見，閩臺在府州等級以上的學宮選址，確有特殊

傾向。然而就臺地縣學中，猶有嘉義、鳳山、彰化、臺中等地選在其他方位的情形。

那麼閩地是否亦然？試參下表： 

府治 縣治之東(或東南) 縣治之南 其他位置 

福州 侯官、長樂、福清、連江(東南)、羅源、閩清(東南)、

永福、屏南 

 閩縣(西)、古田(西) 

興化  仙游 莆田(西南) 

                                                      
303

 《彰化縣志》，卷 12，頁 46。 
304

 《臺灣孔子廟建築之硏究：廟學制的影響及廟學關係的變遷》，第 2 章，頁 42 誤以為彰化孔廟

在城西。 
305

 《福建通志》，卷 18，頁 29。 
306

 清‧彭衍堂等：《龍巖州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道光 15

年修、光緒 16 年重刊本)，卷 2，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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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 晉江、南安、惠安、同安(東南)、安溪(東南)   

漳州 南靖、長泰 龍溪、漳浦、

平和、詔安 

海澄(西) 

延平 順昌、將樂、沙縣、永安  南平(西)、尤溪(西) 

建寧 建陽、浦城、松溪、政和 甌寧 建安(北)、崇安(北) 

邵武  邵武、建寧 光澤(西)、泰寧(西) 

汀州 長汀、歸化、上杭  寧化(北)、清流(北)、連城(東

北)、武平(西)、永定(西南) 

福寧 霞浦、壽寧 福安、寧德  

永春 大田  德化(西北) 

龍岩   漳平(西)、寧洋(西) 

 

閩地縣學從比例來看，57 縣中東、東南、南等三方佔 39 例居多數；惟出現在縣治

之西者亦有 10 例，不在少數。居於北方者，相對雖少，但仍有 4 例。綜考居於其他

位置之 19 例中，有乾隆之前亦曾擇於東、南方向，但後移今所者：如莆田縣學宋紹

興中原附於興化軍學之廟東(在軍治東南)，元至順時徙府城内西南；307尤溪縣學宋

始建於縣西，慶曆間改於縣治東南，308明萬曆徙縣西門璠山之麓；光澤縣學元至正

年間建於縣治東南，明萬曆時移至縣西孝感坊；309清流縣學宋元符間建於縣南，復

遷縣東，南宋建炎時徙縣北皇華驛；310連城縣學宋紹興創建，後遷東南，乾道間徙

縣治東北，明萬曆屢易其址，後又遷回縣治東北舊址；311武平縣學宋乾道間始建縣

東興賢坊，明成化間徙縣治西；312德化縣學宋時在縣治東，自宋迄明遷徙更易不一，

                                                      
307

 清‧廖必琦等：《莆田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乾隆 22

年序、光緒 5 年補刊本)，卷 9，頁 2-10。 
308

 明‧李文兗等：《尤溪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 6

年序刊本)，卷 2，頁 2-4。 
309

 清‧盛朝輔等：《重纂光澤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道

光 20 年修、同治 9 年補版重印本)，卷 9，頁 1-4。 
310

 明‧陳桂芳等：《清流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嘉靖 24

年序刊本)，卷 3，頁 5。 
311

 陳一堃等：《連城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1938 年石印

本)，卷 14，頁 2-3。 
312

 清‧劉昈等：《武平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康熙 38 年

序、1930 年鉛印本)，卷 5，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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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隆慶時徙城西北大洋山之陽。313這樣的記載，固可用以說明東、南二方位做為文

廟選址的原則，仍為多數遵守；但反言之，則擇於其他地點似乎也未嘗不可。此外

如位於西郊虎頭山之麓之南平縣學，原為三皇廟；314而泰寧縣學據方志記載： 

泰甯縣儒學在城内鑪峰東麓(舊鑪峰寺基)。按宋慶元間邑令趙時□始建學宮

於鑪峯之陽。元至元間重建燬於宼。至正丁未再建。……嘉靖癸未遷學於驀

湖之坳。未及十年，御史白公賁按部至邑，爲遷之天王寺，去縣治北僅數十

武。議者又以罏峰舊學爲勝。315
 

文廟更易之地，兩次皆因寺廟之舊址而成。316如此看來，府州之學較有一致，縣學

則頗有因地制宜的考量。 

考察《大明會典》所言：「洪武二十六年，著令天下府、州、縣，合祭風雲雷

雨、山川社稷、城隍、孔子及無祀鬼神等，有司務要每歲依期致祭。」317據《大明

集禮》記載：郡縣祭社稷，有司俱於本城西北設壇致祭、風雲雷雨師則築壇於城西

南、郡邑厲壇則設於城北。318再加上《大清會典》所載319雍正 4 年令各府州縣於東

郊先農壇側擇地為耤田。便形成了地方州縣的壇壝在擇址上的定制。然而，明清會

典中或對孔廟、城隍廟等祠廟的座向有所指示；但對於祠廟的擇址，並看不到明文

的制約。再徵諸乾隆《曲阜縣志》，孔廟雖在縣署東南，但嘉靖元年所築的曲阜縣城，

實是以孔廟為中心所規劃。320況且曲阜孔廟作為特殊背景之孔廟祖廟，各府州縣之

儒學，並無由取法。復考察國學(國子監)的建置歷史淵源，《闕里文獻考》稱東漢明

                                                      
313

 方清芳等：《德化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1940 年鉛印

本)，卷 8，頁 1-2。 
314 吳栻等：《南平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1921 年石印本)，

卷 12，頁 3。 
315

 陳石等：《泰寧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1942 年鉛印本)，

卷 14，頁 26。 
316

 張崑振：〈清代官祀空間的祭祀關係及台灣附祀空間特徵之探討〉，《臺灣宗教研究》2005 年

第 3 卷第 2 期，頁 87-92 便提及：因官祀建築的建立並非一時即可全部完峻，因此常會借用民間寺

廟舉行儀典，甚至出現合祀、附祀的情形。最常見的就是文廟與文昌祠的關係。 
317

 《大明會典》，卷 94，頁 1。 
318

 明‧徐一夔等編：《大明集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10，頁 16；卷 13，頁 12；卷 15，頁 22。 
319

 清‧允祹等編：《欽定大清會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26，頁 6。 
320

 清•潘相纂：《曲阜縣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乾隆 39 年

刻本)，卷 36，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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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養三老五更於辟雍，令郡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周公、孔子，牲以犬。」

此是國學、郡縣祀孔子之始。321《三輔黃圖》言國學(辟雍)，周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漢在西北七里。322再看唐代與北宋的國子監，則皆在皇城朱雀門外偏東位置。323南

宋臨安城則因皇城之南已無發展空間，故省部府衙皆在皇城之東，國子監亦不例外。

324元大都國子監則位在皇城東北。325雖然南宋理宗時建康府之府學在治東，國子監

在治南。326但明洪武年間南京國子監與文廟(廟在學東)，卻則蓋在城內西北，雞鳴

山下。327永樂朝遷都北京，則襲元大都國子監(廟在學東)。因此明清二朝，南北兩

京之國子監位置，皆不是常見的東、南二處。再考郡縣層級，茲以南宋寧宗《嘉定

赤城志》為例：該州州學在州治東南，南向。該州所轄縣學宮，臨海縣在正南西側、

黃巖縣在正南東側、仙居縣在東，惟寧海縣在西南。328便與閩臺二地文廟重於東、

南的傾向較近。設使中央國學的擇址，並無特殊方位的考量。則郡縣建置學宮時，

在座向上宜符合禮制，但選址則理應因地制宜即可。是故，閩臺二地文廟選址偏好

東、南的現象，應當與禮典無關，而是另有原故。 

 

堪輿家言對臺閩孔廟選址之影響 

考道光年間福建侯官高見南所編《相宅經纂》「都郡文武廟吉凶論」云： 

陰陽之理，自古攸分。二者不和，凶氣必至。故公衙務要合法，而神廟亦不

可不居乎吉地。須於大堂前，下羅經定之。文廟建艮、甲、巽三方為得地。

廟後右宜高聳，如筆如槍。廟左宜空缺明亮，一眼看見文閣、奎樓，大利科

                                                      
321

 《闕里文獻考》，卷 14，頁 2。 
322

 不著撰人：《三輔黃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

頁 3-4。 
323

 (日)妹尾達彥：〈長安：8 世紀的都城--呂大防〈長安圖〉的世界認識〉，「空間新思維--歷史輿

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故宮博物院，2008 年 11 月)，頁 15、20。 
324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京城圖。 
325

 王建軍：《元代國子監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邱樹森教授指導，2002 年)，頁 11-13。 
326

 宋•馬光祖：《景定建康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南宋景定

2 年刻本，嘉慶 6 年重刻)。 
327

 明‧李賢等纂：《大明一統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卷 6，頁 2-3。 
328

 宋•黃 ：《嘉定赤城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南宋嘉定 16

年刻本，嘉慶 23 年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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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再得巽、丙、丁有文筆高塔，主出狀元神童，名士大宦。 

其「文筆高塔方位」則稱： 

凡都、省、州、縣、鄉村，文人不利，不發科甲者，可於甲、巽、丙、丁四

字方位上，擇其吉地，立一文筆尖峰。只要高過別山，即發科甲；或于山上

立文筆，或平地建高塔，皆為文筆峰。329
 

則堪輿家以為文運的方向在於東(甲)、東南(巽)、南(丙丁)或東北(艮)。方士除以術

數理論推衍，又多累積歷史經驗實例而成。閩臺二地所建文廟，是否受到這些堪輿

之說的影響？如臺南孔廟所存康熙 52 年陳璸〈新建文昌閣碑記〉即云： 

京邑之制，右廟左學，前殿後閣。予乃於文公祠後，謀創建文昌閣焉。常讀

「文昌化書」，中有一二幻語，心竊疑之。既而往復玩味，大指教人以修德

積善，與「陰騭文」一篇相表裏；於是深信其言之有得於道，不予誣也。 

閣制度：高、寬、長各若干，一准福州府庠奎光閣體式。330
 

陳璸基於自己對文昌帝君的信仰，深信俾助士子戒慎恐懼、修德積善，由此高登科

甲。而形式上則直接承繼福州府學，顯然是閩粵各地的共同信仰。乾隆蔣元樞〈重

修臺灣府學圖說〉則曰： 

查南郊魁斗山，郡學之文筆峰也。舊時櫺星門，其制甚卑；門外蔽以重垣，

山遂隱而不見。今所建櫺星門較舊時移進數武，加崇五尺；門外之垣，改為

花牆：山形呈拱，如在廟廷。從此，文明可期日盛。再查學內，向建魁星傑

閣，歲久倒壞。現照舊址興建，規模較前崇煥。元樞周覽廟學形勢，艮位奎

閣既已傑然高峙，巽方亦應酌建坊表，以資鎮應。臺地並無石山可取石料，

石工亦未睹坊制。茲于泉郡採取巨石，精擇良匠刻鑿石坊，制度頗稱精備；

自泉運廈，由海艘配載至台，建於學之巽方，以壯規制。331
 

蔣氏所謂魁星閣，即陳璸所建之文昌閣。觀其改建，除崇新聖殿外，改門外之垣為

花牆以望文筆峰(魁斗山)，艮位(東北)依舊制崇高魁星閣，復於巽位(東南)刻鑿石坊，

                                                      
329

 清‧高見南彙輯：《相宅經纂》(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 年)，卷 2，頁 27-28。 
330

 成功大學中文系編：《全臺首學資料彙編》(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7 年)，頁 111-112。 
331

 清‧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83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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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鎮應，此即今存之泮宮石坊。凡此無一不由風水立論起意。332再參閩地，如道

光《重纂光澤縣志》所載關於萬曆年間光澤縣學遷建之 3 篇記文： 

(提學道馮挺記：)而入明來，科甲寂寥，人文衰歇。議者歸咎於學址，堪輿

家謂鄉民黄新福廨宇地為宜，則議以故址易之，為計徙建費。.......時昭武宋

合良翰，精青囊家言，因前曰：職常至光澤學宮，風氣舊不如新。圖足信也。 

(郡守陶人群記：)蓋先是學宮湫隘，左右屏翳民居。諸士用是咎塞，而時郡

司理楊君，邵武令宋君並善堪輿家言，亦曰：是向背失宜，宜改為。於是上

其議於直指陸公、督學馮君，俱報可。諸生歡然僦工，以佐官緡。居民之迫

近週垣者，貿徙之。廟與明倫堂易厥向而鼎構之。 

(縣令汪正誼記：……時聞光澤)代不乏才，胡百年來竟寥寥也？予實不知其

故。及蒞任之日，謁先師廟，乃知學宮廢狀。雖云改建，只兀兀四柱耳。予

愀然不樂者久之。時諸生游聖廷等，進而言曰：光庠背若空虛，前被蔽障。

匪獨文明不顯，抑且變故滋多。業經院道催改者屢矣，奈詘於物力，踆巡二

餘年。興衰起敝，意在今日乎。…...先建先師廟，廟坐亥向巳，進前而對展，

誥授祖脈也。舊殿毋甚高峻，以縣治白虎之說，高則利於士，不利於縣。予

曰：士苟利矣，吉孰如之。命高其制，廣加兩楹，兩廡戟門，廣袤稱焉。333
 

蓋光澤縣學元代始建於縣治東南，南向，挹文筆峰。明成化 5 年教諭陳原，則以學

逼文筆峰，請改學東向。弘治元年知縣劉俊謂學宜南向，先改學門，至正德年間學

宮方完全改為正南。嘉靖 45 年復遷西門外龍興觀，北向。至萬曆 12 年再徙學於此

縣西孝感坊，南向。只不只廟址數易，連座向亦更動不定。舊址南向面向山峰，地

勢逼促只算表面因素。實質上則是上述 3 篇記文所共同提及：明代以來，科甲寂寥

衰歇。士紳因此歸咎學址湫隘，或左右屏翳民居，或背若空虛，前被蔽障等等。故

參考堪輿家另定新址。甚至縣令汪正誼對於堪輿家於白虎方(西)建物，不宜高過主

                                                      
332

 至於臺灣各地孔廟擇址是否依從堪輿家言？張淑貞、李盛沐：〈閩南傳統建築設計與風水之相關

性〉，《(2003 年)閩南文化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立文化中心，2004 年)，頁 490 雖舉臺北

孔廟為例，言其符合風水家以應後天之氣的「後縫針」取向定位法，決定座向。但畢竟未有主事或

者匠師的直接文獻證據徵考，但聊備一說。 
333

 《重纂光澤縣志》，卷 9，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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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或青龍方之說，334表示為求治內文風昌盛，寧可讓治西的文廟殿宇，高過縣署。

這類為求科甲而改易文廟座向位置者，又如《崇安縣新志》所載康熙 52 年郡守張翔

鳳針對崇安縣學遷至牛氏巷之記述： 

治必有學，學必有廟，祀孔子、重文教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世道所

關，政必依乎教焉。而辨方正位，地取向明，非徒以離照之義也。王者南面

而聽天下，政教之宗孔子萬世王者師，尤政教所取裁。呫嗶儒生，一經受業，

猶北面執弟子禮，惟謹况王者師乎。郡國之學皆南向崇之。學不知始自何年，

其在晝錦坊者，遠而不可考矣。自宋紹聖邑令王當始建於營嶺。元代相沿，

迨明嘉靖萬歷間僉憲王令虞，兩經遷改，仍未離營嶺左右。今之在北者，自

崇禎壬申令郭之祥始。顧考之往乘，或東向、或北向，凡數易，皆非南向。

豈前後君子，惑於青烏氏之說，以人文必在形勝，思亟為振興，而未暇講及

向明之義乎？335
 

崇安縣學亦與前述光澤縣學相仿，數易其址。但張翔鳳對於選址並未有強烈的主張；

反而對於執事者惑於堪輿之說，將文廟座向或易東、或改北，大加非議，以為有乖

體制，甚失南向崇聖之禮意。則士人同樣面對堪輿之說左右文廟建築時，在乎的是

座向，而非選址。誠然，在確立孔子做為先聖先師主祀之前，南向崇之的原則並不

必然存在。336相對的，當文廟(先師廟)既以孔子為尊，並以弟子配享，乃至歷代先

賢、先儒從祀之後，正殿的座向就必需切合一般禮制的常規，方得順利無疑的運作。

張翔鳳的主張，其實並不特殊，如南宋尤溪知縣石 即有類似言論。尤溪縣學始建

於縣西，北宋慶曆 4 年知縣宋咸移建縣治東南。南宋紹興 11 年燬，知縣彭億又移於

縣北，尋復故所。乾道初，石 撤而新之，求記於朱熹，朱子因作〈南劍州尤溪縣

學記〉云：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 ，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

                                                      
334

 《福建通志》，卷 30，頁 18 載北宋李畋事蹟云：「其母賢而知書，且精相宅。時在惠安，謂白

虎山高，不利於人，命築城隍廟於治東，以壯青龍之勢。至今利賴之。」今堪輿家亦有「寧可青龍

高萬丈，不可白虎抬頭望」的俗諺。 
335

 劉超然等：《崇安縣新志》(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中國方志庫》重製，1941 鉛印

本)，卷 5，頁 9。 
336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 年)，頁 203-210 提及：

唐代武德至永徽之間，周公與孔子，孰為主祀？孰為配享，惟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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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

曠。於處士肄業為宜。中徒縣北源上，後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

陽家說，為門斜指寅、卯之間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

失其正者。 始至而病焉，顧以教學之初，未皇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

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於堂之東，

以奉光賢，以尊古訓。……」熹惟石君之為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

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為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

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為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

不敏，誠竊樂得將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然是役也，石君

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所養於外而齊

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為備。惜乎

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

厲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為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為心焉，則聖人

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337
 

石氏對於學宮的位置，並無批評。只是強調東南隅舊址「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

曠」，較縣北更宜於處士從學肄業。但就改回東南隅舊址後，士子用陰陽家言，將門

向斜開在寅、卯之間(約當東北東)，門庭之內短狹，至使諸物失正，迭有異議。因

此撤而新之，石氏並自許用錢 40 萬，人工 3 萬，皆不資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

對於石君的作為，朱熹基本上予以肯定。但認為學校教化的重點乃在「修身窮理以

成其性，厚其倫之為事」的心性倫常之道，如果不能掌握根本，就算宋代學校之官

遍於郡縣，規模超軼漢唐，一樣不得其方。因此期許石君所以能敷教敦化者，宜有

超過葺新廟學一時之功，故指其「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朱熹既對石君所

自稱者，以為教化之末節。則對於因堪輿家言，而期易一地科甲文教之做法，當更

斥為誣妄。然而野史卻又盛稱朱子相信風水之事。如南宋趙與時《賓退錄》云： 

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説因曰：「冀州好一風水：雲中諸山，來龍也；

                                                      
337

 宋‧朱熹著，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敎育出版社，1996 年)，頁 4046-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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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嶽，青龍也；華山，白虎也；嵩山，案也；淮南諸山，案外山也。」338
 

今傳《葬書》託言郭璞所撰，實則自宋始出。其後方技之家，競相粉飾。朱子弟子

蔡元定病其蕪雜而刪定，元代吳澄又病蔡氏未盡藴奥，而檢擇分為内外雜篇。劉則

章親受之吳氏為之註釋。其中引述：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壅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也。惡則反是。」蔡季通曰：「生死殊途，情氣相感，

自然黙與之通。今尋暴骨以生人刺血滴之而滲入則為親骨肉，不滲則非。氣

類相感，有如此者，則知枯骨得廕，生人受福，其理顯然。不待智者而後知

也。」339
 

即清儒徐乾學《讀禮通考》亦言： 

昔司馬文正為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神

時日卜筮，以疑衆之辟。蓋痛心疾首於世俗之所為，冀迷者之一悟也。然自

《孝經》有卜宅安厝之文，雖程朱大儒亦以為：地不可不擇。程子以土色光

潤、草木茂盛為吉地之驗。而又言五患當避。朱子云：須形勢拱揖，環抱無

空闕處，乃可用。此亦仁人孝子用心之極致。340
 

諸說坐實了程朱以來推崇葬書之術的傳說。雖亦有如趙汸〈葬書論對〉為之辯解： 

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

常人類。……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

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

云爾。」341
 

趙汸面對葬地者必以程朱之言為口實，一方面肯定司馬光欲焚其書，禁絶其術的作

法，認為葬書之言有欺天罔神，誣亂生民之處；但又肯定此類術數之書，固有難以

言傳固不可以為言者，其理一如易算與陰陽五行。以程朱之精於易理，又以孝子至

                                                      
338

 宋‧趙與時：《賓退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

頁 1。 
339

 晉‧郭璞：《葬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 
340

 清‧徐乾學：《讀禮通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82，頁 4-5。 
341

 元‧趙汸：《東山存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5，

頁 35-36。1319-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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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事親之心，求備於卜葬之道。並不違理學要旨。然而，正因儒生的態度，無形中

更助長堪輿的風氣。即以尤溪縣例，明萬曆 24 年又遷縣西璠山。清乾隆 24 年又遷

於積善坊東門内，58 年知縣童檝以科甲關於學宮風水，且殿宇圯壞，復遷回西璠山

舊址。 

 

結語 

天下孔廟固以曲阜為宗，但因曲阜孔廟具有家廟的特性，使得其他各地，無論

是中央或地方州縣，皆難以完整比照。相對於中央官學(太學、國子監)，州縣立學

雖肇興於漢代，但由唐宋以來獎掖學校，崇尚儒學的政策，至明清已結合成一完成

的廟學制度以及建築定式。由規模等級而言，州縣學可謂中央學地方化。因此即便

大成殿、東西廡的稱呼雷同，但仍有開間大小的差別。上述討論，雖只聚焦在臺閩

兩地的孔廟的座向與選址兩點，但可以看出孔廟座向以南向為主，尤其是唐宋以來，

孔子做為文廟主祀而由弟子從祀的制度底定，明清以來《會典》對於釋奠儀典的明

訂，更加強化了這項禮制原則。在府州等級，此一原則大致被嚴格的遵守。但縣級

儒學或許因為空間狹迫，甚至是堪輿之說而改易其座向，多半遭到批評。因此，相

對於衙署而言，孔廟的外在樣式或許有所雷同；但做為祭祀的禮制建築時，便多了

一層禮儀的制約。儘管中央到地方對於禮制的遵行，自是寬嚴不一。但卻是吾人考

察各地官祀建築時所不宜忽視的重點。相對的閩臺二地孔廟選址上，固然出現了偏

重東、南的特殊傾向。但是無論由曲阜的淵源、中央官學的歷史，都看不到禮制對

於學宮選址的制約。這一點與座向就顯然有所差異，因此儒生即便對於堪輿之說干

擾了孔廟座向，有所批評。但對於選址，則多半無太多意見。一項禮典未加約束的

建築條件，理論上會樣態應會出現紛紜。但單就閩臺二地孔廟選址的考察，其所出

現的多數共相，就應出自另一種習俗的影響，亦即堪輿之術。其實儒家經典之中，

並不乏卜居、度地、卜葬地的記載。只是這部分方技的實務操作內容，多半保留在

術數之流。儒生或存而不論，或甘心接受。然而孔子素來不語怪力亂神，如今面對

文廟卻每因地方科甲衰微，或改變座向，甚而易地另建，實大違儒家之道。不過，

孔廟在廟學合一的制度中，雖居於尊崇的地位，但對於科舉牢籠下的士子最關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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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是學宮及附益出的建築(如文昌祠、魁星閣、文筆塔等)，能否實際助益到自身

的仕途。因此當則堪輿家以為文運的方向利在甲、巽、丙、丁或艮位，就極容易影

響文廟建築的選址。特別是現存文廟，多半是明洪武以來所擴展至郡縣諸地。此時

堪輿家言已經發展得十分熾盛。目前可供利用的方志，也以明清以降為多。因此是

否能利用這些相關材料，找出風水家影響孔廟選址的歷程，可能有所難處。不過如

能逐步檢索全國各地的方志材料，甚至是域外孔廟的興築背景。或許更能確定這個

答案，是否與閩臺二地所示現的一般。 

本文以文獻考古的方式，運用明清方志文獻為主，佐以臺灣現場調查為輔。然

而，這只能算是在既有研究限制下不得已之方法。尤其本文對於孔廟主要祭祀建築、

學署建築兩部分，尚未及處理並比較其異同。尤其臺灣因開發較晚，因此並未出現

嘉靖 5 年創立的敬一亭，以及嘉靖 9 年令天下廣立啟聖祠的階段，甚至也不會出現

明中葉以後功能逐漸喪失的射圃。但若要了解中國各地，甚至是域外孔廟時，少了

對這些建築背景的認知，就會產生出判斷上的盲點。透過方志的考察，一定程度就

可彌補這項缺憾。這一點是筆者現階段應致力的目標。撰稿之初，獲悉金門自 2007

年起有興築孔廟之倡議。次年大陸福建省同安縣孔廟斥資進行整修，更加速金門孔

廟興建的願望。經考察同安、泉州、安溪等地現存孔廟，規劃蘭湖公地興建一座五

進閩式建築。但其後或因經費編列不足，或隨行政首長改易，定位或有變更。至今

尚未能依原計畫峻工。本文既未能對孔廟建築之歷史淵源完整陳述，自無置喙之處。

但以近年走訪臺灣各地孔廟並訪談執事人員。其間對於孔廟之定位與空間使用的觀

察，或亦可提供執事者參酌。首先，臺灣傳統孔廟如臺南、彰化、臺北等地，尚有

建築、禮器可以做為文物博覽之功能。而新建之金門孔廟未來只可能如臺中、桃園、

高雄等地般，以發揮文教功能為主。如何將金門在建築、文化上的特色具體融入在

孔廟之中？益顯重要。如現今臺灣本島或有學宮者，處處張羅活動以免空蕩。但欠

缺主動對於中華文化的推廣規劃，以致孔廟管理單位只成為租借管理員；亦有欠缺

學宮者，反而挪借東西兩廡，因陋就簡。金門有浯江書院之悠久歷史，宜在孔廟中

重建書院講學之風。更宜保持書院之歷史與鄉賢之祭祀，才能使孔廟真正落實於鄉

土。其次，孔廟做為一崇祀儒家聖賢之禮制空間，與現今民間祭拜祈祝之精神，相

去甚遠。故不必為求香火鼎盛而世俗化。即便現今海峽兩岸各地孔廟，多為增加參



 黃啟書：由方志所見圖繪論臺閩孔廟建築選址問題 

201 
 

觀人潮，舉辦與儒學精神不符的祈福活動。但至少在中軸線主要祭祀建築群(戟門-

大成殿-東西廡-崇聖祠)，仍應避免民間信仰雜入禮制建築之神聖空間，尤其不應權

宜挪用為盥洗或儲藏空間。其三，清代以前孔廟主要由官府與士人支持。故科舉廢

除後，多無以為繼。臺灣本島發展最健全的南北二孔廟，其實皆仰賴地方士紳之力

量。因此金門孔廟務必結合地方宗親之力，尤其於祭祀文化上，尚可多加互參。一

則讓地方鄉親參與祭祀，另一方面才是讓孔廟的禮樂教化精神落實到地方社會中。

如能達到此一願景，則將不會是臺閩地區最新的孔廟，而將可能是最具時代意義與

實踐精神的孔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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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張崑振教授發言稿 
由方志所見圖繪淺談台閩孔廟建築形式之特殊性  與談意見 

1. 本文研究方法有兩面向需先確認，一是圖繪的界定，各地方志成圖背景不一，

繪圖元素各取所需，應先有所界定。一是方志案例統計表數字的意義研判，某些建

築元素是否可由統計數字看出端倪，或根本無關（如廟學琣配置關係，左學右廟…），

可於解析時一併納入考量，P.105表格內容便相當具有可談性。 

2. 建築型式的研究考量其特殊生產背景，應與自然地理環境、人為特定權力者有

關，例如地方主官與負責匠師，兩者皆具主導建築生產成果之關鍵。本文關注議題

與討論方式，可由時代制度的時間軸、地域特色的空間軸併同探討，因此，對於地

方志呈現出的異同，建議可以前述架構加以釐清。 

3. 孔廟建築形式表現出祭祀制度、地方特徵二面向特色，中國傳統建築營造亦有

制度標準，與地方因地制宜之類似關聯，因此，何者為制度，何者為地方特徵，應

有更有效的方法區分。 

4. 有關孔廟擇址特色，可參考台南孔廟魁星閣的特殊文運考慮一併討論。 

5. 官方禮制建築為官方衙署建築的一環，兩者格局完全符合，其中，禮門、義路

即為轅門制度，萬仞宮牆為照壁，本文的前導建築是否可辨識出特殊性不無疑問，

建議作者可參酌相關建築史研究（有關烏頭門、櫺星門、華表已有許多討論成果）

再行研討。 

6. 曲阜孔廟為特殊背景之孔廟，其與孔府、孔林密切相關，閩南地區孔廟顯然不

同，二者之對照立基點並不相同，建議再行斟酌。 

7. 本文未具論述議題與具體成果，仍屬初步討論結果，建議作者對各項議題可再

斟酌提出，並以有效的方法進行討論，另，相關建築資料，建議可利用既有研究成

果於文前有所界定。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不授權刊登)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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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與惠安地區傳統建築仿木構的現代發展342 

曾逸仁 

金門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 

 

摘要： 

傳統建築的木構造是建築構成的核心，代表了漢人建築的文化特色與建築美學

及。在數千年的傳承中，因著地域性的發展在大傳統中展現了建築與工匠美學、技

術、材料特質，形塑地方小傳統與建築風格。 

金門的傳統建築主要傳承自泉漳地區，在 1920 年代時曾因洋樓的引入及現代

材料的影響，利用鋼筋混凝土構造替代了木作樑枋，甚至採不見木的方式替代木構

架，及至 1960 年代在物資缺乏中，金門的宗祠建築開始改採 RC 作木構架取代木作

系統，大木匠師則須結合新式技術材料施作，而成為金門傳統建築的重要且特殊的

發展階段。2001 年兩岸小三通後，這些 RC 作構架又漸次以木作系統替換。然而，

此時的大陸惠安地區，則開始流行以石作體系替代木構架，許多祖祠改用石作仿木

構。金門與惠安地區的宗祠建築，在不同的材料應用下，卻仍遵守著傳統建築的形

式、尺度規範，形成一種特殊的演變現象。 

本研究即針對金門與惠安地區傳統建築及宗祠建築在仿木構的發展上提出初步的探

討，並以相關案例進行比較，探究傳統建築在當前時代性演變的現象。 

關鍵詞：鋼筋混凝土、大木匠師、宗祠、棟架、洋樓 

 

一、 前言 

建築，為人類適應自然與環境的產物，在不同的地域中因應各種氣候、材料、

社會文化，形塑出各式的構築類型，這種具有廣泛適應性的地域建築能基於生活經

驗上所累積文化特質，而形成了某種特色形制。閩南地區的傳統建築，即是在環境

與經驗傳承下的產物，除承襲了漢人合院組群、磚木構造、禮制建築等空間、文化

特色外，因地制宜發展下，閩南的紅磚、木構造特色有別於其他地區建築，雖至今

仍未有明確的證據顯示紅磚構造其起源自何方，然透過數百年來建築文化傳播與異

國文化交融發展，特別是十九世紀中葉後外洋風格、近代構築技術的影響，在長期

的文化衝突與交流中形成地區發展的特色，台灣、金門及閩南地區的建築乃有兼容

並蓄的樣貌呈現。 

金門乃島嶼型的移民社會，臨近大陸原鄉泉州、漳州、同安、南安、惠安等地，

受制於物產不豐、資源有限，興築房舍所需的工料即就近仰賴原鄉的供應，且直接

                                                      
342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小型島嶼脆弱度分析與永續規劃研究－小型島嶼脆弱度分析與永續規劃研究

-文化資產課題(II)」(MOST 103-2621-M-507 -004)之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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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原鄉的建築形式，再依據主家的經濟能力、環境地域特性及所需構材取用，居

住安全的綜合考量中，漸次發展出在地的風格。這些地域建築主要仍以木構造為核

心，搭配砌體混合構造，在基本的構築型態上有多樣性的表現。其中，木構造的結

構與工藝美學乃是關鍵，因其加工容易、組構自由、樣式多變，遂成為建築藝術詮

釋之重點。如台灣及閩南地區常見的疊斗式木構架，即以層層相疊的木構件、升斗，

結合木雕技藝、彩繪藝術，而有別於其他地區之木構造，成為閩南建築藉此展現傳

統工藝、主家社經地位的代表。 

1920 年代開始，金門在僑匯風潮下，隨著西洋歷史式樣的引入興建了洋樓343，

及該年代最新材料的影響中，利用早期鐵筋或鐵筋混凝土構造興築外廊之樑柱，或

取代了傳統木樑樓板344，這些新式材料與技術也隨即影響了傳統建築的構成，而有

混合閩洋特色的建築，甚至嘗試展現在宗祠主結構的棟架上，以鋼筋混凝土（以下

簡稱 RC）仿木構取代傳統的木棟架345，成為該年代極為特殊的發展現象。1949 年

後金門因兩岸戰爭停滯的營建行為，直至 1970 年以後才以制度化的方式引入台灣的

營建體系（米復國，1995：83），此時引入了預伴混凝土技術，也促使部分民宅或宗

祠改用混凝土構造（曾逸仁，2014：107），宗祠建築在修復需求下開始大量改採 RC

作仿木構架大量取代木作系統，大木匠師則結合新式技術材料施作，而成為金門傳

統建築的重要且特殊的發展階段。2001 年兩岸小三通後，這些早期改建的 RC 作仿

木構架又漸次以木作系統替換。在此時，大陸惠安地區則開始流行以石作體系替代

木構架，許多宗祠重建或新建時在經濟與使用考量下改用石作構架，成為該地區盛

行的營建模式。 

金門與惠安地區的傳統宗祠建築，依照時代演變下的營建趨勢，分別在不同的

構造材料應用下以傳統空間形式呈現，維持著傳統形式、尺度的規範，形成一種特

殊的演變現象。本研究即針對金門與惠安地區宗祠建築在仿木構的發展上提出初步

的探討，並以相關案例進行比較，探究傳統建築在當前時代性演變的現象。 

 

二、 傳統建築仿木構的背景與現象 

                                                      
343

 絕大部分的金門洋樓集中在 1921 年到 1936 年之間興建（米復國，1995：139）。而洋樓的高風

潮出現於二十世紀 20 年代及 30 年代，這與僑匯的興盛有直接的關係（江柏煒，2000：149）。 
344

 如完成於 1933 年的後浦陳詩吟洋樓即是早期的鋼筋混凝土圈樑及樓版作；同為 1933 年興建之碧

山陳清吉洋樓則僅有三塌岫外廊樓版為鋼筋混凝土樓版作，室內樓版為木作配合部分鋼筋混凝土

圈樑強化。 
345

 興建於 1930 年的碧山陳氏小宗、1935 年的陽翟永昌堂即有採鋼筋混凝土仿木構的「不見木」形

式替代了傳統木棟架，為金門僅見之二棟洋樓化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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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建築仿木構即是材料與構造替換下的現象，其依循著木構造的特色建構，

維繫了傳統的價值並再現其形貌，在金門形成 RC 仿木構，在惠安則出現石構造替

代。木構造的形式表現為仿木構的目的，本節分別以傳統木構造、近代 RC 構造，

及當代當代惠安傳統建築仿木石構造的發展現象進行說明。 

2-1 建築木構造的歷史與特色 

木材是已知材料中既可抗壓又可抗拉的良好選擇，因此被常用在如木樑、樓板

及屋架等建築的水平結構中，及在拱或穹窿構造中替代了砌體構造。而木料也常被

使用在連結牆體、拱圈與圓頂構造上（Croci, 2000, p. 52），並廣泛地使用在建築以

及人為的環境與構造物中，是最古老且最容易取得的構造材料，且易於更新構材有

利於營建與維護。在中國，木造樑、柱的組合，是漢人傳統建築的主結構系統，經

歷了數千年的演進，從唐宋到明清，逐漸形成了一套極為嚴密的形制，包括由官方

頒訂的宋代《營造法式》及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將營建工程規格化，使各方有了

標準與施作之依循。這些具有高度靈活適應性的木構造系統，由官方制式的構築型

態，經由地域性的演變，轉為建築空間與藝術的表現性，成為建築工藝之焦點，不

僅豐富建築居室的樣貌，更成為營建過程中的關鍵。 

在這些木構造系統中，閩南地區常見穿鬪式棟架及疊斗式棟架。前者取材與搭

建便利而為一般民宅所使用，但其受限於兩棟架間僅有單開間空間有限；因此民宅

廳堂或宗祠、廟宇等則多採用後者，以點金柱連通左右三開間以上形成較寬廣的室

內空間利於活動，成為台灣及閩南地區最常見的木構造系統。而這些木棟架除具有

結構功能外，尚兼具美學、傳統工藝之表現，透過間架比例與木構造組構技術，將

整體空間美學呈顯，再經由細部的刻飾與彩繪賦予文化傳承、禮俗教化與理想居住

空間的意涵（曾逸仁，2007：15）。 

在歐洲，西元前 6500-6000 年左右，Anatolia 人及 Cyprus 人已有一樓採石造基

礎之土埆磚造牆體，二樓為典型的木構造骨架的兩層住宅。在希臘時期，眾所周知

的希臘神廟，即從木造的形式轉為石構造，部分廟宇仍持續使用木造屋頂或木造天

花、木鑲板，之後早期的羅馬神廟亦使用類似的木構件進行組構 (Kelley, Loferski, 

Salenikovich, & Stern, 2000, p. 8)。中世紀的歐洲則是木造建築的黃金時期，當時木

材是主要的建築材料，不僅用於建築的主要支撐構架，並廣泛地使用在屋架系統上；

至十七至十九世紀，磚構造的興起，才大量出現木材嵌入砌體構造的木樓板及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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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系統建築（Ross, 2002, p. 14）。直到十九至二十世紀初期，則因鋼筋混凝土及鋼構

造的出現，改變了建築的形式與規模，使得木構造的使用顯得侷限。 

然而，木構造體系雖擁有優良的性質作為建築主構造使用，但因木材乃多孔性

和吸濕的材料，在缺乏適當的維護下容易造成損傷及引來蟲蟻的攻擊，未經處理的

木材在經惡劣天氣影響後，使用年限通常會很短暫（Frampton, 1996, p. 8）。台灣及

閩南地區（含金門）的傳統建築多數的楹、枋構件端部均埋入兩側壁體中，長時間

受壁體潮濕的影響常有程度不一的腐朽損壞，或者因屋面破損、構造損傷滲水導致

木構件腐朽，或進而引發白蟻的危害。這些菌蟲害乃傳統建築進行修繕的主因，如

何防範並維繫建築安全或思考以替代材料強化蟲蟻危害，向來是木構造建築所面臨

的重要課題。 

2-2 近代 RC 構造的發展及對台金地區的影響 

（1） 二十世紀初期 RC 構造引入台金的脈絡 

如前述木構造因容易受菌蟲害導致毀損，在安全及耐久性考量下採用不同材料

替代，在十九世紀中末期時因鋼筋混凝土材料的出現，有了跨時代的進程。RC 構

造在二十世紀初期的歐美國家建築上已有大量運用，1910 年代時已發展在應用之尺

度及作為元素的同化作用（assimilation）（蔡毓芬，2000：39）。然而，位於東亞的

台灣與閩南地區，並未如西方國家在 RC 學理與技術的發展，而是透過試驗性與經

驗性的方式採用此項新材料、構造。 

以台灣為例，最早引入鋼鐵、鋼筋混凝土技術的是 1899 年來台的台灣總督府土

木技師十川嘉太郎， 1901 年建議台灣總督官邸（現台北賓館）於陽台使用鋼骨混

凝土構造，之後於 1905 年的總督府研究所廳舍首度設計使用 RC 作樓版、1907 年

設計 RC 電線桿、1908 設計了台北瑠公圳的 RC 造景尾橋（李宏堅，1994：17-19）。

1901 年日本殖民政府為長期駐軍台灣而規劃「台灣永久兵營」，在考量台灣木構造

建築容易受白蟻嚴重侵蝕，由陸軍建築部技師瀧大吉針對「鋼鐵補強混凝土版」進

行實驗，報告指出鋼鐵補強混凝土構造是最後決定採用的構造形式之一。第一期兵

舍屋頂樓版為 RC 構造，樓版上下端採用金屬網，但因龜裂掉落，1910 年的第二期

永久兵營計畫則改以 Kahn Trussed Bar 作為 RC 樑之鋼筋系統，樓版則採用擴張網

（expanded metal）系統（蔡侑樺、徐明福，2015）。而台灣第一棟整體鋼筋混凝土

建築則是 1908 年落成的台北電信交換室（李宏堅，1994：35）。 

相較於台灣於日治初期由日本技師引入早期 RC 技術，金門的 RC 構造並未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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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文獻記錄指出何時引入使用。從現存的洋樓觀之，早期洋樓並未有 RC 樑及樓

版的使用346，若從 1933 年陳詩吟洋樓及陳清吉洋樓裸露的混凝土樑及樓版觀察，陳

詩吟洋樓出龜 RC 樑內下方採用的是兩支方形鋼筋並有局部的鐵線箍筋（圖 1、2），

陳清吉洋樓塌岫樓版內則為直交舖設之鋼筋，鋼筋接頭與鋼筋間並無箍筋，其混凝

土則使用塊狀、碎石花崗岩（圖 3、4）。如比較 1910 年代台灣第二步兵聯隊兵營所

採用的 Kahn Trussed Bar 或擴張網，1930 年代金門引入的 RC 技術仍屬早期且缺乏

實證的技術，推測乃如同閩南地區洋樓的營造過程般，由地方工匠學習外來的技術

和施工方法，或因參與其他洋樓的施作而運用自己原本熟悉的營造技術進行模仿（米

復國，1995：74；江柏煒，2000：177；陳志宏，2012：112）。 

 

 

 
圖 1 陳詩吟洋樓  圖 2 陳詩吟洋樓出龜 RC 樑下方之方形鋼筋 

 

 

 
圖 3 陳清吉洋樓  圖 4 陳清吉洋樓之直交舖設鋼筋 

 

而 RC 構造作為二十世紀初的現代技術，其思考並利用的乃是其力學上的抗壓、

抗張能力與結構外露，以及容易塑形、耐久與經濟性的特質（蔡毓芬，2000：38、

                                                      
346

 如 1915 年落成的歐厝歐陽鍾遠洋樓、1924 年之模範街等，即以承重牆支承木作樓版樑，未有早

期 RC 樑或樓版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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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早期將其應用在仿傳統的裝飾與構造上呈現「古典化」的折衷氣氛347，乃是

RC 技術被廣泛接受的主因之一。在中國即有陸續出現 RC 仿傳統樣式建築的出現，

如 1904 年的廣州嶺南大學馬丁堂，而日本則在 1908 年建築家伊東忠太積極推薦使

用近代建築材料鋼筋混凝土，認為耐火耐震的和風 RC 造建築即是「日本趣味建築」

（李宏堅，1994：47-52）。之後，在台灣形成日本社寺建築 RC 仿木構的風潮，如

1924 年的高雄振武館、1926 年的中和圓通禪寺、1936 年的台南武德殿等（傅朝卿，

2009：38）。在金門，則有 1930 年的碧山陳氏宗祠及 1935 年陽翟永昌堂以 RC 仿木

構棟架取代傳統木構架，成為該年代金門僅有之兩棟採 RC 造之洋樓式宗祠，保存

至今已成為歷史建築及古蹟。 

（2） 1960 年代後台金祠廟建築 RC 構造的發展現象 

台灣在戰後因材料取得容易、RC 技術逐漸成熟，民國五十年代（1960 年代）

起水泥構造廟宇興起（李乾朗，1986：71）。在基於經濟考量並兼顧傳統廟宇的形式

下，選擇以 RC 仿木構來呈現傳統廟宇建築的空間形式，至 1970 年代後仿木構 RC

造類型大量增加，儼然成為一種廟宇構造發展的類型（林芳立，1998：97）。以府城

大木匠師許漢珍的作品為例，在其已完成的 60 座廟宇中（李春藤，2008：2-14），

共有 16 棟採用 RC 仿木構，其中有 6 棟於 1960 年代完成，1970-1990 年間共有 10

棟；有 34 棟廟宇採純現代 RC 柱樑構造（僅有 2 棟為 1960 年代），餘者則為混和純

木構造、現代 RC 柱樑等構成348。即許漢珍的作品中多數為現代 RC 柱樑構造及平

頂空間為主，且多數完成於 1970 年代後，此現象說明了該年代後 RC 構造取代傳統

構造的一種趨勢。許漢珍認為 RC 取代木料成為廟宇主要結構材料的原因包括了價

格因素、材料品質、廟宇形式、觀念影響、技術問題等考量，並符合現代廟宇室內

空間流動性、尺度增加的需求（廖芳佳，2000：72-73）。 

金門則因 1949 年後的戰地管制，兩岸間的貨物運輸中斷，金門傳統民宅受砲擊

嚴重毀損，短時間內採就地取材、舊料修補，隨著軍事戰備工事所需，駐軍建物大

量採用鋼筋混凝土，模版灌注工法漸為風行，軍方亦製作水泥空心磚以做為牆體構

                                                      
347

 1903 年 A. Perret 設計法國第一棟鋼筋混凝土之巴黎富蘭克林（Franklin）街公寓（Elliott, 1992, p. 

189），為新材料呈現舊形式可能性進行嘗試，以重述他所熟悉的古典主義，而被認為是「混凝土

古典主義」（褚瑞基，2001：73-75）。二十世紀建築大師 Le Corbusier（柯比意）則於 1908 年參

觀此公寓後認為鋼筋混凝土才是未來的材料（蔡毓芬，2000：150）。 
348

 有關許漢珍作品構造類型與作品數量，整理自李春藤（2008：2-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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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所用349。1960 年後金門隨著經濟狀況好轉而起，建築及營造業者商家遞增350，並

於 1965 年推動國民住宅興建計畫，以水泥、鋼筋為材料，一幢國宅僅須花費六個月

即興建完成（詹佳穎，2015：146）。1970 年代金門引入了預伴混凝土技術，也間接

促使民宅或宗祠修建時興起改用混凝土構造替代351。在 RC 仿木構上，依據本研究

調查，金門宗祠最早採 RC 構造及局部仿木者為落成於 1963 年的庵邊呂氏宗祠，棟

架採用方形通、短柱並以圓形 RC 柱支承；1974 年落成的西園黃氏家廟（東甲）則

棟架通樑、檐口出屐均改為 RC 牆，下方以 RC 圓柱支承，此兩棟屋架系統仍為木

構造（圖 5）。第一棟採全 RC 造替換傳統木棟架、屋架的則是烈嶼羅厝的羅氏家廟，

落成於 1976 年，包括屋架之楹仔、桷仔均為 RC 仿作（圖 6）；1982 年落成全 RC

作之珩厝王氏家廟（圖 7），其重建誌指出「棟樑楹柱，均用鋼筋水泥混凝建築，堅

固結實，巍然壯觀。」顯示在該年代的民眾均認為 RC 造構架乃堅固安全之作法。

之後，各宗祠均紛紛仿效，在修繕時改用 RC 仿木構造替代木棟架，成為 1980-2000

年代宗祠修繕時主要的構造方式。 

除宗祠外，金門的廟宇亦有流行 RC 仿木之趨勢，如 1993 年改建之浯島城隍廟

即由李重耀建築師引入台灣現代 RC 廟宇的風格。如 1995 年新建落成的瓊林孚濟廟

即採全棟 RC 仿木構，並使用大量的台灣訂製 RC 灌注之雕花材（圖 8），類似的構

成方式成為 1990 年代後金門廟宇常見的工法。 

 

                                                      
349

 1950 年代民宅在砲戰破壞修建時採用水泥磚瓦補修，當時金門島西有后浦南門金門水泥瓦工廠，

島東有后水頭村建東水泥瓦廠，為東西半島水泥磚瓦主要供應商。至今仍可於如古寧頭南山、北

山聚落中見到 1950 年代砲戰後屋頂毀損採水泥瓦修補之傳統建築。 
350

 1963 年金門除民生必需品外，其餘物資全面解除管制，可任由商民向台灣採購，而於此期間所

推動之「三民主義模範縣」的運動亦將經濟規模拉抬。從營業商號統計數字觀之可略窺地方商業

的成長，1964 年有 2043 家至 1975 年則有 3,599 家，營造業者於 1976 年僅 56 家至 1984 年即達到

92 家（金門縣政府，2007），顯示此期經濟狀況的逐步提昇，建築需求也驟增。 
351

 自 1970 年代預伴混凝土技術引進，鋼筋水泥盛行後，水泥磚瓦淪為豬馬牛舍及倉庫所用。1974

年，建東水泥瓦廠停產，其餘水泥磚瓦印製場，營運結束或衰退。然地方仍有其需求，且軍方的

軍事營區構工與營舍興修仍採水泥空心磚（金門縣政府，2007）。而隨著預伴混凝土技術的引入

及營造業的興起，鋼筋混凝土在此時被認為是不壞之身，隨即影響了工匠選擇替代材料時之思維，

從 1970 年代開始，傳統構造替換為 RC 造的案例明顯隨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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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1974 年西園黃氏家廟棟架改 RC 牆  圖 6 1976 年羅厝羅氏家廟為第一棟全 RC 造 

 

 

 
圖 7 1982 年落成之珩厝王氏家廟為全 RC 造  圖 8 1995 年瓊林孚濟廟 RC 吊筒向台灣訂購 

 

2-3 當代惠安傳統建築仿木石構造的發展現象 

福建省的花崗石保有全中國儲量第三位，其中露出面積只佔全省的三分之一，

閩南沿海分布尤多（曹春平，莊景輝，吳奕德，2008：100）。其中又以惠安縣有極

豐富的花崗岩資源，其花崗岩儲量居閩南各市、縣之首，全境 90%以上的土地面積

內廣泛分佈著可用於建築雕刻或工程板材的花崗質岩石（林懷釧，2007：11）。因

此，惠安石文化乃成為該地區之特色及主要產業，惠安石雕可遠溯於東晉，現存尚

有唐代的石雕作品（莊少月，2010：20），石雕名匠則有宋代的張仲哥、清康熙乾

隆年間的李周、道光年間的蔣學心及蔣國衡等，惠安崇武之五峰村居住著以蔣姓為

主的石匠群，他們配合著溪底派木作匠師，而成為閩南地區極具影響力的工匠集團

（曹春平等，2008：157；林懷釧，2007：18-20）。明代之後惠安石製品即有對外

銷售之記載，直至十九世紀中葉廈門開港通商後出口至東南亞、台灣的石製品大增，

惠安石匠亦開始前往東南亞、台灣施作或開設石店352，或輸出惠安工匠建造房舍353。 

                                                      
352

 清光緒年間惠安崇武蔣双家在廈門開設「蔣泉記」長子蔣添泉在仰光開設分店；蔣國榮在廈門開

設「蔣泉益」，其子蔣金輝則在檳城開設分店（莊少月，2000：29；莊耀棋，200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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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在惠安仍隨處可見石材廠，承攬了全中國及海外的各種石材製作、建築構

材、石雕工藝品等項目，雕藝產品產值佔中國同類產品之 43%
354，顯見惠安在此類

匠藝與產業上之表現，承襲了該地之傳統。除台灣、金門近代的廟宇、傳統建築大

量採用惠安崇武地區的石作構造、石雕作品外，惠安本地的廟宇、宗祠在修建時亦

均大量採用石構造或石雕。依本研究針對惠安小岞鎮黃姓大木匠師家族的作品初步

調查顯示，在其市區內所調查之 22 棟作品中355，2003 年起之 16 棟祖祠均為石構造

仿木棟架之作法，且普遍為該地區之流行工法。它們由匠師以傳統格局、尺度設計

規劃後，仿木棟架交由崇武石材廠製作後興建組構，使宗祠之外觀形式、空間符合

傳統，構材改採易於取得、價格相對低廉之石材，這樣的宗祠建築已成為該地區之

特色。 

 

三、 金門與惠安傳統建築仿木構的運用--以宗祠建築為例 

金門與惠安傳統祠廟建築在不同年代時因應當時的工程技術、經濟能力、社會

氛圍及空間使用需求等因素，分別進行不同程度之修建、新建或重建工程，從這過

程中可窺探工匠體系與主家間的互動情形。傳統祠廟建築因著時代演進所呈現多樣

形式，也凸顯了該年代的價值觀與文化現象。兩地仿木構的運用，以不同的技術與

形式表現，反映在匠藝系統、流行趨勢、建築空間利用的差異上，其表現方式、施

作技術、興建背景值得進一步探討。 

 

3-1 金門 RC 仿木構宗祠建築 

 

（1）金門的宗祠修建 

宗祠乃傳統社會中重要的禮制建築，為後代子孫為追念先人而興築，是以族親

為中心容納宗族活動的實體空間，其形制、格局、空間序位及使用均呈現禮儀的要

求，反映出宗族的觀念、組織與制度。金門乃移民之社會，宗祠建築在此社會結構

                                                                                                                                                              
353

 在金門因鄰近惠安，因此許多傳統建築、洋樓乃為惠安工匠所承攬或領導施作。如碧山陳德幸洋

樓（許育鳴等，2010：90）。 
354

 參自《石材》第 10 期，2012 年之報導：福建惠安縣擁有雕藝企業 855 家，從業人數 l0 萬人，總

產值 151．4 億元。2011 年出口交貨值超 70 億元，占全國同類產品的 43％。覆蓋式發展雕藝創

意產業，對於促進惠安雕藝這個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具有積極的意義。2011 年 8 月 29 日，惠安

雕藝文化創意產業園被評為“福建省十大重點文化產業園區”。 
355

 小岞鎮黃忠義、黃忠平、黃忠紅三兄弟為該地僅存之傳統大木匠師，其技藝為祖傳，為該家族之

第五代。他們自小隨父親學藝，故早期隨父親共同執行如蓮花寺（1985）、李氏宗祠（2003）之

重建工程，隨後主持正順尊王（2004）、光明廟（2004）之興建。近年其父親往生後，黃氏兄弟

執掌之宗祠或廟宇興建均多數採石構造仿木棟架為主要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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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了與原鄉血緣及文化傳承的重要意義，當族親逐步凝聚社群共識，則以興建

宗祠展現宗族的勢力與經濟能力，透過宗祠建築的神聖空間與儀式維繫宗法倫理，

強化族親的倫常義理與認同感。在金門的163個自然村中，經調查約有174棟宗祠356，

包括有同姓集村建祠、多姓集村各建宗祠、跨村共建宗祠，以及依據房份各建宗祠

及共祀家廟之類別，且有不斷修繕與興建之計畫。宗族藉由建築的興修作為維繫族

親與延續文化的重要手段，宗族組織則以此過程凝聚共識，或藉此提升、展現其社

經地位。在傳統建築中有謂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一大修的週期性修繕，實際上，

透過宗祠修繕的過程能彰顯宗族成就、提升位階與社會關係、凝聚宗族共識、改善

房份風水運勢及作為宗族間之比較，亦為其推動的重要原因（曾逸仁，2013：211）。

從過往修繕的結果中可一窺金門宗祠建築之構造、裝飾特色隨時代演進的趨勢，亦

透露出當時社會的經濟與環境條件之影響。 

若以現存 170 棟宗祠建築現況形貌及前一次修繕記錄分析，修建的高峰期乃在

2000 年以後（表 1）；170 棟宗祠中有 90 棟之主要棟架或加上屋架為 RC 仿木構，

佔總數之 53%（表 2）。仍保留原貌未曾修繕者為 1930 年代之兩棟洋樓式宗祠，碧

山陳氏宗祠及陽翟永昌堂，均為 RC 仿木構；1950 年代曾修繕過仍保留原貌且為木

構造者僅一棟，為頂堡翁氏家廟；目前仍保留 1960 年代修繕後樣貌者為庵邊呂氏宗

祠（1963 年）、中蘭王氏家廟（1964 年），且均為 RC 仿木構棟架，顯示 1960 年代

在預伴混凝土技術尚未引入金門時，民間已能用運鋼筋混凝土技術應用在傳統建築

仿木構的工程上，其通樑均與瓜柱均為方形，顯示早期僅用較為簡易的造型仿作，

未有其他裝飾構件。1970 年代引入預伴混凝土技術，隨著整體經濟的好轉，亦隨著

宗祠修繕的週期已到，此時許多宗祠即開始改用 RC 仿木構替換，現存保留 1970 年

代修繕後樣貌的僅有 16 棟宗祠，實際上因 1970 年代修繕者於 2000 年代後部分又開

始進行修繕者有 10 棟。1980 年代進行修建者共有 37 棟，卻有 20 棟為 RC 仿木構，

比例為 54%；1990 年代進行修建者共有 36 棟，此時 RC 仿木構計有 28 棟，佔 78%。

2000 年後，大量的修建宗祠其總數計有 75 棟，其中包括 RC 仿木構者共有 36 棟達

48%，若扣除整修時採原貌保存、整修木構造者，以純重建或新作宗祠之 56 棟進行

分析，其以 RC 仿木構新建者共有 28 棟，佔 50%。 

從以上的數據顯示，RC 仿木構在 1980 年代後在宗祠修建中佔有極大的數量，

                                                      
356

 金門各聚落宗祠均有不斷的興修工程。本研究調查截至 2014 年為止計有 174 座宗祠，包括四棟

倒塌或僅成殘蹟者，然原調查之宗祠中亦有於本（2015）年又改建者或新建者，如浦邊周氏家廟

由 RC 仿木構改為木構造棟架、下埔下蔡世家廟由木構改為 RC 仿木構。因普查時仍有可能疏漏，

在未經再度普查確認或資料更新前，仍以此數量為討論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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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 2000 年以後雖仍有近半數以上採 RC 仿木新作，依據進一步的分析發現 1970

年代後原 2 棟 RC 仿木構者在 2000 年後又改為木構造357，且此年代的修建數量急遽

升高，特別是原木構造的修繕多數直接改用大陸製木棟架，並改用大量的石構造、

石雕作品。究其因乃受到兩岸恢復匠司往來與 2001 年後開放小三通就近購料之便利

性，再因經濟力提高、施作方式隨現代機具介入之影響，藉由大量的青斗石高浮雕、

拋光石作作為門面的裝飾，宗祠在尺度、色系、材料及風格上逐漸改變，出現傳統

建築與現代衝突的現象，也透露傳統建築文化性衰微的發展現象（曾逸仁，2013：

222）。 

 

表 1 歷年宗祠修建年代、類型及數量 

最近一次

整修年代 

方式/數量 

備註 原貌

保存 

部分保存

及部分新

作 

重建

或新

作 

小計 

1949 之前 2 0 0 2 
 兩棟洋樓式宗祠，RC 仿木構棟

架 

1949-1959 1 0 0 1  頂堡翁氏家廟，木構棟架 

1960-1969 0 0 2 2 
 庵邊-呂氏宗祠、中蘭-王氏家廟，

RC 仿木構 

1970-1979 1 7 8 16 
 保存修繕者以木構棟架為主 

 重建或新作者多以以 RC 仿木構 

1980-1989 0 11 26 37 

 部分保存修繕者以木構棟架為

主 

 重建或新作者多以 RC 仿木構為

主 

1990-1999 6 5 25 36 

 原貌保存者為古蹟類 

 部分保存者以木構棟架為主 

 重建或新作者多為 RC 仿木構 

2000-至今 12 7 56 75 

 原貌保存者為古蹟歷史建築類 

 部分保存者含括木構及 RC 棟架 

 重建或新作者多為 RC 仿木構

或，又將 1970 年代後 RC 仿木

構者改為木棟架，或重建採木棟

架者 

合計 23 30 117 170  

※ 未包括嚴重毀損僅存殘蹟之四棟宗祠 

                                                      
357

 乃依據現存所知 2 棟，實際上應仍有許多類似者。因調查時僅能掌握最近一次修建的樣式，無法

從 2000 年後修建者清查其前一次修繕時之構造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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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 年興建之洋樓式碧山陳氏宗祠曾於 1990 年代進行屋頂修繕，RC 仿木構棟架則未整修 

 

表 2 金門仿木構宗祠修建年代與數量 

最近一次

整修年代 

RC 仿木構 

備註 全棟仿

木構 

棟架或含前落、

入口牆規仿木

構 

 小計 

1960-1969 1 1 2 
庵邊-呂氏宗祠（1963） 

中蘭-王氏家廟（1964） 

1970-1979 1 3 4 

西園-黃氏宗祠東甲（1974） 

羅厝-羅氏家廟（1976） 

東蕭-蕭氏宗祠（1979） 

后珩-陳氏宗祠（1979） 

1980-1989 16 4 20   

1990-1999 24 4 28  

2000-至今 25 11 36  

合計 67 23 90  

 

（2）金門宗祠 RC 仿木構的構成分析 

 

A. 1930 年代洋樓化宗祠 

落成於 1930 年的碧山陳氏宗祠及 1935 年的陽翟永昌堂，為目前金門僅存之洋

樓化宗祠。碧山陳氏宗祠為前落一樓化塌岫、三開間平頂入之門樓帶水泥作花瓶欄

杆；主樓為二層三開間之洋樓正面中央有山頭，山頭中為「穎川堂」左右為洋樓常

見之花瓶欄杆及獎盃等裝飾，兩落間以圍牆圍蔽並於主樓一樓檐口左右開門通外側。

主樓採兩側、後檐牆承重牆配合中央之 RC 樑柱系統支承樓版與屋頂，一樓明間左

右各有檐柱、四點金柱及左右神龕柱，並為往二樓之通柱，形成左右 RC 樑柱支承

二樓樓版、二樓則為 RC 仿木構棟架支承傳統龜殼式屋頂。二樓樓版以密集的傳統

原木楹為結構支承，其地坪則為尺磚舖面。一二樓均有三看間之神龕，左右次間各

以木樓梯通往二樓（圖 9~11）。 

陽翟永昌堂則為傳統建築結合洋樓之配置，其前落為傳統三開間之塌岫、內側

採減柱造木構棟架；後落則為二樓層之洋樓，正面有洋式山頭左右有飛獅、中央圓

孔左右飾以泥塑鳳凰，山頭左右為洋樓常見之花瓶欄杆等。一樓以四 RC 點金柱支

承二樓 RC 樓版，二樓之外廊檐柱未落於一樓，而是落於兩落間攑頭檐柱之外挑柱

頭上，形成特殊的減柱作法，二樓左右 RC 仿木構棟架支承其上龜殼式屋頂。其樓

梯位於中央神龕後側，因此中央神龕又分為三開間左右配置為樓梯間之出入口。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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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堂一樓為敞廳，二樓三開間各有木作格扇門通外廊，外廊則可通左右 RC 平頂之

東西過水屋面（圖 12~14）。 

兩棟洋樓宗祠興建於金門洋樓出現的高峰期，乃該年代洋樓風潮及 RC 技術引

入的代表，從其 RC 仿木構棟架的構成與裝飾樣式上可見證 30 年代建築技藝，也傳

達了傳統空間、構造形式的存續與轉化特質。其 RC 仿木構所代表的特色反映在： 

（A） 木構的形式轉化：兩棟洋樓均以仿木構之閩南疊斗構造形式進行轉化，

碧山者棟架之三支通樑採方形作，瓜柱為變形之金瓜以弧方形、上寬下

窄之瓜腳搭於通樑上，二通及三通瓜柱左右與花草形束仔間為壁體作，

即二通以上主要採洗石子作裝飾，大通、二通之間仍為傳統棟架的樑柱

構成。永昌堂除二通以上亦與碧山陳氏宗祠採壁體作外，其三支通樑、

瓜柱均仿圓形木構之外形，通與金柱間並以仿傳統木作之「魚尾」作表

現出木構的特徵，而金瓜瓜筒採仿趖瓜作、瓜腳立體且細緻地接合在圓

形大通上，束仔亦仿木雕作。 

（B） 精湛的工匠技藝：兩棟仿木構棟架其瓜柱、束仔、插角等均以洗石子線

腳細緻地搭配在柱樑周邊，柱樑接合處則以浮雕方式呈現構材的裝飾與

變化，若無嫻熟之工藝與對材料、構造的知識，是難以如此呈現。永昌

堂形如木作瓜筒的造型、裝飾線腳更顯示了早期工匠精湛的泥塑技藝，

在現代的 RC 構造上能模擬出木構的主要特徵。 

（C） 新式空間與傳統再現：洋樓宗祠以新式的樓層化，RC 樑柱、樓版的現代

化外，傳統三開間空間、龜殼式屋頂、木雕神龕、仿木作棟架，及在 RC

通樑上方碧山者裝接透雕窗、永昌堂施五彎枋及木作束仔，並將木雕工

藝以泥塑之洗石子線腳結合於結構之樑柱上，顯示出洋樓宗祠即便為新

式構造、空間，但仍以傳統建築之木雕、裝修材之特徵呈現，善用了混

凝土與 RC 構造容易塑形、傳達古典意識的特性，以現代材料再現傳統

符號。 

 

 

 

 
圖 9 1930 年之碧山陳氏宗祠  圖 10 碧山陳氏宗祠的 RC 仿木棟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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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碧山陳氏宗祠 RC 仿木棟架立面圖（本研究繪製） 

 

 

 
圖 12 1935 年之陽翟永昌堂  圖 13 陽翟永昌堂的 RC 仿木棟架 

 
圖 14 陽翟永昌堂 RC 仿木棟架立面圖（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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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960 年代後修建之宗祠 

1949 年後因戰備工事優先、材料取得不易，第一棟 RC 仿木構宗祠出現於 1963

年的庵邊呂氏宗祠後，陸續仿效興建，從目前已知的 90 棟 RC 仿木構宗祠中，大抵

可分為下列幾種類型討論。 

（A） 方形通樑、瓜柱：此類乃如樑柱構造，僅將棟架大通以上改以簡易的方

形樑柱替代，除挑檐出屐、明間棟架兩側出栱為仿木造型外，多數均為

方形樑與短柱。點金柱、檐柱、神龕柱則均為圓形 RC 柱。如目前現存

最早之 RC 仿木作 1963 年的庵邊呂氏宗祠、1964 年的中蘭王氏家廟等。

或進一步稍微修整，將方形通樑轉角稍微圓弧化、加上仿木作束仔、線

腳，讓 RC 樑柱更趨近於木質構造，如 1982 年之全 RC 仿木構珩厝王氏

家廟。 

（B） 柱頭以上為壁體、無通樑：即以圓形立柱支承山形壁體者，簡化通樑為

牆體並僅以簡化之出屐承接挑檐楹，立柱則為圓柱。此類實際上即是現

代的樑柱構造，以立柱支承牆體與橫樑，而為了傳達傳統棟架的意象，

在山形牆上以彩繪繪出通樑、束仔等形象，此類如 1974 年的西園黃氏家

廟（東甲）、1979 年的后珩陳氏宗祠、1982 年的浦邊周氏家廟。 

（C） 簡單形圓形通樑、瓜柱：即將傳統木棟架之樑柱直接改為 RC 造，未將

瓜柱塑形、添加線腳裝飾，或無彎枋、斗栱等構件，如 1976 年的斗門陳

氏家廟（橋頭甲）。或進一步含括束仔、通隨等輔助構件及五彎枋者，但

整體而言屬簡單之仿木構造型，並透過彩繪強化整體裝修效果，如 2002

年之西堡楊氏家廟。 

（D） 複雜形圓形通樑、瓜柱：除將原木構之柱、通樑等以 RC 仿作外，透過

匠師的開模鑄造、購置現成 RC 作雕飾構件等方式，大量裝修具浮雕、

線腳之斗、栱、趖瓜、彎束、束隨、插角、斗座草等，讓仿木構造越趨

近木作之外型。如 2007 年之埔後陳氏家廟、2006 之西宅林氏家廟等。

而此類乃近年以不見木 RC 仿木構的趨勢，成為以此種構造修建宗祠之

大宗。 

 

3-2 惠安仿木構宗祠建築—以小岞鎮為例 

 

（1） 惠安宗祠的修建與使用 

在空間使用特性上，宗祠建築可視為先民之住居場所，也是後代子孫慎終追遠

祭祀祖先之處，其佈局原為模仿住宅，由於功能比較簡單，在形制上沒有住宅多樣

（曹春平等，2008：50），雖仍採三合院、四合院的格局，但與民宅的空間配置已有

所差異，空間處處反映出比民宅機能單純，卻比廟宇祭祀使用的需求更為樸質。 

惠安小岞鎮的宗祠若依照其功能屬性可分為兩大類。一為家廟、宗祠或祠堂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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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功能與金門的宗祠類似，屬大範圍家戶之精神中心並有春秋祭祖、食頭等習俗，

屋脊可放置龍隱，小岞市區中僅有李氏宗祠一座。另一類，則是小岞鎮內遍佈、屬

小範圍家戶所共有之「祖祠」，其主要功能卻是用於該家族辦理喪事所用，平日也會

作為聚會、家族公共事務使用之場所，而祖祠是沒有食頭、亦無龍隱等屋頂裝飾。

本研究在小岞鎮內所調查 16 棟祖祠、1 棟祠堂，祖祠數量龐大且密佈於人口集中之

區域內，顯示小範圍家戶各自建祠之風潮在此地非常盛行，亦為此區域之特色文化。 

以 16 間祖祠之空間為例，興建時間為 2003 年至 2012 年間，包括有三開間 9 棟、

五開間 7 棟，入口均為中央塌岫。祖祠建築空間及格局依照傳統建築之尺度、禁忌

規劃，然約於 2000 年後，新建之祖祠在王姓大木匠師家族的設計施作下，開始將大

木棟架改為石作仿木構。依據訪談358，石材在該地區容易取得、價格相對比木材便

宜，且施作成本較低、施工方便，石構造又不擔憂白蟻蛀蝕，因此在此地區新建或

重建祖祠時，均依照此種構成興建，這類祖祠已是本地的特色且與廟宇建築同為本

地唯一可見到之傳統建築。 

正身空間中，以中央明間大廳作為宗族神祖牌安置所在，左右次間、左右稍間

平常為空置或堆放物品。明間與次間（邊間）之間部分祖祠在大通下採牆體區隔，

其主要乃因應同家族但不同家同時辦理喪事所需，若無牆體者在遇同時辦理喪事時

則以布簾區隔使用；若為五開間者，次間與稍間則無壁體區隔，石作棟架露明。祖

祠深井之左右廳一般作為宗族聚會用桌椅擺放處，前落除入口之明間外，左右次間

為辦公或儲藏空間。 

同樣屬於閩南宗祠，惠安小岞鎮的祖祠與金門宗祠空間的屬性顯然不同。祖祠

專為辦理喪事或宗族聚會而設，具神聖的性格，其使用的頻率遠低於民宅，日常為

靜置狀態而毋須過多的複雜空間。核心為正廳祖龕，部分大廳搭配牌匾、檐柱聯對

凸顯神聖空間，這些祖祠透過快速組構的石作仿木棟架，興建時間較短且費用相對

低廉，受到該地區民眾的認同，其室內空間簡潔、通透，然類似穿鬪式構架之拋光

作立柱缺少如傳統木構造柔美感，亦無近代 RC 仿木構之彩繪裝修柔化，石作主導

的室內空間讓祖祠建築顯得較為清冷、單調。興建經費依照該宗族的丁口、募款而

來，經費多寡直接影響了建築格局、材料、裝修方式，經費充裕者在塌岫、向埕牆

用石雕、影雕、磚組砌，簡易者僅貼面磚。 

總之，小岞祖祠有著民宅的樸素性質並帶有祭祀所需的神聖性，為符合宗親辦

                                                      
358

 2015 年 6 月 24 日訪大木匠師黃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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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喪事而用，傳統木棟架改中央落柱的石作類穿鬪式棟架，除興建快速、經濟外，

也符合不同家族同時於祖祠使用的目的。建築形式、格局傳統，空間與構造材料反

映了宗族的使用需求及社經能力，呈現出該地區宗祠建築在當代發展上的趨勢。 

 

（2） 惠安宗祠石作仿木構的構成分析 

小岞祖祠以石作替代木棟架，目的在於保持傳統木棟架空間的流通特性，避免

純承重牆阻隔各開間，又能呼應祖祠大廳之儀典與空間開放之需求，且維持基本的

木作棟架空間形式。然受限於石材作為樑柱的荷重及跨度限制，無法如大木構發揮

木材彈性的優勢，因此大木匠師僅採經驗值進行規劃，其構架的構成方式與特色如

下（圖 15~18）： 

 

A. 除檐柱外，立柱、通樑均以方形替代： 

檐柱為正身、左右廳之門面印象，因此檐柱多為花崗石拋光圓柱。在作法上，

以青斗石為柱腳、柱頭以圓形青斗石多層線腳蓋盤支撐短柱、方形壽樑及簡化之仿

作出屐、斗栱，其上再接木楹仔及捧錢；柱身或有聯對，或僅拋光素平。棟架之中

央立柱、取代瓜柱之短柱、通樑等，都為方形作，採搭接方式承接屋架。採方形簡

化石作，為便於石材搭接、施作之考量，快速簡便。 

 

B. 受跨度限制，石作棟架均為類穿鬪式： 

石材乃良好的抗壓材，易於疊砌及展現各種雕飾，然石材沈重、抗彎力低如遇

存在之天然裂隙極易脆斷。因此，在受限於石材特性下，仿木之石作棟架大通下方

中央即有立柱支承，其上並採樑柱疊砌組構方式，類似木作穿鬪式構架之作法，減

少石材樑柱的跨距。且為因應傳統建築前後坡高度之差異，透過彈性的短柱、短樑

搭接，讓石作棟架能替代彎束類弧形構件之功能。 

 

C. 採素平石材，石作、木作裝修簡易： 

簡化之石作棟架主要乃承接木屋架，並作為大廳、邊廳屋架的支承構件，負擔

建築的主要結構作用。在經濟及施作便利性考量下，棟架的樑柱僅採素平作，除檐

口構件呈現簡易通隨、圓雕、斗栱意象外，餘者均為平直的簡化石構件。僅在大廳

檐口楣樑上採木枋簡易連接左右棟架，及部分神龕周邊、上方置有木作構件，餘者

均為石作取代。 

 

D. 屋架木作，楹仔與石作樑枋簡易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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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架為木作，楹仔下方搭接之石作短立柱無斗座，僅以柱頭平接或柱頭稍做弧

形凹槽承接木楹仔。整體而言，石作棟架樑柱在簡化考量下僅採水平垂直搭接，石

構造未有曲線、過渡構件，棟架實僅作為結構作用發揮承接屋架功能，缺少雕飾等

裝修。 

 

 

 

 
圖 15  2011 年落成之廈厝宗祠  圖 16 廈厝宗祠之石作仿木棟架 

17 

 

 

 

圖 9  2010 年落成之城頂祖祠  圖 18 城頂祖祠之石作仿木棟架 

 

四、 仿木構的發展—現代思潮下的營建構成 

宗祠建築的修建，乃是制度及文化的傳承，以傳襲的知識與技術建構自我理解

的構築行為，透過建築的空間、形體及倫理規範約制族親，其過程即是一種社會約

制、展現社經能力的場域。隨時代的變遷，在建築材料與形貌上因應主客觀因素隨

之變化，其背後涉及一個複雜的營建體系操作模式，以及主家、匠師間的文化思維。

作為宗族精神中心的宗祠建築，修繕過程最能反映時代的歷史與社會價值觀，不單

是主家與匠藝的營造推展關係，也包括了宗族間的集體意識與族親間妥協的運作（曾

逸仁，2013：212），它能呈顯時代的文化主流，及宗族間社群現象，建築實體則可

謂傳統與文化衍替的見證。 

傳統建築仿木構的出現，除材料與構造替換下的施工技術演進外，其依循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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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造的特色建構，以形貌的再現維繫傳統的價值觀，在每一次的週期性修建中即重

複出現論證。當然，也隨著該年代的經濟、社會狀況，形塑出那個年代的氛圍，促

使主家與匠藝迎合營建的趨勢，從中能見到傳統與現代間的張力，文化衍替的現象。 

 

4.1 傳統價值的維繫—透過形式的保留延續傳統 

為了保留象徵意義上的價值，文化史上偶爾可見改以不同形式來表達原屬於傳

統形式的建築特性（Frampton, 1996, p. 5）。這種通過不同材料運用表現某種傳統輪

廓或形態的作法，實際上乃是藉由構造的造型及其裝飾傳達某種價值，此價值則是

傳統社會共同遵從的約制，以符碼及其構造體系形塑的空間，成為維繫傳統文化的

具體手段。對建築構造而言，它是根據本身的性質與相應的材料使用，並以最簡單

與純粹的方式來滿足營造需求的構想（陳逸杰，2000：21）。例如，傳統建築之木構

造即經由木材的溫暖與柔性特質，組構中除達成安全、居住的基本目的外，藉由木

作的雕刻、造型及型態，傳達工藝的文化，使之符合營造者傳承社會價值的要求。

是故，在金門、惠安地區出現的宗祠仿木構構造，考量經濟性、安全性、便利性於

是改以混凝土的便於塑形、RC 構造的安全特質，模仿木構造的造型，或以石作仿

木構維繫傳統空間的特質及保有棟架的組構特性，他們保持了傳統的形式也滿足了

空間使用需求，是一種延續傳統空間、文化的表現手法。 

 

4.2 技術演進下的營建表現—反映於 RC 仿木構的發展 

RC 仿木構自 1960 年代應用於金門宗祠建築上，從初期的簡易柱樑、樑架替換

至接續的預拌混凝土材料運用，隨著技術的進步與，經由主家的經濟能力與需求發

展出各式不同類型的棟架。 

（1）早期受台灣進口材料影響的發展 

1970 年代後台灣廟宇以 RC 柱樑構造替換傳統廟宇，隨著需求的增加，傳統匠

師亦演化出以開模鑄造仿木雕飾構件的工藝，大量生產各式 RC 造構件提供廟宇建

築使用，如檐口常見的吊筒、倒爬獅、員光，彎枋、斗座、插角，及獅座、象座，

及神龕花罩等。隨著金門宗祠修繕的需求增加，該年代金門也從台灣進口此類鑄造

構件，如 1989 年的尚義王氏家廟、1997 年陽翟陳氏家廟等，或 1995 年新建之瓊林

孚濟廟等廟宇，均可見到統一形式、尺寸之構件。 

（2）金門匠師自學下的發展 

依據訪談匠師所得，1990 年代大量購自台灣東港的鑄造構件，可透過訂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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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金門廟宇、宗祠的使用，近年因需求減少，本地匠師自行開模鑄作359，已能藉

由 RC 仿木與模板、鑄造技術的進步，依照主家的需求仿製更為精細的構件。時至

今日，如金瓜筒、趖瓜筒、插角、吊筒、斗栱、束仔、彎枋等均能仿製。雖然 RC

鑄造者多以浮雕、圓雕表現木構的特質，但實際上仍無法表現出木雕透雕、細緻雕

鑿的內容，因此為減少粗壯的柱樑、型態簡化的棟架及其缺乏柔順的線腳的特質，

近年來金門的宗祠修建後藉由彩繪或加上安金的裝修，發揮掩飾 RC 仿木構的粗壯

感，或在局部構件上採用木作裝修（如彎束、插角等），以提高其視覺效果（圖 19）。 

如同台南大木匠師許漢珍的發展歷程，1960 年代採用 RC 技術時傳統匠師對其

結構、材料特性尚無法掌握，僅將其視為替代性材料，無法發揮 RC 應有的特質（廖

芳佳，2000：67）。這或可說明金門 1930 年的洋樓宗祠、1960-1970 年代新式宗祠

仿木構，僅作為結構棟架的替換，在 1930 年代時以泥塑裝修來增加木構造的意象，

1960 年代以簡易的方形柱樑替代木作，均未能發揮 RC 構造的特性，地方匠師仍在

初步的學習與摸索階段。當前金門執行仿木構的匠師亦如此360，他們均未有正式的

結構訓練、學理學習，均為從大木匠師及參與土水工程中自學，所依靠的是經驗法

則進行設計與施工，如此也可說明早期保守的簡易棟架至當前透過玻璃纖維開模鑄

造、現場訂模施作，由簡易至繁複的仿作，正反映了技術演進下的仿木構發展歷程

（圖 20）。 

 

 

 

 
圖 19  1996 年之后頭方氏家廟 RC 仿木構  圖 20 正在施作之下埔下蔡氏家廟 RC 仿木構 

 

4.3 社會經濟演進下的營建表現—反映於石作仿木構的發展 

惠安小岞黃姓大木匠師於 2003年後設計興建的 16座祖祠均採石作仿木構棟架，

                                                      
359

 訪瓊林匠師蔡水正，參與傳統廟宇、宗祠仿木構興建工程 20 餘年。金門匠師與本地工匠採玻璃

纖維技術翻模，自行開發仿木棟架所需之構件。 
360

 如瓊林匠師蔡水正、何厝陳佳榮、西浦頭莊水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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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乃該時以石作替代祖祠興建、修復後，該地區視此類型之建築能代表宗族使用

所需，在價格低廉、興建快速的考量下，形成一種流行趨勢。 

（1） 石作仿木構的發展成因 

A. 經濟因素： 

惠安地區打石及石作技術充沛，石料供應相較於木料更為低廉，因此木作棟架

改由石作以本地而言是相對容易取得材料，購料、施作成本亦相對更為便宜。此外，

每一小範圍家戶集合而成之宗族人丁有限，在經濟因素考量下，快速、簡易的石作

棟架替代木構造能節省經費，不講求工藝價值361，蔚為風潮。 

B. 安全考量： 

木構造建築因白蟻的蛀蝕及受滲水漏水而腐朽損壞向來為傳統建築修繕的主因，

在惠安崇武地區石作工業發達，石構造建築乃本地營建的特色。故新作宗祠時，業

主均認為以石料取代木作將是一勞永逸、保證建築安全不受白蟻破壞的良方，且其

壽命遠較傳統木棟架要長。構造的美學、木質構件的雕飾及木作建築的傳統文化均

非其優先考量之處。 

C. 使用與維護便利 

祖祠主要用於用於停棺及辦理喪事，平時少有活動。建築牆體為磚造、構架為

石作、地坪舖石材，僅屋架採傳統木作。多數祖祠如同金門宗祠般平時不對外開放，

少數祖祠則作為日常族親聚會處，新式石作棟架為主的祖祠平日維護成本相對低

廉。 

（2） 木作營造體系及技術的轉化 

黃姓大木匠師家族乃該地區僅存的傳統匠師，家傳五代的工藝技術為該地區民

眾所肯定，早期不論是廟宇、祠堂、民宅多委託其家族設計施作。因大陸沿海地方

經濟發展迅速，近年來原傳統建築幾無保存，大木匠師所能倚賴生存之對象僅存廟

宇的規劃設計、施作，其次即為宗祠建築，民宅的案件已無。故黃姓家族主要的案

場即是祠廟建築，且少有修繕的工程。此外，在當前尋求簡化、快速、經濟性考量

下，石作構架或 RC 造廟宇為主的委託多於傳統木作，為符合市場需求與當代的流

                                                      
361

 「我們可以提供建議給業主，再由業主決定是否採納。便宜點就做簡單點；貴點就做細緻點。以

前是談工藝，技術高超才可以施做，現在都只談施作成本，越便宜越好。」（2014 年 5 月 16 日

訪談大木匠師黃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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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趨勢，大木匠師僅能隨之改變其設計方向，以滿足業主的要求。然值得注意的是，

受到經濟性因素主導，主家多數仍尊重大木匠師的專業，全權委由匠師負責362，並

在傳統專業的堅持態度中，祠廟建築依然遵循傳統的尺度、禁忌與儀典施作，祖祠

建築則僅將木作構造改為石作，空間尺度、比例等仍為傳統規則。 

處於這樣的環境，大木匠師雖得以展現傳統技藝，但仍須因應時代變化的市場

需求，依循經驗法則規劃新式石作棟架，搭配石材廠商接單訂製，形成一種在現代

營建模式與供需下的傳統經驗再現，木作營造體系及技術隨之轉化以適應生存的典

例。 

 

4.4 金門與惠安地區仿木構的發展差異 

（1）營建體系的發展差異 

金門的傳統建築營建體系，除由現代營造公司之大型統包業務外，仍有獨立之

匠師、營造業者，如傳統主匠之營建關係，自身即為匠師具技術可施作營造。惠安

小岞地區的獨立匠師，採統包、統作，主匠間減少了第三方的影響，該地傳統營建

仍維持著匠師主導施作的模式。金門營建體系的多樣化現象，及近年龐大的修建案

量363，讓金門的仿木構也呈現各式樣的可能；而小岞地區當前缺乏傳統營建市場，

又僅有此家族匠師364，故石作仿木構有著統一性、單一性的特質。 

（2）營造技術發展的差異 

金門的傳統建築營造引入 RC 技術配合傳統木作工藝，將之表現於當代的傳統

意象中，營造者必須掌握傳統木作的特質、尺度與美學觀，又須藉由混凝土、RC

構造的特性精準傳達傳統木作的外觀、尺寸比例，這樣的技術發展必須建立在傳統

大木的基本設計能力及長期的工程經驗累積上，特別是近年金門仿木構的技術更能

再現木作構件的特質，故仍獲得許多主家的認同而交付施作。而小岞地區傳統建築

的需求較少，為滿足基本的空間使用轉而採簡化棟架的石作呈現意象，設計與施作

技術層次相對較低。而為何未如金門採RC仿作？其主因即是該地石構造技術成熟、

                                                      
362

 大木匠師黃忠平表示：「長老都尊重我們的決定，雖有不太容易溝通的業主，但基本上不會有太

大的影響，因為業主不懂（傳統營建技術）。是業主請我們施作，不是我們請業主，所以通常是

尊重我們的決定。」（2015 年 7 月 29 日訪談記錄） 
363

 金門縣政府及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為推動傳統建築保存修復，十年的補助與獎勵後，至今已有超

過 700 棟傳統建物獲得修復，每年以 50 棟以上的修復數量增加中。 
364

 大陸近年亦有大型的設計公司專職古建築規劃設計、施工，但對於營造的技術與經驗有限。黃忠

平表示「現在也有專門畫傳統建築方面設計圖的公司，但不一定懂得木材的性質如何，還有石材

的配比、使用。」（2015 年 7 月 29 日訪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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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料相對經濟，如用 RC 仿作反因大陸的轉化技術與經驗有限，成本相對較高365。 

（3）空間使用與文化的差異 

金門的宗祠乃專為祭祖、節慶或宗族聚會而設的精神中心，具神聖的性格，日

常為靜置狀態，其配置單純，多數為三開間之正身以左右棟架組成流動性的祭祀與

活動空間；正廳包括了祖龕及神龕，藉由高聳的屋架及木作祖龕、牌匾、聯對、彩

繪裝修凸顯神聖空間的崇高特色。小岞的祖祠亦為宗族聚會、精神中心，然最大的

功能卻是作為族親喪事辦理所用，祖祠為三開間或五開間，僅中央大廳設有祖龕，

空間採簡易的石作棟架，顯露出石構造的冷色系特徵，缺少如金門宗祠豐富的彩繪、

聯對、牌匾及木作雕飾雅致的氛圍。 

 

五、 結語 

傳統的木造樑、柱組合，是漢人傳統建築的主要特徵，兼具結構與工藝表現的

木作棟架則是核心，特別是閩南的疊斗式木構造，呈現出木構建築的空間美學與文

化特色。相較於台灣在日治時期初期藉由公部門工程專家引入 RC 技術，並經由學

理、實證作為新構造發展的依據，金門在 1920 年代左右由工匠以自學、經驗累積並

結合熟悉的營建技術進行模仿，成為該年代洋樓建築的新構造、新形式。RC 構造

良好的抗壓、抗張能力，及其容易塑形的特質，經由工匠泥塑工藝發揮在 RC 樑柱

的仿木構棟架上，認為可以解決木作容易蛀蝕損壞的缺點，並能兼具樓層現代化、

形式傳統化的目的，1930 年金門的兩棟洋樓正與西方在此技術初期思索的如何藉助

RC 技術呈現建築「古典化」情感的發展脈絡相同。通過營造技術的現代化，取得

傳統形式的再現是建築傳承地域文化、維繫情感的重要手段。然而，營建時的經濟

與社會文化條件仍是建築空間、形式主要的影響因子。我們從 1960 年代後台灣大量

出現 RC 造廟宇，金門開始透過 RC 仿木構改變傳統營造工法，可見到新式技術導

入後匠師遭遇了傳統與現代的衝擊；而地方的傳統建築工匠，在木作的匠藝基礎上

採納新式技術的嘗試，讓傳統建築空間再現、營造場域獲得延續，主家則能滿足於

空間、形式傳統的需求。當前金門 RC 仿木構宗祠約佔半數，這樣的發展現象可看

出傳統匠師適應變化、技術不斷演進才得以生存的特質。在台灣地區祠廟建築朝大

型化、RC 現代化的趨勢時，金門處於傳統建築修復木作棟架、RC 現代化的兩極化

中，仍保有仿木構、精緻的匠藝，有著特殊的發展現象。 

                                                      
365

 「鋼筋混凝土仿木的技術沒有做得比金門好，我們這裡做的比較粗糙，沒有雕刻裝飾。若要做的

精緻會比用木材施作還要來的貴。」（2014 年 5 月 16 日訪談大木匠師黃忠平） 



 曾逸仁：金門與惠安地區傳統建築仿木構的現代發展 

227 
 

傳統建築的形制，指的是支配和構成集體記憶空間的那些承襲傳統禮制的絕對

規律，他有著社會性的制約，成為匠藝遵循的指引（曾逸仁，2013：220）。閩南惠

安地區小岞祖祠的空間型態與石作仿木構的構造方式，則是由傳統木作直接簡化為

石作，且降低營造門檻但又符合傳統形制的趨勢，其空間承襲著禮制傳統，但隨著

社經條件現代化的變化中，匠師提出低條件技術又能滿足當代主家需求的現象，在

過程中匠師堅持傳統建築的規制，並以專業主導營建。 

從金門與惠安地區傳統建築仿木構的發展情形中，可探知兩地匠藝思索改變、

力圖滿足主家與社會需求的技術轉化特質。不論是金門的 RC 仿木構技術提昇、符

合傳統形式與符號的細緻建構，或是惠安小岞依循趨勢以較低技術構成祖祠石作棟

架的風潮，都反映出傳統建築在特定時期地域、社會經濟關係、文化觀念與技術能

力綜合發展的現象。在傳統建築保存不易，技術傳承遭遇斷層的當下，如何從傳統

匠藝的作品、技術分析中理解其時代的意義，以及接續維護傳統建築營造文化，可

進一步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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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碧山陳氏宗祠與陽翟永昌堂之比較 
 

 碧山陳氏宗祠 陽翟永昌堂 備註 

空間格局 

 兩落三開間，前後落以圍牆

連接合一深井。 

 前落一樓化平頂洋樓，中央

塌岫左右各一房。 

 後落二樓化洋樓，左右次間

各一梯通二樓，二樓正廳外

設外廊。 

 兩落三開間，前後落以 RC 平

頂攑頭連接合一深井。 

 前落傳統建築三開間，中央塌

岫內為敞廳。 

 後落二樓化洋樓，中央神龕後

設梯通二樓，二樓正廳外廊可

通左右攑頭磚坪。 

 一樓為減柱造，二樓 RC 柱落

於攑頭檐柱柱頭上 

永昌堂前

落於 2015

年 7 月崩

塌 

仿木構棟

架 

 三通五瓜 RC 洗石子仿作，

通為方形下有裝飾弧線 

 點金柱為六角洗石子柱子 

 二通以上為壁體作，洗石子

仿木彎束、通隨 

 瓜柱為變形之弧方形金瓜、

上寬下窄之瓜腳， 

 向明間出 RC 栱上接木斗、

雞舌，屋架為木作 

 神龕大楣上為木作透雕檻

窗 

 三通五瓜 RC 洗石子仿作 

 點金柱為六角洗石子柱子 

 二通以上為壁體作，洗石子仿

木彎束 

 瓜筒仿趖瓜作、中央為獅座，

大通邊有魚尾收邊，裝飾精細 

 向明間出 RC 栱上接木斗、雞

舌，屋架為木作 

 大通瓜筒旁 RC 彎束下為木作

束隨。神龕大楣上為木作五彎

枋 

永昌堂仿

木棟架鋼

筋生鏽混

凝土局部

爆裂 

柱樑、樓

版、地坪 

 RC 柱樑支承木樑樓版 

 地坪為尺磚 

 RC 柱樑支承 RC 樓版 

 地坪為尺磚 

陳氏宗祠

木樓版蛀

蝕嚴重 

屋架、屋頂  木屋架、龜殼式傳統屋頂  木屋架、龜殼式傳統屋頂  

裝修特色 

 西式山頭、花瓶欄杆、獎盃、

楣樑花草動物泥塑、四葉

飾、柱頭檐口多重線腳 

 棟架仿木洗石子插角、浮雕 

 大通、神龕大楣上有聯對 

 西式山頭、花瓶欄杆、獎盃、

楣樑花草動物泥塑、柱頭檐口

多重線腳 

 棟架仿木洗石子插角、浮雕 

 二樓大廳前設木作格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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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惠安小岞鎮傳統祠廟建築案例 
 

編

號 
名稱 

興建

年 
地點 

空間格局 

/棟架 
外觀照片 內部照片 

廟宇類 

1 正順尊

王 

2004
修建 

小岞

鎮 

 兩落後

落二層/

三開間 

 木作 

  
2 光明廟

(趙公

明廟) 

2004
年創

建 

小岞

鎮新

群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3 蓮花寺 宋末

元初

創建 

1985
興建 

2009
修復 

小岞

鎮東

山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4 霞霖天

后宮 

清道

光 17

年

(1837)
創建 

2010
年擴

建 

小岞

鎮新

峰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5 新橋正

順王宮 

興建

中 

小岞

鎮新

橋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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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名稱 

興建

年 
地點 

空間格局 

/棟架 
外觀照片 內部照片 

祠堂類 

6 李氏宗

祠 

2003
重建 

小岞

鎮後

內村 

 單落/三

開間 

 木作 

  
7 勝旗傳

芳(陳

氏) 

2003
修建 

小岞

鎮新

橋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8 太邱衍

派 

(陳氏) 

2003
興建 

小岞

鎮新

橋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9 祖德流

徽(陳

氏) 

2004
重建 

小岞

鎮新

橋村 

 兩落/三

開間、左

護龍 

 石作 

 20  
10 太邱衍

派 

(陳氏) 

 

2005
修建 

小岞

鎮新

橋村 

 兩落/五

開間 

 石作 

  
11 隴西衍

派 

(李氏) 

2007
重建 

小岞

鎮後

內村 

 單落/三

開間 

 石作 

  
12 南陽衍

派 

(趙氏) 

2007
興建 

小岞

鎮後

內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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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太邱世

胄(陳

氏) 

2007
興建 

小岞

鎮新

橋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14 太邱世

胄 

(陳氏) 

2007
重建 

小岞

鎮 

 兩落/五

開間 

 石作 

  
15 后角惠

英公祖

祠(陳

氏) 

2008
興建 

小岞

鎮新

橋村 

 兩落/五

開間 

 石作 

  
16 后內小

宗(李

氏) 

2009
重建 

小岞

鎮後

內村 

 兩落/五

開間 

 石作 

 
 

17 沙堤傳

芳 

(李氏) 

2009
興建 

小岞

鎮後

內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18 城頂祖

祠(黃

氏) 

明洪

武年

間創

建、

2010
重建 

小岞

鎮東

山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19 廈厝宗

祠(黃

氏) 

2011
興建 

小岞

鎮東

山村 

 兩落/五

開間 

 石作 

  
20 京兆衍

派 

(康氏) 

2012
年建 

小岞

鎮新

群村 

 兩落/三

開間 

 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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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榮陽流

芳(鄭

氏) 

2014
興建 

小岞

鎮 

 兩落/五

開間 

 石作 

  
22 協埕康

府 

(康氏) 

 小岞

鎮新

群村 

 兩落/五

開間 

 石作 

 
 
 
 

本文特約討論人張崑振教授講評發言稿 
1. 本文對於構造的形式應有界定，如構造形式（木構造、RC造、石造等）、主要

構造部位（屋頂、樑、屋架架扇、基礎等），傳統與現代等 

2. 標題中的現代發展應包含兩個思考層面，一是現代技術，一是現代社會，惠安

地區的石構造家祠發展，並非是現代技術的合理發展，甚至應是退，因此其出

現的背景與理由相當值得探討。 

3. 各時期（1930、1960、2000）案例實況缺乏細緻的說明與討論，如營造技術、

形式構成、變更位置等，建議可再就構造的細部於以探討。 

4. 有關 1930年代金門地區鋼筋混凝土構造的引入，其背景為何？由何地而來？構

造特色為何？都為有趣的探討議題，建議可再追究其更廣泛、深層的背景。 

5. 本文中有不少無關探討主題的討論與篇幅，建議全數刪除。例如西洋混凝土、

洋樓、台灣日治時代議題等。 

6. 文中不少地方提及預拌混凝土，其關鍵角色建議應有所說明。 

7. 本文涵蓋層面、時間範圍極廣，建議分篇討論，或分別討論金門，惠安，或可

將重點聚焦於構造史的解讀。例如因為構造形式、營造技術特色（或限制）所

引起的表現，這些議題都有可觀之處。另外，由結構（構造）與建築裝飾議題

間的對話，亦應有不少可再供斟酌之處，建議作者可再深入研議。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1. 本文主要討論在「新的」營建環境下，木構造的「傳統」如何在金門與惠安（案

例似乎均為惠安小岞鎮）兩個閩南文化區域被傳承、仿作。依目前的研究案例，

研究對象以具「傳統性」的宗祠、廟宇建築為主，建議於題目上加上宗祠、廟

宇，可使主題更為清晰。 

2. 假設研究議題以傳統宗祠、廟宇建築為主，或許可將第三節與宗祠空間文化意

義有關的議題，向前挪移，作為研究背景。同時建議以圖面標示研究範圍，使

讀者對研究空間有較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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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前，第二節 2-2論述「近代 RC構造的歷史發展及對台金地區的影響」及、

2-3論述石作仿木作現象，建議強化「宗祠、廟宇」建築的特殊性。尤其在同

屬鋼筋混凝土技術的時代脈絡下，仿木作特別被應用於「宗祠、廟宇」建築。

如依目前討論的案例，1930年代陳清吉洋樓及陳詩吟 洋樓，未出現仿木現象。

但同時代的碧山陳氏宗祠、陽翟永昌堂俱為 RC仿木作建築。1960年代起的 RC

仿木作案例，顯然也集中在宗祠及廟宇建築。惠安石作仿木作案例看起來也都

是宗祠、廟宇建築。 

4. 第三節就 RC、石作仿木作類型的變化，依目前的研究成果，建議聚焦於構造現

象本身，把與宗祠空間、文化、歷史有關的內容向前挪移。構造類型變化建議

以透視圖、年表呈現，且同時期或早期金門、惠安兩地非以 RC 仿木作及石作的

宗祠、廟宇構造現象如何，若有案例建議納入比較討論，有助於釐清所謂的「傳

統」宗祠、廟宇原貌為何？在主流構造技術轉變的時空下，哪些「傳統」被保

留、哪些被更新。 

如在惠安部分，是否因受限於石材跨度限制，使得仿木作均為類穿鬪式。或許

惠安地區大部分的宗祠都是穿鬪式，由民宅演變而來。 

疊斗式構架應是金門宗祠、廟宇的主要建築形式，1930年代的兩個洋樓宗祠案

例，神聖空間維持疊斗式大木構造的形貌。1960年代初期以簡單的 RC構造表

現疊斗式大木構架，依目前的案例，看起來金門 RC仿木作似乎愈往後期愈往木

作裝修發展。 

5. 第四節綜合討論構造現象背後之意義，包括與臺灣的交流面向、經濟面向、營

造體系等，部分論述結果，或許在未來收集更多比較案例後，得以有更深入之

討論成果。如 1970年代臺灣 RC廟宇已開始朝向高層化發展，RC仿木構造消失，

改以木構造裝修，部分尺寸規則及營建禁忌等也因廟宇高層化後被打破，但部

分規則仍被保留，如正殿應最高、神明視線不能被擋住等等。金門或許在戰管、

高度限度下，對於「傳統」傳承有不一樣的看法，不知道 RC化後的宗祠、廟宇，

露齒、見白、出燈這些傳統禁忌是否被維持。建議在構造現象之外，對於 RC

化的空間變化與承襲有更多的論述，從而可提出不同時空環境下，哪些是重要

而被傳承、保存的「傳統」元素之結論，進而產出相關的詮釋結論。惠安小岞

因只有黃姓大木匠師一個系統，未來在擴大研究範圍後，或許會有更多新的討

論議題。 

6.  若欲比較金門、惠安兩地之差異，建議將兩地 1949年至兩岸重新交流前的歷 

 史脈絡納入考慮，如 1949年以後金門的儒教文化被維持，惠安則受過文革的影

響。此脈絡必然影響兩地對於「傳統」建築之看法，產生不同傳承傳統之結果。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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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媽祖繞境活動之變遷 
 

蔡侑樺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 

    媽祖信仰是閩南文化重要元素之一，「北港朝天宮迎媽祖」更是文化部指定「重

要民俗及有關文物」，是臺灣四個與媽祖信仰有關的「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其中之

一。由於「迎媽祖」的定義過於廣泛，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對於指定個案描述，

被指定的對象應是農曆 3 月 19 日至 23 日的媽祖繞境與祝壽活動，其中的繞境活動

為本文主要討論範疇。 

    雖然北港朝天宮媽祖繞境活動已被納入文化資產指定範圍，既有研究對於媽祖

繞境儀式的由來與演變仍缺乏較嚴謹的討論，僅根據北港朝天宮提供的傳說資料，

說明 3 月 19 日繞境活動與過去媽祖到湄洲進香回鑾有關。基於此，本文主要依靠日

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既有關於朝天宮神明會的研究、以及朝天宮典藏與

繞境有關的文物，討論日治時期媽祖繞境活動變遷概況。 

    由研究成果得知，日治時期的媽祖繞境活動至少經過兩次重大變革，儀式活動

的舉行時間也與今日不盡相同。其中農曆 3 月 19 日的繞境活動原來規模較小，承襲

自清代北港媽祖至臺南大天后宮作客，回鑾後繞境祈安植福。在日治之前，推測北

港朝天宮原有農曆正月 15 日祭典。順應這樣的傳統，1912 年廟宇重修落成後舉行

建醮大祭，地方官員與仕紳體驗到媽祖祭典對地方經濟帶來的效果，仿效嘉義街上

元慶典神明繞境，舉辦為期三天之神明繞境活動，這個活動隨著地方經濟的活絡逐

年擴大，演變成類似今日 3 月 19、20 日繞境活動之規模。  

    1933 年，三天的繞境活動被縮短成為兩天。至 1935 年，正月 15 日的繞境活動

變更至農曆 3 月 19、20 兩日，至戰爭時期完全停止。1934 年報載說明變更至 3 月

19、20 兩日的理由，乃基於元宵時天氣仍然寒冷，各團體準備不及所致。本研究認

為，縮短與變更時程的理由除了基於 1930 年代殖民政府強化對於臺灣民間信仰的管

理，施行皇民化政策，同時欲減少鋪張浪費之外；對照日人作息時序發現，變更到

農曆 3 月的理由可能與日本以陽曆 4 月為年度起始的作息時間有關。 

 

關鍵字：媽祖信仰、迎媽祖、無形文化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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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tion of Peikang Matsu Festival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Yu-Hua Tsai 
Abstract 

The worship of Goddess Matsu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Min-Nan culture. Especially in 

Taiwan, Matsu temple can be found in most of the villages, towns and cities. The temples 

organize festival regularly, forming the character of Matsu belief culture of Taiwan. 

Among the festivals, Peikang Matsu Festival is one of the four central nominated 

important folk customs concerning with Matsu belief in Taiwan, and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the festival. 

Somehow, the history of the Peikang Matsu Festival has not been well studied, 

particularly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from 1895 to 1945. Based on the reason, the 

study will discuss the change of the festival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y reviewing 

the old newspaper reports, previous studies about the Gods groups which participated in 

the festival, and the related artifacts.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the festival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has been greatly 

transformed at least twice, including the dates, which were also different from today. 

Although the Lunar March 19
th

 festival is the biggest festival in Peikang today, before 

1935, it was just a minor one. That date was the time Matsu return from Tainan City to 

Peikang, inherit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after Peikang Matsu temple rebuilt in 1912, the economy effects 

accompanied with a great sacrifice ritual for completion ceremon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between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the gentry. As the reason, following the Lantern Festival 

celebration held in Chiayi City, a regular three-day festival from Lunar January 15
th

 to 

17
th

 was decided by Peikang Matsu temple. Since the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the scale of the festival gradually expanded, and became a well-known festival 

among Taiwan. 

In 1933, the original three-day festival was shortened to two days. The date was also 

adjusted to March 19th and 20th in 1935. It reveals that the Lunar March 19
th

 festival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of Peikang.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reports, the 

main reason of the change is the cold weather in Lunar January, and the participant 

groups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for preparing.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shorten 

duration of Matsu festival reflects the strengthening control power of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o Taiwanese folk beliefs in the 1930s, for practicing the Japanization policy 

and reducing extravagant. While the changed date might related to the Japanese fiscal and 

academic year, that begins in April (Lunar generally in the early March), for the 

participant groups could get more time for preparing the event. 

 

Keywords: Mastu belief, history of Matsu Festiv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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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媽祖信仰是閩南文化重要的元素之一，「北港朝天宮迎媽祖」更是文化部指定

「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是臺灣四個與媽祖信仰有關的「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

其中之一。由於「迎媽祖」的定義過於廣泛，根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對於指定個案

描述，被指定的對象是農曆 3 月 19 日至 23 日的媽祖繞境與祝壽活動，其中的繞境

活動為本文主要討論的範疇。 

    繞境（或寫作遶境、巡境）活動被認為是漢人社會「祭祀圈」的活動之一，使

祭祀圈的界定更為明確。但並非所有的祭祀圈均有繞境活動。即使有繞境活動，也

未必是定期性的活動。366基於〈保護無形文化遺產公約〉定義無形文化遺產的價值

意義，是由某些社群及團體不斷地創出，以呼應他們的環境、他們與自然及歷史的

互動，作為他們自我認同與持續性的意識。367因此，無形文化遺產的歷史發展過程

應是無形文化遺產被定義與保護時必須被重視且研究之部分。然而，「北港朝天宮

迎媽祖」雖已被文化部納入文化資產指定範圍，既有研究對於媽祖繞境儀式的由來

與演變仍缺乏較嚴謹的討論，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個案導覽〉網頁上關

於繞境活動如何變成今日樣貌之說明非常有限。368北港朝天宮雖然在其繞境公告上，

說明農曆 3 月 19 日繞境活動與過去媽祖到湄洲進香回鑾有關，369該說法在廖漢臣

1965 年〈北港朝天宮與其祭典〉一文中雖已被予以記載，因缺乏考證證據，包括廖

漢臣在內，均懷疑該說法的可信度。370
 

    由於北港朝天宮在日治時期被譽為是臺灣媽祖信仰總本山，在《臺灣日日新報》

（包含《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留下為數不少與北港朝天宮有關的報導。因此，本

文主要依靠《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內容，配合既有關於朝天宮神明會的研究，371以

及朝天宮典藏與繞境有關的文物，以日治時期為中心，整理考證該時間中北港朝天

宮媽祖繞境活動之發展變遷概況，並試圖詮釋該無形文化遺產在該時間軸帶上經過

變遷之可能意義，以對「北港朝天宮迎媽祖」的歷史沿革與價值有進一步的認識。 

二、農曆 3 月 19 日繞境活動的起源 

    雖然今日北港朝天宮盛大的繞境活動於每年農曆 3 月 19 及 20 日兩日舉行，簡

稱「三月十九」慶典。但根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三月十九日慶典是在日治時

期1935年取代原來的農曆正月15日慶典後，方變成北港朝天宮最主要的慶典活動。
372在此之前，僅 1923 年因日本腦炎流行，致使農曆正月 15 日的繞境活動延後至農

                                                      
366

 林美容 1986 年〈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
頁 53-114。 
367

 參見 2003 年〈Text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368

 參見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個案導覽〉網頁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

fo&caseId=PF09712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5.1。 
369

 參見近十餘年來北港朝天宮於遶境時公告在路關上的〈北港朝天宮聖母遶境沿革簡誌〉。 
370

 參見廖漢臣 1965 年〈北港朝天宮與其祭典〉，《臺灣文獻》16（3），頁 81-82。廖漢臣在該文
主欲介紹北港朝天宮的建築沿革與祭典活動，於文末曾簡短討論北港媽祖繞境為何從舊南港開始之
問題，而記載繞境活動與湄洲掛香有關的說法，但廖漢臣推論湄洲掛香應與北港媽祖繞境無關。 
371

 主要參考鄭志明 1998 年《北港朝天宮的神明會》，南天。 
372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7 月 3 日第 4 版〈北港朝天宮總會-祭典變更三月十九、二十
日〉報導。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PF09712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5.1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aseBasicInfoAction.do?method=doViewCaseBasicInfo&caseId=PF09712000002&version=1&assetsClassifyId=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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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 3 月 18 日至 20 日舉行。373一方面，依照北港朝天宮目前的官方說法，今日的三

月十九慶典與媽祖到湄洲進香回鑾有關，但北港朝天宮並未提供充分的考證證據以

支持這個說法。 

    然而，在 1935 年之前，除了 1934 年似乎將繞境活動延後至農曆 3 月 22 日舉行

之外，自 1928 年起，於《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上仍可見到北港朝天宮於農曆 3 月

19 日舉行小規模的繞境活動，於當日下午出廟，至晚上即結束活動。且這個繞境活

動似乎在 1928 年之前已成為恆例，雖然本研究未蒐集到更早於 1928 年之前北港媽

祖於農曆 3 月 19 日繞境之相關報導（1923 年除外）。其中根據 1931 年 5 月 4 日及

1934 年 5 月 5 日的報導，直指農曆 3 月 19 日舉行的繞境活動與北港媽祖至臺南大

天后宮作客（北港方面俗稱北港媽祖下府）、回鑾後舉行繞境祈安植福有關。將蒐

集到的報導內容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以前關於北港媽祖農曆 3 月繞境報導 

 報導日期 刊名 版次 標題 

1928 年 4 月 26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新製花轎〉 

內

文 

北港朝天宮，自昨年十二月以來，特聘臺北雕刻匠陳彬者，前來新製媽祖花轎四頂，因欲付

舊曆三月十九日迎媽祖使用。故現在木工十餘名，每日急為雕刻，其工資約二千五百圓。 

 報導日期 刊名 版次 標題 

1928 年 5 月 6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夕第 4 版 〈北港：迎媽祖期〉 

內

文 

當地每年古歷三月十九日有迎聖母古例。本年亦定是日即新歷八日下午三時煙火三發為號。

聖母出廟依路關遶境。街內及新街舊南港。雖無如迎上元熱鬧。然街內各音樂團、飛龍團、

獅陣等，亦依舊整頓。……。 

 報導日期 刊名 版次 標題 

1929 年 4 月 26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媽祖行列〉 

內

文 

來廿八日，即舊曆三月十九日，當地依恒例，於下午一時，請聖母神輿，出境行列，諸團體

現正準備一切。 

 1930 年 4 月 17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夕刊第 4 版 〈聖母繞境〉 

內

文 

來十七日（1930 年 4 月 17 日，農曆 3 月 19 日），依恆例定自下午三時聖母出廟繞境，舊

南港、新街及衙內，各團體音樂團等，極力準備。 

 1931 年 5 月 4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8 版 〈北港媽祖 將出繞境〉 

內

文 

北港朝天宮。訂來六日。即古曆三月十九日。依例出巡繞境。往日媽祖嘗于是日到南部巡□。

茲已改十年來不行。值于北港及舊南港繞境而已。本年再依前例。各欲參加行列之音樂團體

及其他等。已豫為準備云。 

 

 1932 年 4 月 15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夕刊第 4 版 
〈北港溪橋工事完竣、籌備開通式

祝賀會-迎媽祖神輿當先〉 

內 既報北港郡北港與嘉義郡東石郡郡界之北港溪架橋，工事費十五萬圓，二年間繼續工事，今

                                                      
37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4 月 28 日第 6 版〈諸羅特訓：媽祖大祭〉報導：「媽祖大祭，既
報北港街，前因郡下發生腦炎，禁止交通，數十萬人之媽祖參拜者，不得參詣，街人士深以為憾，
茲由北港朝天宮宮務所主催，得該地青年團壯丁團之幫助，及各轎班會之補助，將自五月三日，即
舊三月十八日起三日間，舉行大祭，迎神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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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已告竣，前記三郡交通甚稱便利，街民咸喜悅，于月十一日午後一時起，官民約二十餘名，

集於街役場樓上，議舉落成祝，決定欲開祝賀會並開通式，特定月二十四日，當日恰值舊曆

三月十九日，當地迎媽祖恆例，欲以聖母神輿當先行初渡式也。 

 1933 年 4 月 12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8 版 〈北港：媽祖繞境〉 

內

文 

北港朝天宮，來十三日，即古曆三月十九日，依例舉行媽祖行列，......。 

 1933 年 4 月 16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8 版 〈北港：媽祖繞境〉 

內

文 

既報北港朝天宮，主催北港媽祖繞境，去十三日（1933 年 4 月 13 日，農曆 3 月 19 日）午

後二時起依例舉行，各個舖戶熱誠參加，......。  

 1934 年 5 月 5 日 《台灣日日新報》 夕刊第 4 版 〈北港：進香回鸞〉 

內

文 

由北港朝天宮宮務所主催。得各團體後援。依例恭迎北港媽祖。赴臺南進香回鸞。是日（1934

年 5 月 5 日為農曆 3 月 22 日）午後三時。媽祖出廟。參加行列陣頭二十餘團。順序繞境。

八時頃入廟。……。 

    北港朝天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在日治之前原來交流密切，時間可上溯至19世紀中

葉以前。如1847年（道光27年）至1854年（咸豐4年）擔任臺灣最高行政首長臺灣兵

備道的徐宗幹在〈壬癸後記〉留下這樣的記載：「壬子〔1852年〕三月二十三日，

為天后神誕。前期， 臺人循舊俗，迎嘉邑北港廟中神像至郡城廟供奉，並巡曆城廂

內外而回。焚香迎送者，日千萬計。歷年或來、或否，來則年豐、民安。……。374」

除了文獻上的記載之外，臺南大天后宮現存1856年（咸豐6年）〈捐題重修芳名〉木

牌、1858年（咸豐8年）〈天后宮鑄鐘緣起碑記〉，均留下北港朝天宮二媽、三媽轎

班（繞境活動進行時，負責抬轎的團體）捐款記載。375北港朝天宮也留下1868年（同

治7年）臺郡金義成（綢緞郊）捐獻的媽祖神轎一頂，見證兩座媽祖廟過去交往的歷

史。 

    關於北港媽祖至臺南大天后宮作客的時間，徐宗幹〈壬癸後記〉以及推測成書

於日治初期的《安平縣雜記》376兩份文獻，不約而同地記錄下相關訊息，以後者之

記載較為具體，如《安平縣雜記》記載：「迨三月十四日，北港媽來郡乞火，鄉莊民

人隨行者數萬人。入城，市街民人款留三天。其北港媽駐大媽祖宮，為閤郡民進香。

至十五、十六日出廟繞境，沿途回港，護送者蜂擁，隨行者亦同返。此係俗例，一

年一次也。377」〈壬癸後記〉則記載：「……。十五日，〔徐宗幹〕同鎮軍謁廟，……。

十六日，神輿出巡，……，復送天后出城而後返。……。378」歸納上述文獻記載，

日治之前的北港媽祖應依例於農曆 3 月 14 日抵達臺灣（臺南）府城，於 16 日於府

城繞境後北返，前後為期 3 天。 

    日治初期，在政治局勢穩定之後，受臺南地方仕紳請託，配合北港朝天宮的新

                                                      
374

 收錄於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 年編印《斯未信齋雜錄》，頁 69-70。 
375

 參見臺南大天后宮現存的 1856 年〈捐題重修芳名〉木牌：「北港朝天宮二、三媽眾轎班捐銀貳
拾肆大員。」，以及 1858 年〈天后宮鑄鐘緣起碑記〉：「朝天宮二、三媽甲眾轎班捐銀三十大員。」 
376

 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 年編印《安平縣雜記》〈弁言〉，推測《安平縣雜記》可能是 1894

年編修的《安平縣采訪冊》的一部分。但書中可見以「清國」指稱中國、「帝國」指稱日本之寫法，
因而推測該書應在 1895 年以後經過更改、補充。 
377

 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 年編印《安平縣雜記》，頁 14。 
378

 參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0 年編印《斯未信齋雜錄》，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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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計畫，朝天宮於 1907 年恢復北港媽祖作客臺南大天后宮的活動，推算回到北港的

時間，即為農曆 3 月 19 日。據當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媽祖停留在臺南市的時

間是自農曆 3 月 14 日起為期 3 天，379該停留時間與《安平縣雜記》文獻所記載清代

北港媽祖到臺南府城作客的停留時間相同。新聞報導也提供媽祖聖駕出發的時間，

為該年 4 月 23 日，即農曆 3 月 11 日。380意即聖駕自北港出發至臺南府城的時間，

共需 3 天（農曆 3 月 11 日至 3 月 14 日），途經 3 處停點。381新聞報導雖未記載媽祖

回程時間，但以與去程相同的時間及停點推算，自農曆 3 月 16 日下午之後回駕，抵

達北港的時間正為農曆 3 月 19 日。參考今日苗栗白沙屯媽祖至北港朝天宮進香，回

到白沙屯後之第二天舉行二媽遊庄活動，以及前引《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之報導。

過去北港朝天宮媽祖自臺南府城作客回鑾後，應曾進行繞境活動，為今日北港三月

十九慶典的由來之一。 

    然而，北港與臺南兩地間的媽祖情緣並未因 1907 年恢復交流而固定下來。可能

因為 1907 年至 1912 年期間北港朝天宮廟宇改建經費需求，加上 1908 年縱貫鐵路全

線通車，以及報紙宣傳效果，臺灣南北交通與訊息傳遞較過去更為快速。北港朝天

宮的媽祖神尊乃開放臺灣各地廟宇迎請，以此作為廟宇基金，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

此例一開，參見 1914 年《臺灣日日新報》新聞報導，北港朝天宮必須於該年新雕神

尊，供人迎奉。382此外，配合 1911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21 日於臺南舉行第一屆南部

物產共進會，383北港媽祖較早於物產共進會舉行之時即被奉請至臺南，在共進會結

束之後仍受信徒迎請至臺南附近各庄巡行，直到 4 月 8 日（農曆 3 月 10 日）才從臺

南返回北港。384這樣未固定化的交流方式，致使北港朝天宮與臺南大天后宮於 1915

年因迎請媽祖問題發生嫌隙，中斷兩廟交流，385直到 1930 年代兩廟才再一度開啟交

                                                      
37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4 月 23 日第 5 版〈北港朝天宮の出輿〉報導：「斗六廳下北港街
なる朝天宮廟は天上聖母を祀り本島中有名の大祠にして……、同廟の神輿は領台前ま では屢々遠
く台南に輿を移して台南附近各地の參拜に便じたりしも爾來土匪の蜂起やら何やらにて領台後に
至りては未だ一回も台南に出輿したるとなかりし処、 本年舊三月十四日より向かふ三日間を期し
て台南市媽祖廟に輿を移すとに決し夫々手配中なりしが。……。」 
38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4 月 28 日第 5 版〈天上聖母の出輿と汽車賃割引〉報導：「……

同輿は去る廿三日（農曆 3 月 11 日）北港を出發し沿道各庄民は境界地點まで盛んなる送迎をなし
つ廿六日（農曆 3 月 14 日）臺南小北門外まで臺南市民は出迎をなしたりと云ふ。」 
381

 依蔡相煇 1995 年《北港朝天宮志》頁 175 據朝天宮董事蔡培東記憶，自北港出發後，途經大崙、
崙仔、蒜頭、大槺榔、馬稠後、林竹仔腳、鹽水港（今鹽水）、太子宮、鐵線橋、茅港尾、麻豆、
灣裡（今善化）、新市、鹽行，單程距離將近 80 公里。 
382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4 年 5 月 13 日第 6 版〈迎祀天后〉報導：「北港朝天宮天上聖母，信
奉遍及全島，前清時每年惟舊曆三月中旬，來台南市大媽祖宮廟進香一次，駐駕三日，送迎之人，
以數萬計，以外即不再來。改隸後破除此例，任人迎請邇年尤盛，其像不足應迎請者之求。近該廟
董事等，乃協議更雕刻數時尊，聽有志者迎奉，聞定自出廟之日起每日徵金二圓，將來即以此款置
產業作該廟基本金。……。」 
383

 關於 1911 年南部物產共進會的舉辦日期，參見南部物產共進會協贊會 1911 年《南部臺灣 附錄：
共進會案內》，頁 218。 
38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1 年 4 月 8 日第 3 版〈北港媽祖の還輿〉報導：「臺南に於ける南部
物產共進會中臺南へ信徒を吸收したる北港の媽祖は同會閉會後も尚ほ信徒の懇請により附近各庄
を巡輿中なりしが愈本日を以て臺南を發し北港へ還輿せる……。」 
385

 關於 1915 年北港朝天宮與臺南大天后宮發生的爭議，可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5 年 5 月 27

日第 6 版由臺南方面說明其立場之〈聖母塑像原因〉報導。臺南方面依慣例欲奉迎北港「三媽」神
尊至臺南，北港方面卻奉迎「糖郊媽」代替「三媽」神尊，並依慣例迎「二媽」神尊至臺南。臺南
地方仕紳遂以北港三媽神靈欲長駐臺南為理由，新塑「鎮南媽祖」取代北港「三媽」神尊。兩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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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386北港朝天宮農曆 3 月 19 日的繞境活動在日治時期大部分時間中也因此與媽祖

作客臺南的活動脫鉤，僅於舊南港、新街及街內等北港朝天宮轄境內舉行而已。 

三、農曆正月 15 日繞境活動的發展（1912 年至 1934 年） 

元宵迎燈繞境為漢人傳統節慶活動之一，如《安平縣雜記》記載臺南府城各街

境的迎燈活動：「各街境或鬧龍燈，或裝故事迎花燈，絃管鑼鼓。四處遊行者，或至

月餘始罷，大抵數日之間。煙花火樹，在在映帶。387」根據 1894 年《雲林采訪冊》

及今日北港朝天宮蒐集「德發號」商號歷年收支記錄，日治之前北港朝天宮似乎也

有農曆正月 15 日元宵繞境活動。388但進入日治時期，據 1916 年《臺灣日日新報》

兩則報導，提供北港朝天宮農曆正月 15 日的繞境活動在 1912 年新建廟宇落成後才

逐漸固定化且規模化之訊息： 

「嘉義廳下北港街朝天宮，崇奉天后，自前清時，神靈赫耀，香火極盛，每年

自春徂夏，無問遐邇，進香者連日麕至。一昨年（1913 年 3 月 27 日）佐久間前督

憲蒞港時，曾為懸匾致敬，自明治四十五年春，重新廟貌以還，該街人民即倣嘉義

街之例，于舊曆上元節，臨時舉祭，迎神繞境，本年定自上元起三日間，每日自晡

時〔下午 3 點至 5 點〕至夜半，迎神繞境，藝棚詩意五六十檯，其他樂隊故典，踵

事增華，屆時當有十分熱鬧也。389」 

  「嘉義廳下北港街朝天宮，自明治四十五年，新築落成後，每年於舊曆上元日起

三日間，舉臨時祭，去十八日，即舊上元日，如例舉祭，演戲數棚，遠近晉香者以

數萬計，香霧空濛，剛鬢柔毛，相屬于道，午後四時彩閣詩意五六十棚到媽祖廟前

齊集，棚上雛妓，同聲彈唱，絲管紛紛，比各廟神輿齊到，巡繞市街，篝燈點點，

觀客萬頭相鑽，擁擠不開，夜半始散，十九、二十兩日續行，更為熱鬧云。390」 

兩篇報導分別以「臨時舉祭」或「臨時祭」稱呼農曆正月 15 日繞境活動。依

《広辞苑》對於日文「臨時祭」之解釋，除了少數「例祭」化的「臨時祭」之外，

指的是「例祭」以外臨時舉行的祭祀活動，反映 1916 年當年正月 15 日媽祖慶典活

動之非慣例性。為論證《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兩則報導關於北港朝天宮農曆正月

15 日祭典沿革是否信實，本研究透過《臺灣日日新報》檢索系統，391以「北港」、「上

                                                                                                                                                              
流因此中斷。另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臺南大天后宮諸董事 與北港
朝天宮當事者 議解決媽祖懸案〉報導，可知北港「糖郊媽」及「二媽」神尊在 1915 年甚至被留在
臺南大天后宮，直到 1932 年兩廟才議定解決北港神尊長駐臺南之問題。 
386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4 月 6 日第 4 版〈臺南大天后宮諸董事 與北港朝天宮當事者 

議解決媽祖懸案〉，以及《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5 月 5 日夕刊第 4 版〈北港：進香回鸞〉報導。 
387

 參見《安平縣雜記》，頁 2。 
388

 參見倪贊元 1894 年《雲林采訪冊》〈附天后顯靈事〉：「惟同治元年顯聖退賊事。先是，正月
十五日居民迎神輿至廟廷，簥擔忽飛起，直立神桌上，大書「今夜子時速以黑布製旂二面，各長七
尺二寸、闊三尺六寸，上書『金精、水精大將軍』字樣，立吾廟廷」。左右居民見神示異，敬謹製
備，然莫知何用也。……。」以及北港朝天宮蒐集「德發號」商號 1885 年帳冊：「元月十五 朝天
宮 上元三獻 緣 五百錢朝天宮 遶境演戲 又緣 三百錢。」 
389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2 月 16 日第 6 版〈媽祖賽會〉報導。 
39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 2 月 25 日第 6 版〈媽祖祭盛況〉報導。 
391

 《臺灣日日新報（漢珍╱ゆまに清晰電子版）》，

http://cdnete.lib.ncku.edu.tw:8001/LiboPub.dll?Search1。 

http://cdnete.lib.ncku.edu.tw:8001/LiboPub.dll?Searc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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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元宵」等關鍵字，蒐集並對照整理 1916 年前後同報關於北港朝天宮「例祭」

及正月 15 祭典等相關報導如表 2 及表 3 所示。 

【表 2】《臺灣日日新報》1916 年之前關於北港媽祖農曆正月 15 日祭典及例祭相關報導 

 報導日期 刊名 版次 標題 

 1912 年 1 月 18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2 版 〈北港媽祖祭餘聞〉 

內

文 

北港の朝天宮五日間の大祭は十三日迄（媽祖廟慶成五朝清醮 1912.1.9-1912.1.13）にて無事

終了せり野田支廳長（野田寬大，1910.9.1-1912.6.7）の談に依れば…… 

▲參詣者の驚嘆：參詣者の多くは近年北港街は衰微せりとの說あれば定めし沈衰し舊日の

觀なしと豫想したるも、今回の大祭に来り見るに北港の全街は整理改繕を施され塗るに丹

碧を以てし……街燈を出さしめたるを見て大に驚嘆し、北港は斯る裏路にさへ街燈を出し

全街美麗整正せる他に見るを得じと……（參拜者的驚嘆：參拜者中的多數，雖聽說北港街

近年來逐漸衰微，大概預想會見到衰頹的舊日景觀，但這次因大祭而來所見到的北港街景，

已經過整理修繕、施加油漆粉刷、……見到依命令而安裝的路燈更是大大的驚訝，在北港即

使是非常小的巷道都有安裝路燈，全街整齊美麗，是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 

▲將に來るべき例祭：媽祖廟は年に二回の例祭ありて舊曆一月の十五日より三日は春の祭

典と名くべきものにて此祭例も亦た卻々盛大なるものにて各地方より參詣者多く市中の

雜沓今回に劣らじと（即將到來的例祭：媽祖廟每年有兩次例祭，一次是舊曆正月十五起三

天的祭典，應稱為春祭，因這個例祭將愈來愈盛大，會有來自各地的參拜者，市街中人山人

海的狀況，必不會比這次的祭典遜色）。 

 1912 年 3 月 6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2 版 〈北港媽祖例祭〉 

內

文 

北港街なる媽祖廟は例年の如く舊曆一月十五日前後には例祭あり、本年は三日（1912 年 3

月 3 日，農曆正月 15 日）より三日間に亙りて祭日なれば、各地本島人の参詣者多く盛況

を呈せり（北港街著名的媽祖廟例年於舊曆正月十五日前後舉行例祭，因今年將從 3 月 2 日

起連續三日間舉行祭典，將出現來自全臺各地許多參拜者之盛況）。 

 1913 年 2 月 9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7 版 〈北港だより 媽祖例祭〉 

內

文 

*北港街なる媽祖廟は本日より七月三日まで例祭となり……。 

 1913 年 2 月 14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7 版 〈媽祖祭盛況〉 

內

文 

*舊曆一月一日より例祭擧行中なる北港媽祖祭……。 

（1913 年 2 月 20 日，農曆正月 15 日） 

 1913 年 3 月 8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7 版 〈北港だより 祭例と輿行〉 

內

文 

*媽祖例祭を的て込みて四日よりは活動寫真を北港市場に於て催し金澤曲藝は五日より北

港驛前通に小屋掛して盛に觀客を誘引しつつあり（以媽祖例祭為目的而來者，3 月 4 日起

將於北港市場舉辦活動照片展，金澤雜技團從 3 月 5 日起，也將於北港站前道路搭設臨時舞

臺，持續不斷熱情的招引觀眾）。 

 1914 年 1 月 27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6 版 〈北港媽祖例祭〉 

內

文 

*北港媽祖廟例年自舊曆正月二日至五月間，参詣者極多......。 

（1914 年 2 月 9 日，農曆正月 15 日） 

 1915 年 2 月 14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7 版 〈朝天宮の例祭〉 

內 *嘉義北港媽祖廟朝天宮は臺灣正月即ち来る十四日より六月頃迄毎年の例祭期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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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1915 年 2 月 28 日，農曆正月 15 日） 

*未直接談論到農曆正月 15 日祭典之報導 

     如表 2 所示，在 1916 年之前，於《臺灣日日新報》僅於 1912 年的兩則報導中

見到與北港朝天宮正月 15 日三天「例祭」有關的報導，但未載明媽祖繞境事項。

1913 年至 1915 年關於北港朝天宮「例祭」之報導，指的是農曆正月至三月的媽祖

祭期，而與正月 15 日慶典無關。唯一一篇可能與繞境有關的報導，是 1913 年 3 月

8 日的〈北港だより 祭例と輿行〉報導，但一方面在該篇報導中缺乏繞境具體內容，

活動時間也與正月 15 日慶典不符。 

     相對於 1916 年之前正月 15 日慶典的被報導狀況，表 3 所列 1916 年之後關於

北港朝天宮正月 15 媽祖繞境的報導相對較為具體。且至 1934 年為止，僅 1918 年及

1931 年三個年份未見到相關正月 15 日媽祖繞境之報導，1923 年則因為北港街發生

日本腦炎流行，致使農曆正月 15 日的繞境活動延後至農曆 3 月 18 日至 20 日舉行。
392此外，1917 年的報導中指出：「自一昨年來。即于上元日起三日間。迎請媽祖遶

境……。」日文「一昨年」為前年之意，雖然無法直接依報導內容確定日治時期北

港農曆正月 15 日的媽祖繞境是自 1915 年才確定下來，不過正月 15 日媽祖繞境活動

在日治 1912 年以後逐漸變成北港朝天宮的例祭應該是可以肯定的。藉由 1912 年《台

灣日日新報》報導訪問野田寬大北港支廳長對於朝天宮慶成五朝大醮祭典完成後的

看法，也可看出地方官員肯定媽祖祭典對於地方繁榮所帶來的效果，並期待下一次

祭典的到來。 

【表 3】《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至 1934 年關於北港媽祖農曆正月 15 日祭典及例祭相關報導 

 1917 年 2 月 8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6 版 〈上元遶境〉 

內

文 

……。又廳下北港街。自一昨年來。即于上元日起三日間。迎請媽祖遶境。本年亦依例迎神。

南北管、連環棚以數十計。一連三天。各處來觀者極夥。備呈盛況云。 

 1918 年 2 月 27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7 版 〈北港媽祖祭 市況活氣を呈す〉 

內

文 

*北港朝天宮媽祖祭禮は每年舊正月より其の時期に入り全島各廳下よりの參詣者漸次□集

するを例とするも、本年は祭時期に入るや新竹、桃園、南投地方より團體參拜者接踵して

参詣し既に十五、六組の多きに及べりと……。 

（1918 年 2 月 25 日，農曆正月 15 日） 

 1919 年 2 月 15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5 版 〈北港迎神〉 

內

文 

廳下北港，以朝天宮二媽著名，九十春光，香客莫絕，該地居民得叨神庇多穫康安，每歲恒

于上元日起三日間，迎神繞境，以介景福，本年元宵，仍欲照常舉祭，一連三夜，連環棚不

下數十，上元為土曜日（星期六）。各地往觀者，應大有其人，熱鬧不卜可知也。 

 1920 年 3 月 3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北港媽祖祭〉 

內

文 

来る五、六、七の三日間（1920 年 3 月 5 日，農曆正月 15 日）北港媽祖廟の大祭を舉行す

る由、当日は数百の藝閣行列及び大旗等の行列があって優勝者には優勝旗を授与するさう

だ。 

 1921 年 3 月 2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1 版 〈北港聖母祭典〉 

內 州下北港の本山媽祖大例祭典は去る二十二日（1921 年 2 月 22 日，農曆正月 15 日）より

                                                      
392

 參見前引《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4 月 28 日第 6 版〈諸羅特訓：媽祖大祭〉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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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數日間亙りて執行ありしが……。 

 1922 年 2 月 11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3 版 〈諸羅特訊/上元遶境〉 

內

文 

……北港街亦將自元夜三夜間。依例迎請媽祖遶境。有無數連環棚。爭新鬪艷。尤有可觀也。 

 1924 年 2 月 6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7 版 
〈北港媽祖大祭：今年は神様全部

の在廟を請ひ未曾有の大祭執工〉 

內

文 

本島三百萬民眾の信心深き北港の天上聖母媽祖さんの大祭は来る陰暦十五日即ち本月十

九日に相当し三日間大祭を執行するが……。今年は北港に於て郡下各街庄聯合の蔬菜品評

會を開催するので従来全島各地へ媽祖さんを招迎させて居たのを全部断り各神さまの在

廟を請ひ今日まで類例のない大祭を執行することになり......。 

 1925 年 1 月 26 日 《台灣日日新報》 夕刊第 4 版 〈諸羅特訊／上元邊境〉 

內

文 

……北港街亦於元宵起三夜間。恭舁朝天宮二媽鑾駕。沿街遶遊。藝閣連環棚。及該地名物

爆竹。定形如荼如火之觀。 

 1926 年 2 月 24 日 《台灣日日新報》 夕刊第 2 版 〈北港媽祖大行列〉 

內

文 

本島人の信仰中心となっている北港媽祖の大行列は例年通り二月二十七日（1926 年 2 月

27 日，農曆正月 15 日）から三日間北港街を中心として催される事となり……。 

 1927 年 2 月 12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嘉義北港上元節將迎神〉 

內

文 

……又北港街則自元宵起三夜間。迎請該地朝天宮媽祖鑾駕繞境。有藝閣連環棚諸故

事。……。 

 1928 年 2 月 5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北港上元籌迎媽祖：各團體開費

不少〉 

內

文 

北港依古例上元迎媽祖，各團體假裝，均爭奇鬥巧，極力設備……。 

 1929 年 2 月 16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北港上元籌迎媽祖：各團體開費

不少〉 

內

文 

來二十四日，乃舊曆上元，當地依恒例，自元宵起三夜，欲迎媽祖......。 

 1930 年 2 月 17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8 版 
〈北港媽祖繞境盛況：元宵及翌日

兩夜熱誠奉迎〉 

內

文 

北港媽祖繞境第一日夜，即舊曆上元日，恰遇春雨淋漓，……。 

 1932 年 2 月 24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北港大祭及衛生展三日夜極呈

盛況〉 

內

文 

北港媽祖、大祭行列，為去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三日間（1932 年 2 月 20 日，農曆正月

15 日），同時開北港郡衛生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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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 年 2 月 9 日 《漢文台灣日日新報》 第 4 版 〈北港媽祖十十一日繞境〉 

內

文 

臺南州北港媽祖，訂來十、十一日兩日間（1933 年 2 月 10 日，農曆正月 16 日），恭迎神

輿繞境......。 

 1934 年 2 月 25 日 《台灣日日新報》 第 3 版 
〈北港媽祖祭典藝閣五十餘臺：大

賑ひを豫想さる〉 

內

文 

臺南州北港朝天宮宮務所では慣例に基き来る三月一日より二日間（1934 年 3 月 1 日，農

曆正月 16 日）に亙り晝夜兼行で媽祖大祭典を舉行することに決定したが……。 

*未直接談論到農曆正月 15 日祭典之報導 

    一方面，1916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其中一篇報導中曾指出北港農曆正月 15

日繞境活動乃模仿嘉義街上元慶元宵繞境活動而來。因所蒐集《臺灣日日新報》關

於 1916 年以前嘉義街上元慶典的報導有限，具體模仿內容尚不得而知。僅根據 1917

年〈上元遶境〉報導如下：「嘉城。據堪輿家稱為桃穴。民多災□。自前清時。即

于每歲正月十四夜。各廟神輿。自出遶境。翌十五日。始迎請各神輿一齊遶境。以

祈國泰民安。昨年廢十四夜不迎。月之六日。即舊上元日。午後一時。三聖母、城

隍爺、暨各廟神祗。北管、獅陣、故事齊集教場。然後巡遶市內。入夜到處火樹星

毬。龍燈出演。六街燈火。一夜花開。成為不夜世界。路上塵隨馬去。月逐人來。

真一刻千金時候。直至子夜。神輿始各入廟。……（後接北港街上元遶境報導）。393」

對照 1916 年關於北港媽祖上元繞境報導，可知兩地神轎皆於下午之後出門繞境，直

到夜半。兩地繞境隊伍分別有陣頭、龍燈、詩藝閣（藝閣）及連環棚等元素。其中

北港的詩藝閣、連環棚，依何宜秦 2008 年的研究，乃源自元宵節的台閣。惟在日治

時期前後，臺灣各地若舉行較盛大的節慶活動，均可能見到台閣或詩意閣之元素，

而未必侷限在元宵節。394
 

     就日治時期的北港媽祖繞境活動而言，對照鄭志明 1998 年《北港朝天宮的神

明會》的研究成果、《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以及與北港媽祖繞境有關的文物，可

發現活動逐漸擴大化的傾向。以位於隊伍最後面的媽祖鑾駕為例，日治之前北港朝

天宮應僅有二媽及三媽兩個轎班會，祖媽、四媽、五媽轎班會皆成立於日治大正時

期以前，六媽轎班會則成立於日治末期。395參見 1925 年《臺灣日日新報》對於北港

上元繞境的報導如下：「……北港街亦於元宵起三夜間。恭舁朝天宮二媽鑾駕。沿

街遶遊。藝閣連環棚。及該地名物爆竹。定形如荼如火之觀。396」繞境鑾駕似乎仍

以二媽聖駕為主角。不過在 1926 年報導中，可知當年祖媽至五媽共五尊媽祖已全數

                                                      
39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17 年 2 月 8 日第 6 版〈上元遶境〉報導。 
394

 參見何宜秦 2008 年〈台灣傳統藝閣藝術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395

 參見鄭志明 1998 年《北港朝天宮的神明會》頁 44-46，52-57，依口述訪談記錄北港朝天宮祖媽
會由許壬子於日治時期發起成立、四媽會成立於 1912 年、五媽會亦由陳韞於日治時期發起組成，六
媽會則成立於 1938 年 5 月 15 日。由於祖媽會曾邀請朝天宮 1907 年改建的主持大木匠司陳應彬為大
媽量身訂做神轎，為特殊的六角造型，該神轎曾於 1915 年以「參考品（提供其他業者參考的展示品）」
資格送往嘉義參加第二屆南部物產共進會，獲得「記念賞牌（參考品之優秀者）」，獎狀收錄於蔡
相煇 1995 年《北港朝天宮志》，頁 202 之 33，可佐證祖媽會的成立時間在 1915 年以前。不過祖媽
會金順盛、二媽會金順安、三媽會金盛豐均在北港朝天宮 1918 年至 1922 年的石圍牆工程中留下捐
獻落款。四媽會金安瀾、五媽會金豐隆在同一圍牆工程中則未留下落款，因此四媽會成立的時間是
否可上溯至 1912 年，仍有待其他證物佐證。 
39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 月 26 日夕刊第 4 版〈諸羅特訊／上元邊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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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上元繞境行列。397朝天宮更於 1928 年新訂作神轎四頂，398加上 1915 年曾於第

二屆南部物產共進會參展、由陳應彬製作的祖媽神轎，可確定在 1929 年以後五個媽

祖會五頂神轎同時出陣的樣貌。 

    就位於鑾駕前方的陣頭而言，由北港朝天宮今日公開於廟後辦公室一樓櫥窗的

1929 年〈聖母遶境行列順序〉文獻，可知 1929 年在神輿前面包含大燈、開路鼓、

大旗、燈排、德義堂、仁和軒、雜藝、勤習堂、飛龍團、和樂軒、連環棚、集雅軒、

連環棚、江樂社、桌子藝、錦樂社、龍鳳閣、武城閣、集英社、集斌社、藝閣、鼓

亭、馬陣吹、鑾駕、執事、震威團、大鑼、十二班、香坦、神將等陣仗。 

    雖然目前依口述記錄新成立於日治時期的陣頭，僅有德義堂、勤習堂、扮演神

將（將軍，千里眼、順風耳）的莊儀團、以及未在 1929 年陣頭名單中的北港新協社

（後北港樂團）等團體。399包括開路鼓（所指應為金聲順，現為雲林縣金聲順古樂

協會）、和樂軒、集雅軒、武城閣、集斌社等陣頭，成立時間多可上溯至清代中葉。
400但金聲順 1913 年新作鼓亭、飛龍團 1926 年新作兩面大龍旗，目前均已由雲林縣

政府登錄為一般古物。於朝天宮文物館中，也收藏推測製作於日治時期的和樂軒、

仁和軒等陣頭之彩牌、鼓架、繡旗等文物。其中飛龍團 1926 年新作三角大旗長 1

丈 6 尺（4.85 公尺）、寬 1 丈 8 尺（5.45 公尺），401出陣時以特製的推車推出。蓬

勃發展的廟會活動，反映當時代地方經濟繁榮發展之情景。 

    不過 1930 年代的臺灣社會已經歷日本統治超過 30 年，跨越一個世代。對於媽

祖繞境儀式，在新的世代必然出現不一樣的看法。臺灣總督府自 1932 年、1933 年

起也開始強化宗教精神統治，推動如部落振興運動、涵養敬神崇祖觀念等。402《臺

灣日日新報》亦於 1933 年 2 月 6 日（農曆正月 14 日）報導北港街將籌建神社，403略

早於總督府文教局於 1934 年 9 月推動的「一街庄一社」政策。404或許在上述移風易

                                                      
397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2 月 24 日夕刊第 2 版〈北港媽祖大行列〉報導：「……當日は朝
天宮內の第一から第五媽祖まで全部行列に參加する……。」 
398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8 年 4 月 26 日第 4 版〈新製花轎〉報導。 
399

 參見鄭志明（1998：60-61、112-113、130-135）等記載。除了已公開展示的 1929 年〈聖母遶境
行列順序〉之外，北港朝天宮至少仍典藏 1924 年、1926 年、1928 年、1930 年、1931 年等不同年份
的〈聖母遶境行列順序〉，可發現在行列順序上於 1928 年新增樂團江樂社，1929 年少了獅陣，但
多了德義堂與勤習堂（德義堂與勤習堂依口述有相同的來源，可能就是 1928 年以前的獅陣），1930

年增加新協社及飛仁團，1931 年新增新樂社、江樂社的位置被平和社取代。 
400

 和樂軒，北管樂團，已散會，原有文物如陣前彩牌等典藏於朝天宮文物館。依國定古蹟南港（新
港鄉南港村）水仙宮三川門推測完成於清朝中葉的石獅落款：「北港和樂軒敬立。」可推知和樂軒
成立於清代中葉以前。 

  集雅軒，北管樂團，據鄭志明（1998：118-119）記載，集雅軒開館於 1858 年，目前集雅軒會館
已由雲林縣政府指定為縣定古蹟。 

  集斌社，南管樂團，原有文物如先賢圖等典藏於朝天宮文物館，依 1933 年《臺南州祠廟名鑑》，
頁 392 記載，集斌社成立於 1746 年。 

  武城閣，南管樂團，原有文物如先賢圖等典藏於朝天宮文物館。據鄭志明（1998：115）記載，武
城閣成立於 1859 年，1981 年因成員凋零，因此與集斌社合併。 

  金聲順，北港媽祖陣前開路鼓，據鄭志明（1998：110-111）記載，金聲順成立於 1865 年。 
401

 關於飛龍團大旗的尺寸，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29 年 3 月 1 日第 4 版〈北港迎媽祖 第二
三夜〉報導，但實際丈量後的尺寸為 4.54 公尺、寬 5.35 公尺，斜邊 6.73 公尺。 
402

 參見蔡錦堂 1994 年《日本帝国主義下台湾の宗教政策》，頁 90-93。 
40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3 年 2 月 6 日第 4 版〈北港籌建神社 按一萬五千圓〉報導。 
404

 參見蔡錦堂（1994：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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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的背景下，使得自 1933 年起開始將上元繞境縮短為兩天，自農曆正月 16 日起，

至正月 17 日止。1934 年的上元繞境同樣僅舉行兩天，並於 1934 年 6 月決定將上元

媽祖繞境時間調整至農曆 3 月 19 日及 3 月 20 日舉行。 

四、1935 年以後繞境活動的發展（1935 年至 1945 年） 

    1934 年 6 月 29 日，北港朝天宮舉行定期總會，決定將農曆正月 15 日媽祖繞境

活動變更至農曆 3 月 19、20 日兩日舉行。405因此自 1935 年起，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成為北港鎮最主要的媽祖慶典活動。不過根據 1935 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1935

年的農曆正月 15 日仍然舉行為期半天的媽祖繞境。406換句話說，1935 年的變革即

將原本於農曆 3 月 19 日的繞境活動移到正月 15 日舉行，正月 15 日的活動則變更到

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兩天。這樣的繞境時間與規模配置，乃與今日北港朝天宮的

年中行事相同。 

    關於變更繞境時程的理由，《臺灣日日新報》針對此事件的幾篇報導共同指出

乃考量上元時天氣仍然寒冷、各團體準備不及等因素。其中一篇報導也點出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恰為農閒期，較適合迎神賽會活動進行。考量北港街周邊是以甘蔗

為主要作物，採收期自 11 月起至 4 月底，中間接一段綠肥作期，在嘉南大圳通水之

後，至 5 月或 6 月初才接水稻期。407因此，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左右的時日確實

為北港地區的農閒期。但日治時期北港地區的甘蔗栽種也行之有年，僅以上元時節

天氣寒冷、各團體準備不及，或是農業周期等理由，是否足以構成解釋對於媽祖繞

境活動所作出之重大變革。因所有的報導中均透露當時祭典被要求革新的聲音，包

括陣頭、詩藝閣等，皆屬陋習，俱要革故鼎新。408換句話說，1935 年北港朝天宮將

最主要的媽祖繞境慶典調整到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進行，顯然是在移風易俗的大

環境氛圍下而作出調整。 

    此外，對照北港朝天宮典藏 1950 年向臺南縣警察局提交的〈聖母遶境申請書〉，

可得知該年北港朝天宮有意依舊例舉行上元兩日媽祖繞境，但遭到「戒嚴期間禁止

各種迎神賽會」理由駁回。由於自 1931 年起至 1953 年止朝天宮的管理者均由曾席

                                                      
405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7 月 3 日第 4 版〈北港朝天宮總會-祭典變更三月十九、二十
日〉報導。 
406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20 日第 4 版〈北港媽祖行列革新 變更古曆三月 上元迎燈亦
頗雜沓〉報導：「……。上元迎燈。是日午後三時。媽祖神輿繞境。所參加陣頭三十餘陣。雖屬簡
單行列。亦頗呈雜沓云。」 
407

 參見嘉南大圳組合 1927 年〈嘉南大圳灌溉地給水區分圖 北港〉。 
408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7 月 3 日第 4 版〈北港朝天宮總會-祭典變更三月十九、二十
日〉：「……例年媽祖行列于正月十五日起三晝夜舉行，該期因天候寒冷，且於參加行列團體有種種
不便，前記諸氏有鑑於此，為圖陣頭參加熱鬧，並一般參觀者之便，欲改為三月十九、二十兩日間
盛大舉行，而參加行列陣頭其他催物，俱要革故鼎新，以上提案，得滿場一致贊成可決，然後散會。」、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2 月 20 日第 4 版〈北港媽祖行列革新 變更古曆三月 上元迎燈亦頗雜沓〉：
「……。晚近凡百維新。而獨媽祖祭典。依然不改。實不合時世。如參加陣頭詩意藝閣等。殆見守
舊。且是時春雨霏霏。冷氣襲人。種種不便。故自昨年一般街眾。會有革新之議。……。」、《漢文
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3 月 6 日第 4 版〈北港媽祖祭典革新會創立總會並發會式：欲革去從來迎鬧
熱胡鬧陋習，代以盆栽諸展覽會等〉：「北港朝天宮媽祖祭期，經定期總會，決議變更于每年古曆三
月十九、二十兩晝夜，事登前報。而從來參加之陣頭詩意藝閣等，既屬陋習，際此文化發達之秋，
若仍守舊，不獨不能應時世，而且受有識者之所議，故同地諸有志並諸舖戶、其他行列參加者，決
議一致，澈底的改革……。」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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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擔任，409根據戰後北港朝天宮當局企圖恢復上元兩日繞境之現象，也反映 1934

年以天氣寒冷為理由，將農曆正月 15 日媽祖繞境活動變更至農曆 3 月 19、20 日兩

日舉行，應該只是一種說詞。 

    本研究認為，調整繞境時程的理由，可能與臺灣社會必須適應日本以陽曆 4 月

為年度起始的作息時間有關。這個適應過程，自 1922 年北港街長蘇顯黎率先廢除農

曆正月的各種儀式活動已看見到端倪，農曆年節僅維持正月 1 日讓學校放假一天，

一般商店亦可停止營業一天。410若以學校教育的週期為例，依照 1904 年頒佈的〈臺

灣公學校規則〉，以及 1922 年〈臺灣教育令〉敕令發佈後而制定的〈臺灣公立公學

校規則〉、〈臺灣公立中學校規則〉等，各級學校的第一學期均自 4 月 1 日開始，

年假為陽曆 12 月 29 日至 1 月 5 日，年假完為第三學期，至 3 月底結束一個學年。411
 

    在這樣的學期制度下，臺籍學生完成公學校學業後欲進一步升學，由《臺灣日

日新報》的報導可知，1932 年臺南師範學校入學考試第一次考試的日期為 2 月 20

日及 21 日兩天，其中 20 日即是當年的元宵節；因通過考試的員額不足，預計於 3

月 19 日、20 日舉行第二次入學考試。412
1932 年及 1935 年臺南州立中學校的聯合入

學考試分別於 3 月 27 日、28 日及 3 月 25 日、26 日舉行。413假設過去的祭典動員如

同今日北港媽祖祭典，是由來自各年齡層的北港鎮民共同參與。因 4 月 1 日之前是

各個階層預備升學、就職之時期，落在陽曆 4 月中至 5 月初的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顯然較落在 2 月中至 3 月初的上元節慶典可獲得較大的動員能量。 

    1935 年 4 月 21 日、22 日（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是繞境時間經變革後的第

一次三月十九慶典，依《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可見到繞境陣頭已受到 1935 年組織

的「媽祖祭典革新會」影響，必須有所變革。414三月十九慶典在 1937 年戰爭爆發之

                                                      
409

 參見蔡相煇 1995 年《北港朝天宮志》，北港朝天宮，頁 314-315。 
41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 月 28 日第 4 版〈舊正月廢止〉：「臺南州北港郡北港街街長蘇
顯黎氏率先して本年から舊正月を廢止すべく各總代及び公學校長に對し舊正月は一日だけ紀念日
として學校は授業を休み商店其他も此日のみ休業することにして一般の□禮や儀式ばどは幸然廢
止する樣と通知を發した由一般人民も制度改正の今日當然のことであると思っているさう。……。」 
411

 依 1904 年〈臺灣公學校規則〉，每學年為三學期制，第一學期起自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7 月
11 日至 8 月 31 日暑假）、第二學期自 9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年假）、第三
學期自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3 月 26 日至 3 月 31 日學期末假）。1922 年〈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
〈臺灣公立中學校規則〉等府令頒定後，第一學期結束的時間雖調整到 8 月 20 日、即第二學期起始
的時間調整到 8 月 21 日，放假時間亦略有調整，但三個學期制及 4 月 1 日為學期開始的週期，基本
上與 1922 年之前的制度相同。參見《府報》1904 年 3 月 31 日〈府令第二十四號 臺灣公學校規則
左ノ通相定ム〉、1922 年〈府令第六十五號 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左ノ通相定ム〉、〈府令第六十
六號 臺灣公立中學校規則左ノ通相定ム〉報導。 
412

 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2 月 26 日第 8 版〈臺南師範 入學試驗〉報導。 
413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2 月 4 日第 3 版〈各中等學校入學試驗迫 生徒募集發表（臺南）〉、
1935 年 3 月 26 日第 4 版〈臺南 入學試驗〉報導，當時臺南州下的中等學校，計有臺南一中、二中、
臺南第一高女、第二高女、嘉義中學校、嘉義高等女學校、嘉義農林學校等校。 
414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4 月 14 日第 4 版〈盛大に行はるる北港の媽祖祭：來る二十一、
二兩日〉：「全島媽祖婆の總本山とも云ふべき北港媽祖廟では例年舊曆上元即ち十五日より十七
日までの三日間盛大な祭典を舉行していたが、此の時節は冷気も甚だしいので本年から四月二十
一、二日両晝夜に変更することとなった。然るに従来媽祖祭典に参加する催物は何れも古式で行
はれ、現時勢に順応せぬが故に外部地方よりの香客及観客に充分な満足を具へられないので、同
地有力者間では之れを大に改善し、時代に適合した最も興味深き行列に改革する必要を認め、曩
に北港媽祖祭典革新會を組織して以来、毎日晝夜を問はず各関係団体に対し熱心に勧誘し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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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 1938 年再被縮短僅剩下一天。415在戰爭結束前，應曾一時停止媽祖繞境活動，

直到戰後再逐漸恢復昔日媽祖繞境盛況。 

 

五、結論 

    為釐清文化部指定「重要民俗及有關文物」「北港朝天宮迎媽祖」媽祖繞境活

動的歷史沿革與文化資產價值，本研究主要依靠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包含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相關媽祖繞境報導，並配合既有關於北港朝天宮神明會的

研究，以及朝天宮典藏與繞境有關的文物，以日治時期為中心，整理考證日治時期

北港朝天宮媽祖繞境活動之發展概況，整理年表如表 4 所示。 

    雖然今日北港朝天宮媽祖繞境於一年中共進行兩次，一次於農曆正月 15 日進行，

另一次則為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的繞境活動，以後者規模較為盛大，除了繞境陣

頭之外，也有五光十色的藝閣遊行。由本研究得知，農曆正月 15 日及 3 月 19 日兩

個慶典活動，在日治時期乃經過一番消長。其中農曆 3 月 19 日的繞境活動原來規模

較小，承襲自清代北港媽祖至臺南大天后宮作客，回鑾後繞境祈安植福。在 1915

年北港朝天宮與臺南大天后宮出現磨擦之後，導致兩廟交流中斷，仍維持農曆 3 月

19 日規模較小的繞境活動。農曆正月 15 日的上元燈節則鑒於 1912 年北港朝天宮重

修落成後舉行建醮大祭，地方官員與仕紳體驗到媽祖祭典對地方經濟帶來的效果，

開始仿效嘉義街慶元宵活動舉行繞境，於 1915 年、1916 年左右定下正月 15 日至 17

日舉行三天繞境活動之慣例。這個活動隨著地方經濟的活絡而逐年擴大，為今日留

下當年製作的神轎、鼓亭、大旗等文化資產。 

    1930 年代在移風易俗的大環境氣氛下，正月 15 日三天的繞境活動先於 1933 年

被縮短為兩天。至 1935 年，決定將正月 15 日的活動變更到農曆 3 月 19 日、20 日

兩天，原正月 15 日則舉行為期一天之小規模繞境，乃與今日北港朝天宮舉行的繞境

時間相同。至 1938 年，因戰爭爆發，再度縮小農曆 3 月 19 日繞境活動僅留存一天。

在戰爭結束前，應曾有一時停止媽祖繞境活動，直到戰後才再逐漸恢復昔日媽祖繞

境盛況。 

    關於 1935 年決定變更繞境時間的理由，報載說明乃基於元宵時天氣仍然寒冷，

各團體準備不及所致。不過本研究對照日人作息時序發現，變更到農曆 3 月的理由

可能與日本以陽曆 4 月為年度起始的作息時間有密切關係。在臺灣社會不斷日本化

的過程中，落在陽曆 4 月中至 5 月初的農曆 3 月 19 日因而取代落在 2 月中至 3 月初

的上元慶典，成為北港朝天宮一年當中最主要的繞境慶典活動。 

【表 4】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繞境活動相關重要事件年表 

                                                                                                                                                              
例年参加して団体も時代に適した催したものに改めることとなり、これまで参加したことなき団
体も多数参加する由である。」 
415

 1936 年及 1937 年兩年，仍持續進行為期兩天的三月十九慶典，可參見《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4 月 1 日第 8 版〈北港朝天宮媽祖繞境加倍盛行籌備〉：「北港朝天宮媽祖神輿繞境，如既報訂
四月十日、十一兩日間，盛大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37 年 4 月 30 日第 9 版〈媽祖廟
の總本山北港朝天宮祭典：全島の善男信女雲集し、きのふ賑かに蓋開け〉：「全島媽祖廟の總本
山たる北港朝天宮媽祖祭は二十九、三十の両日に亙り舉行......。」報導，1938 年縮短為一天，可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4 月 11 日第 5 版〈媽祖祭の行列は一日間に短縮 斷乎、祭典を合理
化〉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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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重要事件 

與農曆正月 15 日繞境有關事件 與農曆 3 月 19 日繞境有關事件 

1907 年 - 

北港媽祖作客臺南大天后宮，回鑾時間為
農曆 3 月 19 日，推測曾舉行繞境活動，為
近代北港農曆 3 月 19 日繞境活動之緣起 

1912 年 

廟宇修建落成，舉行大祭。並開始倣嘉義
街之例，於農曆正月 15 日上元節，臨時舉
祭，迎神繞境。 

- 

1915 年、 

1916 年 

在 1915 年、1916 年左右，定下上元節舉
行三天迎燈繞境之慣例。 

北港朝天宮自 1915 年起與臺南大天后宮
交惡，北港媽祖於一段時間中未再前往臺
南大天后宮作客。 

原回鑾繞活動，在 1916 年以後演變為農曆
3 月 19 日北港境內小規模之繞境活動。 

1923 年 因日本腦炎流行，原農曆正月 15 日三天繞境活動延後至農曆 3 月 18、19、20 日舉行。 

1926 年 五個媽祖會同時參與繞境活動。 - 

1928 年 繞境陣頭新增樂團江樂社。 - 

1929 年 繞境陣頭獅陣，分為德義堂與勤習堂兩團。 - 

1930 年 繞境陣頭新增新協社及飛仁團。 - 

1931 年 
繞境陣頭新增新樂社及平和社，但少了江
樂社。 

- 

1933 年 農曆正月 15 日三天繞境活動縮短為兩天。 - 

1934 年 - 
恢復作客臺南大天后宮，回鑾後於是年農
曆 3 月 22 日舉行繞境。 

1935 年 

1934 年 6 月舉行定期總會，自 1935 年起，以農曆正月 15 日天氣寒冷為理由，將農
曆正月 15 日繞境活動變更至 3 月 19、20 日舉行。原 3 月 19 日小規模繞境活動改到
正月 15 日舉行。 

1938 年 - 
將農曆 3 月 19 日兩天繞境活動縮短，剩下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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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施國隆局長發言記錄 
非常謝謝蔡老師針對我們北港朝天宮媽祖的研究，我想從三個面向來說明。第

一，蔡老師也提到了，北港朝天宮的媽祖遶境活動，在 2008年的時候，雲林縣政府

已經登錄為地方的無形文化資產，然後在 2010年時，有意把他提升為國家級，在這

個提報案件中，這個案件的重要性，並不是因為繞境時的祝禱，而是主要核心價值

在於一個陣頭的表演。為何他的一個陣頭表演會這麼受到重視，主要是有在地性。

現在有很多所謂陣頭都是後來的發展，但是北港朝天宮他是非常具有原創的在地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自發性的，不是外來的。他並不是只有到慶典儀式的時候才出現，

http://webgis.sinica.edu.tw/map_irrigation/Canal_J20.html
http://www.unesco.org/culture/ich/index.php?lg=en&pg=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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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都有長期的演練執行，這是他後來成為我們台灣一個無形文化資產的重要核心

價值。 

這篇文章也提供很多有關無形文化資產的寶貴意見。現在我們文資局在建構整

個無形文化資產，包括民俗、傳統藝術的一個生命史，這篇文章正好可以提供給我

們在建構無形文化生命史脈絡的參考。但是，我還是提個一兩點建議。這篇文章談

的繞境時間資料，我覺得偏向於日治時期，當然，也有引用了一些清代史料，但都

是就官方資料來講，實際上，也可能是陰曆的 15日落在陽曆的 3月 19， 所以我建

議為了考證資料的完整性，我們需要很多建構一個更完整的考察脈絡來研究，建議

你從歷代完整的年代大事紀的角度來評價可能會較完整。 

實際上，我們在推動文化資產保存的活動是常需要跨領域的研究，剛剛黃啟書

老師也提到，談孔廟不能只有談孔廟建築形式，還要談到他的書院。所以現在我們

在做的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是有形跟無形一同在勘察的，其中當然也有一些文物。

整個文化資產保存工作是跨領域的，秉持的是一種場域的概念和精神。我建議這篇

文章未來還可以發展，這個繞境時間只是一個片段，實際上，我們在文化資產保存

工作的考察經驗中，知道文化活動是動態的，也是有發展性的，在這個發展性的過

程當中，無形文化資產的認證採的是原型，有形文化資產認證採的是原生材。這是

嚴謹又具現實性的問題。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本文以日治時期兩個朝天宮祭典：正月十五、三月十九的繞境為題，進行 

了歷史的回顧與整理，對於朝天宮繞境祭典的內容，確實提供了可參酌的資料 

與訊息。尤其前後討論極為流暢，為一篇詳實的歷史考證著述。然究其推論成 

果，不論是皇民化，或是日人時序等，都無法以明確史料與直接證據，驗證兩 

個日子更替變遷的直接關聯，相當可惜。 

建議可從幾個方面再行深究： 

1. 正月十五祭典的由來究竟為何？安平線雜記記載朝天宮清代祭典明確為 

三月間，註十七亦有同樣文獻記載，因此三月迎媽祖習俗應可先被確認。 

2. “迎上元”與”迎媽祖”內容差異極大，目的顯然不同，兩者併同討論，應先 

釐清祭典的差異，建議作者應可在儀式內容的探討上尋得一些線索。 

3. 註二十二，雲林採訪冊天後顯靈記敘內容應可排除，而德發號商號訊息， 

推論與迎媽祖繞境間關係仍需驗證，只能說是上元節有繞境的可能。 

4. 文章段落可再斟酌，目前各項資料呈現於兩個祭典時間章節內，不易看到 

文章的實質內容，對於議題的鋪陳易流於混亂，不易聚焦。 

5. 其他如附表內全列譯文可再斟酌，建議只列出重點即可，其餘置於註腳。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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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獻中的閩南形像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wkpuk@arts.cuhk.edu.hk 
 

提要 

 

中國地大物博，地域文化差異極大。而福建一省之內文化差異之大，尤其為史

學界所共知。閩南，大抵指福建省東南部，明清時期的閩南，一般是指興化府、泉

州府、漳州府三府。究竟明人著作，閩南的形象如何？本文抽取非閩籍文人著作兩

種、閩籍文人著作兩種，以資比較和分析，非閩籍文人著作兩種，分別為：南直隶

太倉州人王世懋(1536-1588)的《閩部疏》、浙江嘉興府陳懋仁的《泉南雜志》；閩籍

文人著作兩種，分別為：分別為：福州府福清縣葉向高的《蒼霞餘草》、泉州府晉江

縣李光縉的《景壁集》本文認為：明代士大夫服膺於戰國至東漢期間形成的風俗理

論，既接受各區域有不同風俗，也認為移風易俗是施政任務之一，在這種宏觀思維

框架之下，區域風俗文化的個性與獨特性，自然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注意，但並不會

得到更多的揄揚，更不會上升到身份認同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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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南，大抵指福建省東南部，明清時期的閩南，一般是指興化府、泉州府、漳

州府三府。十六世紀明朝的官員、文人、旅行家王士性，撰《廣志繹》，對於各省風

土人情、政治經濟狀況等，均留下寶貴記載，唯獨於福建一省，則付諸厥如。雖然

如此，他在此書偶然也提到福建，例如描述廣東潮州地區時，他說：「潮州爲閩、越

地，自秦始皇屬南海郡遂隸廣至今，以形勝風俗所宜則隸閩者爲是。」416 可見他還

是意識到廣東潮州與福建的風俗相似，但他並沒有論及閩南閩北的風俗差異。究竟

明人著作之中，閩南的形象如何？本文抽取非閩籍文人著作兩種、閩籍文人著作兩

種，以資比較和分析，重點放在人文、社會方面，至於山川、景色、物產等，則一

概從略。非閩籍文人著作兩種，分別為：南直隶太倉州人王世懋的《閩部疏》、浙江

嘉興府陳懋仁的《泉南雜志》；閩籍文人著作兩種，分別為：福州府福清縣葉向高的

《蒼霞餘草》、泉州府晉江縣李光縉的《景璧集》。 

 

 但是，在介紹這四部明人著作有關閩南的記載之前，我將首先分析傳統中國的

民俗學理論。原因是：我認為，明清文獻中的閩南形象，屬於區域文化的論述之一，

而明清時期對於區域文化的論述，是有其歷史脈絡的，這個脈絡就是從《禹貢》到

《漢書·地理志》而形成的對於「風俗」的理解。 

 

 

「風俗」---傳統中國的民俗學理論 

 

漢代雖然承繼秦代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度，以職業官僚集團統治天下，但各區

域保留及發展其獨特的文化，是必然、顯而易見的事實。其實，戰國、秦、漢時代

的學者，已經充份意識到各區域獨特風俗文化的存在，並且已經開始對之進行理論

探討，這些探討，固然有當時的時代、學術脈絡，但與現代意義上的民俗學、人文

地理學，有異曲同工之妙。究竟戰國、秦、漢時期學者如何理解各地的風俗文化？

以下從他們的著述中作一簡略介紹。 

 

被收進《尚書》、成為儒家經典的《禹貢》一書，估計成書於戰國時代，該書

篇幅甚短，僅一千多字，描述大禹治水成功之後，劃天下為九州，根據各州土壤的

肥沃程度和物產情形，制定各州的賦稅，可以說是一本賦稅冊，它已經意識到各區

域土壤肥沃程度與物產情形的差異，但「目中無人」，並沒有進一步探討各區域的人

文特色。 

 

同樣是儒家經典、由孔子弟子編纂而成、估計成書於春秋末年的《論語》，則意

識到風俗文化對於人的後天影響、模塑作用：「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417 

很明顯，這種論述還是相當樸素的，雖然已經意識到「習」的存在，但未能夠把「習」

落實到具體區域脈絡上。 

                                                      
416

 王士性，《廣志繹》(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據嘉慶 22 年台州叢書本本點

校排印)，頁 101。 
417

 劉寶楠，《論語正義》，〈陽貨第十七〉，載國學整理社輯，《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

1996 據世界書局原版重印)，第 1 冊，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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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於戰國末年的《莊子》，則意識到每個社區都有其社區文化：「丘里者,合十

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418 《莊子》用「風俗」來概括一個社區的眾多個體成員的

共同文化表現，比起《論語》來說是一大突破。 

 

如果說上引《莊子》的〈雜篇·則陽〉屬於哲學寓言，不足以反映先秦諸子對於

風俗的認識，那麼，同樣成書於戰國末年的《荀子》，則充份利用「風俗」的概念，

來描述當時的頭號強國--秦國：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埶便，山林

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

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故四世有勝，非□

幸也，數也。」419 

 

值得留意的是，《荀子》已經不是像《莊子》那樣，僅僅把風俗純粹看作社區的集體

文化，而是對於風俗提出更加具體、更加寫實的描述，並且將秦國的強盛和秦國的

風俗掛鉤。 

 

因此，到了戰國末年，秦相呂不韋發動門客編纂《呂氏春秋》這部總結戰國思

想的百科全書學派式經典時，就更進一步，除了繼續沿襲《莊子》、《荀子》的描述

風俗的作法之外，更加把改造風俗列為統治者的任務。例如，《呂氏春秋》把「蠻夷」

定義為「反舌殊俗異習之國」，420 又用以下文字形容「亡國」之風俗： 

 

晉太史屠黍……對曰：「……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

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居

二年，中山果亡。421 

 

於是，改造風俗、避免亡國、爭取成為強國，就成為統治者的重要任務，「移風平俗」、
422 「正殊俗」、423 「變習移俗」、424 「安殊俗、治萬民」425、 「成訓教、變習俗」426

之類的辭彙，貫穿了《呂氏春秋》全書。 

 

上引《荀子·彊國》及《呂氏春秋·為欲》的段落，分別描述「彊國」與「亡國」

的風俗或習俗，風俗與政治互為因果，風俗是政治優劣的訊號，是強國勵治的對象。

                                                      
418

 郭慶藩，《莊子集釋》，〈雜篇。則陽〉，載《諸子集成》，第 3 冊，頁 392。 
419

 王先謙，《荀子集解》，〈彊國第十六〉，載《諸子集成》，第 2 冊，頁 202。 
420

 高誘註，《呂氏春秋》，第 19 卷〈離俗覽第七。為欲〉，載《諸子集成》，第 6 冊，頁 249。 
421

 高誘註，《呂氏春秋》，第 16 卷〈先識覽第四。為欲〉，載《諸子集成》，第 6 冊，頁 180。 
422

 高誘註，《呂氏春秋》，第 5 卷〈仲夏紀第五·適音〉，載《諸子集成》，第 6 冊，頁 50。 
423

 高誘註，《呂氏春秋》，第 13 卷〈有始覽第七·諭大〉，載《諸子集成》，第 6 冊，頁 135。 
424

 高誘註，《呂氏春秋》，第 17 卷〈審分覽第五·君守〉，載《諸子集成》，第 6 冊，頁 202。 
425

 高誘註，《呂氏春秋》，第 17 卷〈審分覽第五·任數〉，載《諸子集成》，第 6 冊，頁 204。 
426

 高誘註，《呂氏春秋》，第 17 卷〈審分覽第五·執一〉，載《諸子集成》，第 6 冊，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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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來，《荀子》及《呂氏春秋》純粹把風俗視為政治的反映，風俗本身究竟是甚

麼？除政治因素以外，還有甚麼因素影響風俗？對於這些問題，《荀子》及《呂氏春

秋》完全不提問，自然也就不回答。 

 

突破《荀子》及《呂氏春秋》風俗理論盲點的，是托名管仲撰寫、實則成書於

戰國末年、又攙雜漢人手筆的《管子》： 

 

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

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

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

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𡌧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

齊晉之水，枯旱而運，𡌧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

水，萃下而弱，沈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

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

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

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427 

 

《管子·水地》的這段文字，把風俗看作是自然環境的產物，「水」的品質，決定了

「民」的性格(「美、惡、賢、不肖、愚、俊」)。與司馬遷同時代的淮南王劉安，

發動門客編纂《淮南子》時，也提出類似的看法。428 《管子·水地》這段文字可以說

是中國民俗學和文化地理學的先驅，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班固《漢書·地理志》、

應劭《風俗通義》等兩漢學者的著作，對於風俗的討論，廣為人知，但他們的風俗

理論的思想淵源，都可以回溯至《管子·水地》的這段文字。 

 

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總結了戰國以來對於風俗的討論，把討論範圍擴

展至全國各地。比起《管子·水地》的看法，更加廣闊、深刻、細緻，正式建立了中

國的風俗理論。《史記·貨殖列傳》以大約一千八百字的篇幅，描繪天下六大區域的

自然地理、歷史、經濟、人文風俗，並把人文風俗視為前三者的結果。這六大區域

分別是：(1)關中，即今陝西，兼四川及寧夏一部分；(2)三河，即河南西部一带；(3)

種、代、中山、邯鄲、鄭、衛、燕、遼東,即春秋戰國时期趙、中山、燕故地，相當

於今山西、河北、遼寧一帶；(4)齊、鄒、魯，即今山東地區；(5)梁、宋。即今河南

東部一帶；(6)越、楚，即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吳、越國，今安徽、江蘇、浙江、兩

湖乃至兩廣地區。茲以齊、鄒、魯這一區域為例，說明《史記·貨殖列傳》的風俗論

述： 

 

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

                                                      
427

 戴望，《管子校正》，第 14 卷〈水地第三十九〉，載《諸子集成》，第 5 冊，頁 237-238。 
428

 高誘註，《淮南子》，第 4 卷〈墬形訓〉，載《諸子集成》，第 7 冊，頁 59：「土地各以其類

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岸下氣多腫，石氣多

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夭，寒氣多壽，谷氣多痺，邱氣多狂，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輕土多利，

重土多遲，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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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鬬，

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

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

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429 

 

西漢司馬遷以上的文化地理學的論述框架，為東漢班固所繼承和進一步發揚。

以下班固《漢書·地理志》有關風俗的說明，最為人所熟知：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

好惡取舍，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

下一之虖中和，然後王教成也。430 

 

班固把戰國以來的風俗思想作了高度的總結：人文風俗是自然環境的產物，也是統

治者改造的對象。這種風俗理論，並不流於空談，而是已經進入西漢帝國的政策層

面，班固緊接著上段文字，提及成帝在位期間，丞相張禹命下屬朱贛「條其風俗」，

對全國各地進行風俗調查。朱贛這份全國風俗調查報告，經班固摘錄加工，「輯而論

之」，形成《漢書·地理志》最後一部份。這部份長近八千字，比起《史記·貨殖列傳》

對全國各地風俗的描述部份，篇幅增加三倍以上，不僅內容更加豐富，而且劃分區

域更加有系統性，它根據歷史脈絡，劃分出秦地、魏地、周地、趙地、燕地、齊地、

魯地、宋地、衛地、楚地、吳地、粵地這十二個大區域後，再仔細描述各大區域内

的子區域的人文風俗。431 例如「秦地」，《漢書·地理志》的「秦地」，大抵即《史記·

貨殖列傳》的「關中」，「秦地」包括「故秦地」、「天水、隴西」、「武威以西」(即河

西走廊四郡)、「巴、蜀、廣漢」、及「武都」等五個子區域，最後以「故秦地天下三

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作為總結。432 顯然，班固這句結語沿

襲了《史記·貨殖列傳》對於關中的描述即「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

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反映出班固對於司馬遷的繼承及發揚。 

 

最後，東漢末年應劭的《風俗通義》，可以作為本節討論的終點。該書成書晚於

《漢書》，但在風俗理論上並無進一步突破，其序言提到： 

 

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

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

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433 

 

                                                      
429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排印)，卷 129〈貨殖列傳〉，頁 3265-3266。 
430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排印)，卷 28 下〈地理志第八下〉，頁 1640。 
431

 《漢書·地理志第八下》，頁 1641-1674。 
432

 《漢書·地理志第八下》，頁 1641-1646。 
433

 應劭，《風俗通義》，〈序〉，載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縮印)，

第 862 冊，總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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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劭認為人文風俗是自然環境的產物，也認為改造風俗是統治者的重要任務之一，

這套思路基本上與班固並無二致。全書對於地理、歷史、哲學、語言、音樂、宗教

等各方面的具體問題提出辨證和考釋，有時頗像先秦諸子的論難，有時又像後世文

人筆記的獵奇，而欠缺了司馬遷、班固對於全國各區域文化的嚴肅關懷和宏觀視野。

可以說，《風俗通義》的史料價值，遠高於其理論價值。434 

 

 由此可見，從戰國到東漢而形成的儒家民俗學理論，是假設一個區域的自然環

境、尤其是水，對於該區域的人類的集體行為(風俗)，產生重大的模塑作用，政府(聖

人)的任務，是根據儒家的施政理想，統理人倫，移風易俗。這樣一個宏觀論述，可

以包舉宇內、無遠弗屆，而廣為士大夫所接受，不僅因為他們都服膺儒家思想，而

且因為他們往往也是官員，一地之風俗，是他們日常施政工作所必須面對和處理的。

因此，就任何一區域而言，無論是外來士大夫，還是本地士大夫，描述該區域風俗

時，往往雷同。明乎此，我們探討以下四部明人著作內有關閩南的記載，就不宜先

入為主地假設閩南形象的獨特性，而應該思考這些記載背後所反映出來的思考模式

和理論脈絡。 

 

 

王世懋《閩部疏》 

 

王世懋(1536-1588)，是十六世紀大文豪王世貞弟弟，南直隸太倉州人。據王世

懋在其刊刻於萬曆 14 年(1586)的《閩部疏》的自序： 

 

歲甲申(1584 萬曆 12 年)，詔起為閩督學使者，以是歲十二月入部，過武

夷山，雨中酹先大夫祠而去，弗及遊。以明年(1585 萬曆 13 年)之正月，

從福州出校汀州始，迄七月而畢八郡。435 

 

可見王世懋是以提督福建學政的官職，從萬曆 12 年末進入福州，從萬曆 13 年正月

開始，花七個月時間遍游福建八府，至汀州府而止。此行不是旅遊，而是公幹，因

為作為福建提學使，王世懋的主要工作是在福建省各府各縣主持歲、科二試。436 因

                                                      
434

 張漢東嘗試探討《風俗通義》的民俗學價值，見氏著，〈《風俗通義》的民俗學價值〉，載《民

族研究》2000 年第 2 期，頁 164-171。但本文認為，《風俗通義》的記載，過於零碎，其中比較有

系統的第六卷〈聲音〉，記載音樂理論及樂器，不屬於民俗學範圍。即使從該書散佚的文字看來，

全書的文人趣味，遠大於其民俗學關懷。反而司馬遷、班固的風俗理論及其描述，把人文風俗置於

具體的歷史、自然時空來加以考察，比起《風俗通義》更加成功。 
435

 王世懋，《閩部疏》，一卷，萬曆十四年刻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柳營鄉：莊嚴

文化事業，1995)，史部第 247 冊，頁 673-690。自序引文見頁 675。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對該

書之說明，謂係上海圖書館藏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著本。但王穉登為此書所寫之序，日期是「丙

戌秋日」(本書頁 674)，即萬曆十四年，疑說明有誤。 
436張廷玉等奉敕編，《明史》(乾隆 4 年刊，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排印)，卷 69〈選舉志一〉，

頁 1687：「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先以六等試諸生優劣，謂之歲考。一等前列者，視廩膳生

有缺，依次充補，其次補增廣生。一二 等皆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撻責，五等則廩、增遞降一等，

附生降為青衣，六等黜革。繼取一 二等為科舉生員，俾應鄉試，謂之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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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王世懋的敘述必然受到其士大夫意識形態及其官職範圍之影響。 

 

 《閩部疏》全書不長，捨去序言之外，為 28 面 55 頁，頁 9 行，行 17 字，大約

八千多字。內容涉及山川、景色、堪輿、物產者甚多，刪去這些內容後，可大致概

括出以下幾點。 

 

一、泉州府功名特盛 

 

 王世懋留意到泉州府科舉功名特盛，而其分析解釋，則是堪輿學理論。他說，

福州城內的布政司衙門前有水井，當地人分別稱為第一泉、第二泉，於是，「每大比，

五魁多為泉人所占，以為泉讖也。改顏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鬯，然每放牓，

泉士褒然如故。」437 原因？因為泉州城的地形，「堪輿家謂為三台山、八卦水，故

多搢紳。」438 

 

二、漳州人可畏 

 

 王世懋於福建八府的循例、縉紳、良民，多有稱贊之詞，而且都是以尊長描述

卑幼的口吻來敘述的，這可以說都在意料之中，畢竟王世懋作為提督福建學政，掌

管福建籍士子的晉身階梯，很有理由「自我感覺良好」。正因如此，王世懋有關漳州

府的兩段描述，就顯得甚為特別，因為則多了一分敬畏： 

 

......漳窮海檄，其人以業文為不貲，以舶海為恆產，故文則揚葩而吐藻，

幾埒三吳；武則輕生而健鬪，雄於東南夷。無事不令人畏也。 

漳人既業文，尤多習射。民間儒童，每大比歲，都蠅集省下，覬所

謂大續遺才者，不得，復留以就武試。又材官多能操觚伸紙作經生語。

故牓出五十人，大半是漳人也。439 

 

泉州府因為府城風水有利科舉因此泉州人科舉功名特盛，但全福建科舉功名最盛的

並不是泉州府，而是漳州府，每屆鄉試，福建省舉人名額 50 人，半數以上為漳州府

人所包辦。原因？無關風水，事實上王世懋描述對於解釋。王世懋認為，漳州府人

不僅科舉功名冠絕八閩，而且彪悍尚武，文武雙全，做任何事情都出色，因此「無

事不令人畏也。」 

 

三、其他 

 

 王世懋提及福建有一種劇毒植物曰斷腸草，成為民間訴訟時的工具，即訴訟一

方自己服食斷腸草，由妻子攙扶到對手家死去，以便嫁禍勒索。440 揆諸人情，不甚

                                                      
437

 《閩部疏》，頁 2a-2b，《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676。 
438

 《閩部疏》，頁 9a，《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680。 
439

 《閩部疏》，頁 21b-22a，《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686。 
440

 《閩部疏》，頁 23a，《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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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更合理的過程應該是：訴訟一方宣稱自己是死者的家屬，向對手勒索。死者

甚至不必真是自己一方的成員。這種現象在明清時期普遍存在，以至於明清法律制

度內專門設立「圖賴」這種罪行名稱來描述這種罪行。王士性(1546-1598)《廣志繹》

就提及徽州地區也有這種訴訟手段，分別只是「被自殺」方式之不同而已。441  

 

 

陳懋仁《泉南雜志》 

 

 陳懋仁(活躍於 16-17 世紀之間)與王世懋同為十六世紀時人，但陳是浙江嘉興府

人，曾經擔任泉州府推官。《泉南雜志》，就是他擔任此官職期間對於當地風俗人情

的觀察，甚為切合本文主題。。此書刊刻年份不詳，但其序言提及甲辰夏獲委任為

推官，是年冬抵達泉州府，「逾年罷歸」，卷下提及萬曆乙巳、丙午云云，知此書當

最刊刻於十七世紀初。442 此書分上下兩卷，同樣是頁 9 行，行 17 字，不計序言，

總共 60 面 120 頁，大約一萬八千字。此書篇幅雖然長於《閩部疏》，但直接反映萬

曆年間閩南風俗和社會現象的記載並不多，似可歸納為堪輿這一點。 

 

 陳懋仁在「泉俗最重堪輿」這一條目下，陳懋仁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泉州籍黃

姓官員，任職南京戶部尚書，其後裔向知府乞地安葬其先人。知府認為這位黃姓官

員是個好官，委任陳懋仁勘察其後裔所求之地是否適合。陳懋仁進行實地勘察後，

認為不妥，知府和黃姓後裔都接受了陳的建議，但「(黃姓)三氏之族百許人，轟鬧

余廨，余出成案眎之，乃謝而退。」443 陳又發現，在泉州府城東門外，有亂葬崗，

「為貧家葬瓦棺處，......然而科第標木森立其間，往往有之,豈當時重堪輿邀地脈者

耶？」444 可見科舉功名不僅惠及生人，而且普及死者，並且還要尋找適當地脈以便

入土安葬，繼續保佑子孫。對此現象，陳懋仁本着儒家倫理，對於泉州人重視堪輿

的風俗發了一通議論，強調讀書自立勝於祖宗居積。不過，他頗為自鳴得意的政績，

正是泉州朝天樓的堪輿工程： 

 

萬曆乙巳(1605 萬曆 33 年)冬，余董城工，見其(朝天樓)歲久傾仄，......

欲易□六柱而正之，不費官帑，不煩民力，止取余所董城工之□菱緡中，

經月可竣。議白道、府，屬余經紀其事，甫庀材，而異議沸騰。......有巨

室重堪舆言，賄匠易制者。余曰：樓有二十四柱，僅換六柱，而舊制移，

如眾柱何？監司句餘陳公、司李故鄣李公拂群議、是余言，咸出薪俸助

工。於是議者不能難。是歲十一月二十六日興工，十二月二十五日安獸，

所費才一百有四兩，訖工僅三十一日耳。......丙午(1606 萬曆 34 年)八月

                                                      
441

 《廣志繹》，頁 34：「若巨家大獄，至推其族之一人出爲衆死，或抹額叫闕，或鎖喉赴臺，死

則衆爲之祀春秋而養子孫。其人受椎不死，則傍有死之者矣。」 
442

 陳懋仁，《泉南雜志》，山西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836-867。序言引文，卷下萬曆乙巳、丙午云云，見頁 836-837、854、859。 
443

 《泉南雜志》，卷上，頁 18a，《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846。 
444

 《泉南雜志》，卷上，頁 18a-18b，《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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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海嘯颶作，郡中石坊公署多所傾圯，惟茲樓巍然獨存，慰余始志。

是歲鄉舉三十三人，明年成進士十二人、及第一人，館選二人。445 

 

根據陳懋仁以上的記載，他一秉公心，力排眾議，又得到上司支持，終於完成了朝

天樓的修葺工程，不僅讓朝天樓熬過了海嘯颶風的襲擊，還讓泉州府獲得優秀之科

舉成績。這段記載重要之處不在陳之自我肯定，而在於反映出贊成和反對工程的意

見，都是建立在堪輿理論上；而且檢驗工程成敗的尺度，不僅在於能否抵擋風暴，

更在於是否促進當地的人文---即科舉成績。 

 

 陳懋仁《泉南雜志》還提及泉州府的一些社會經濟狀況，例如留意到「泉南富

家，田不過五頃，至十頃，極矣」；446 本地產糧不足，很大程度依靠外地米糧之供

應，萬曆 34 年丙午(1606)，旱災導致「米價騰貴，議者欲減價平糴」，陳懋仁反對，

指出泉州府本來就依靠海商從外地輸入米糧，「若一減價，商必走他郡趨厚利，泉雖

多財，如米之不至何？故宜一聽市值，俾海商聞之俱來。米既集而價未有不平者」，
447 換言之，陳主張按照價格信號來維持外地米糧之輸入，泉州府知府聽從陳的建議，

果然就解決了問題。這種重視市場經濟的言論，在十六、十七世紀中國，似乎頗有

市場。448 而明末閩南商業發達，也許促使陳懋仁在饑荒期間採取重商的立場。 

 

 

葉向高《蒼霞草》 

 

 出身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的葉向高(1559-1627)，是明末重要政治家，名滿天下，

其「蒼霞七草」即《蒼霞草》20 卷、《蒼霞續草》22 卷、《蒼霞餘草》14 卷、《蒼霞

詩草》8 卷、《綸扉尺牘》10 卷、《綸扉奏草》30 卷、《續綸扉奏草》14 卷，煌煌巨

制，洵為晚明重要史料，不過，其中有關閩南形象的描述，似並不多見。但葉向高

為何喬遠(1558-1632)《閩書》所寫的序，其中一段，值得注意，因為葉在此序中甚

為凝練地交代出他對於家鄉福建的歷史和現狀的理解： 

 

閩在上世，不列于職方，至無諸佐漢肇、啟王封。爰登版圖，是閩之一

初也。然而草昧新開，經綸未具，龍臺歐冶，若有若無，未幾而復徙其

民于江淮，遂墟其地。此一厄也。裔及六朝，差同賓服，唐常觀察，建

學興文，衣冠始奮，又閩之一初也。載更王氏，竊據稱雄，初猶小康，

終則大亂，龍帳宣淫，寶宮祟慝，縱橫巫鬼，荼毒干戈，又一厄也。此

                                                      
445

 《泉南雜志》，卷下，頁 26b-27b，《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865。 
446

 《泉南雜志》，卷上，頁 15a，《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844。 
447

 以上兩處引文，俱見《泉南雜志》，卷下，頁 15a，《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7 冊，總頁

859。 
448

 例如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就有一段議論，主張「大凡年荒米貴，官府只合靜聽民情，不去生

事」，高昂的米價自然吸引外地米糧之輸入，「米既漸漸輻輳，價自漸漸平减」，但「官府專一遇

荒就行禁糶、閉糴、平價等事」，結果「越弄得市上無米，米價轉高」，見凌濛初，《二刻拍案驚

奇》，崇禎 5 年(1632)尚友堂刻本，第 1 卷〈進香客莽看金剛經，出獄僧巧完法會分〉，頁 4a-4b，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787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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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重陰濁霧之境，乍露微光，忽復蔽塞，蓋掊荒陋而文明，若斯之難矣。

至宋，而龜山先生得統河洛，諸大儒接踵起，煥乎揭日月于中天，幽遐

奧渫，畢耀于光明。鄒魯之名，由此而著。明興，益緒其業，山陬海澨，

絃誦相聞，碩士魁人，後先繼起。吾讀英舊志(按即馬英《玉融志》)而

咨嗟慨慕，不勝高山景行之思焉。要以淵源所自，實本宋儒，故宋儒之

功于閩，不啻闢鴻蒙而開天；閩士守宋儒之訓，宜不啻若功令。乃今拾

瀋時流，操戈前哲，等傳註于弁髦，以鑿空為捷徑，此如故家子弟，豢

養膏粱，而忘其先世之遺籍，家有千金，棄若敝帚。良足嘆已。天地淳

龐之氣，積久而發，及其發之過而無人為之節宣，則又將衰颯而不振。

故論閩于今日，亦盛衰升降之會也。兼之干掫失職，桑土疏防，滄海綠

林，莽為盜藪。其民亦習于淫侈，物產日耗，吏治滋偷。吾讀〈扞圉〉、

〈島夷〉、〈萑苻〉、〈文蒞〉、〈風俗〉、〈南產〉諸志，而穆然深思，不勝

杞人嫠婦之念焉。449 

 

葉向高以上文字，若把地名改換為中原以外四方八面的其他地名，應該是通行無阻

的(例如華南之廣東、西南之貴州)，自然，人名要改一改。這種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區域歷史理論，有以下兩個元素：第一是對儒家政治理念(文明)的認同，把區域歷

史等同於王朝文明開化的歷史；第二是對於當前各種政治、社會矛盾的憂患意識。

因此，閩南乃至福建之於葉向高，與天下任何其他區域一樣，有其文化資源、歷史

基礎，也有其當前危機和矛盾，當然葉向高論述福建，會更加詳盡，多一份桑梓之

情而已。 

 

 

李光縉《景璧集》 

 

王世懋和陳懋仁均非閩人，葉向高是閩人但不算閩南人，本文因此以福建泉州

府晉江縣李光縉(1549-1623)的文集《景璧集》作結，似順理成章。該書一篇文章，

是對泉州府同安縣李姓縣令在當地移風易俗的努力的描述，似頗能反映出李光縉這

個泉州府人對於閩南的自我觀感： 

 

是編也，同安邑侯李公誡俗之所為作也。今之俗，敝也甚矣。其失非可

一端盡，而其浸淫漸漬，已至于成，亦未易以朝夕更也。蓋余猶記尠小

時，吾里中薦紳先生、父兄長老，人多質行，事尚本實，椎朴少文，有

恭儉仁義之風。去今僅數十年，而質文淳澆之變，判若異代隔世之事，

概不可復得矣。人窮于詐、物窮于華、禮窮于偽、財窮于靡、法度窮于

弛、議論窮于多，鑽刺窮于熟、士節窮于卑，舉天下一毫之事，無不窮

且盡者。即一事而百度可知也，即一邑而四方可知也，即郡國而輦轂之

下又可知也。獨同安然哉！侯新從長安來，......既至同，下車，問百姓疾

                                                      
449

 葉向高，〈閩書序〉，載其《蒼霞餘草》，天啟刻本，卷 5，頁 1b-2b，收進《蒼霞草全集》(福

建叢書第 1 輯，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4)，第 8 冊，總頁 29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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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利病，與之更始。一旦見其謠俗凌囂者如彼，而淫侈者如此，遂不覺

思慮過計，而欲以禮教隄防之，因著為《正俗》一編，以告邑人，甚盛

心也。夫風會之不能無流、與末流之不能無失也，是從古聖人所無如之

何也。聖人不能使其俗之無失，而但能有以維之。然吾觀其將有以矯拂

世俗之際，往往有齟齬扞格之慮。徐開其所未悟，而寬譬之以所當然，

詳之、悉之、反之、復之，如父兄之于子弟，石師于嬰兒，令惟恐其不

聽，而教責以必從。頑民之馴，訓誥多方；盤庚之遷，叮嚀三命。此其

彰明較著也。夫以聖人之誘誨、天子之權力，然且不能責風移俗易于歲

月之近，而何況一令長之為諄諄！然則侯有五載代遷、傳舍其官之慮，

良非迂矣。......嗟夫！侯之見遠哉！昔班孟堅傳循吏而首文翁，彼直謂潁

川、渤海之理其種樹、畜養、勸農桑、屏盜賊之法，但有以治之、養之，

而未有以教之。誘進化俗，惟文翁為能耳。夫文翁所謂導其源、開其翳

也，刀布之齎遺，行縣之與俱，其于人羶榮慕利之心，猶易以投。今俗

則異是矣，文明久開，狂瀾以倒，廻之為難。但此編一出，力而行之，

上好而下必甚。于以抑汰止競，世風豈小補哉！雖持此正天下可矣，而

何論區區一邑也。450 

 

李光縉說李姓縣令「思慮過計」，自己反覆開導他，又說即使聖人和皇帝也無法迅速

移風易俗，似隱然有諷刺之意，最後說李姓縣令的《誡俗編》能糾正天下風俗，則

又有勉強吹捧、言不由衷的味道。無論如何，李光縉以上文字，既未能反映出同安

縣的具體社會狀況，也反映不出李姓縣令的移風易俗政策的具體內容。至於李光縉

所謂小時候風俗淳樸、數十年後風俗敗壞的議論，則更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中年人

的感慨，勿論明清時期士大夫總會慣性地感慨世風如下，即使今天的中年人，也還

是經常發表類似的言論。用這種思維來探討明清文獻中的閩南形象，恐怕進展不會

很大的吧。 

 

總結 

 

卜正民(Timothy Brook 1951-)在其《縱樂的困惑》一書，引用《萬曆歙志》編纂

者張濤有關風俗的四段文字，來把握明朝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晚明風俗的轉變，
451不僅獨具慧眼，而且也正好反映出士大夫有關風俗的理論的跨地域、跨區域性質。 

本文利用十六至十七世紀期間兩位非閩籍明人和兩位閩籍明人的論著，摘取其

片段，來探討「明代文獻有關閩南的形象」這一問題，誠然非常不足，只能說提供

一小小樣本而已。如果能夠得出什麼結論的話，那應該就是：明清時期士大夫服膺

於戰國至東漢期間形成的風俗理論，既接受各區域有不同風俗，也認為移風易俗是

施政任務之一，在這種宏觀思維框架之下，區域風俗文化的個性與獨特性，自然會

                                                      
450

 李光縉，〈誡俗編序〉，載其《景璧集》，(崇禎 10 年(1637)刻本，福建叢書第 1 輯，揚州：江

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卷 6，頁 62a-64b，總頁 1011-1016。 
451

 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方駿、王秀麗、羅天佑譯，方駿校，《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

化》(北京：三聯，2004)，頁 1、89、168、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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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一定程度的注意，但並不會得到更多的揄揚，更不會發生以區域文化建立身份

認同以對立於其他身份認同的情況。 

 

【本文為 2015 年 9 月 18-19 日金門大學「2015 年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得蒙王鴻泰教授、及與會師友的批評，不勝感激。本次會議費用，得香港特區政府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RGC)第五輪卓越學科領域計劃「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

項目、和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會議基金的贊助，在此一併鳴謝。】 

 

 

本文特約討論人王鴻泰教授發言記錄 

我覺得這個題目在這個會議上蠻有意義的。大家都在談閩南文化，但是閩南文

化是什麼？我參加不只一次閩南文化研討會，大概方向談的方向都是呼籲建構一個

閩南文化的特色，或者談所謂閩南的民俗一類的論題。但是卜永堅教授這篇文章，

提供另外一個不同的視角。除了從閩南的角度，看閩南人怎麼自己搞自己的一套文

化之外，假設我們從大中華帝國的角度來看，一般的士大夫、跨區域性的士大夫，

他們怎麼去看閩南？這裡可以產生一個非常有趣的對話。就明王朝的世大夫來講，

這個問題可能更有趣。我用這個角度來看卜永堅教授的文章，覺得這個文章其實是

非常好的一個視角，但我還是有一些不太滿足的地方，他可能還沒有完全展開來，

如果展開來的話，應該可以產生很多蠻有趣的論斷。 

站在一個大明帝國的角度來看，尤其是 16、17世紀的時候，明到這個時候快要

完蛋，但是也可能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一個新的局面正在出現。閩南在大明帝國的

這個時候，其實是非常有趣的一塊。統一的大帝國即將要崩解掉，怎麼崩解呢？就

明王朝來說，整個帝國的命脈，從北京到南京往下拉一點到杭州江南地區，以京杭

運河為軸心的這個地方，大概都還是大明王朝所控制的，但其他的黃河流域，就所

謂傳統的中原地區，一直到甚至於長江上游、四川，都已經是流寇流竄，不是帝國

能夠控制。另外的遼東，就只剩下東北，已經變成一個獨立王國，正在跟明王朝打

仗，一個新興的力量，正威脅大明王朝，後來果真就把大明王朝給取代掉。但是還

有另外一塊、非常獨特的一塊，就是南中國海地區，那個時候就是鄭芝龍所控制的，

這個情勢至少是從倭寇之亂，從嘉慶以來就慢慢形成，就形成另外一個海洋世界，

甚至於到鄭芝龍的時候變成一個海洋帝國，他變成是一個獨立的勢力。那明王朝在

打來打去，內憂外患，內部要對抗流寇，外部要跟滿州鬥爭的時候，他們有各種策

略，其實曾經一度想要聯合，先把滿州給穩住，然後來處理流寇的問題，後來又不

成功了，就想到可不可以跟南方的那些海上王國合作，一起來處理各種問題。所以

我們如果站在那時候大明皇帝的立場、以及從一個世界史的角度來看的話，可以看

到已經崩解成幾個不同的地塊的中國，閩南可能就是後來很奇特的在延續著大明王

朝的命脈的那一塊。 

鄭芝龍是不是降清、他算不算一個降將，是都還在討論中的問題。我比較期待

討論，是不把他當成是明朝的叛將、叛臣，因為當時他其實就是一個獨立王國。但

是這樣一個概念，是在明代的士大夫，至少明代中期以後，逐漸僵化的士大夫眼中，

整個中國其實是一個陸上的大帝國，但是沒有海上這一塊。明初就實行海禁，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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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變成一個三不管地帶，但是整個海的貿易慢慢起來以後，他們是逐漸在發展一

個獨立的王國，用中原的角度來看海上，來看閩南、閩越這個地方，其實都是用很

奇特的眼光。那剛剛卜永堅教授有提到王世懋，他們大概也有這樣的味道，就是他

對閩南的這一塊，好，你說如果說雲貴的話，幾乎可以把他當成一個奇怪、充滿奇

風異俗，需要好好的去教化的一塊，慢慢把他內地化、把他中原化；閩南這一塊的

話，分別從各個地方去看，卻會覺得他其實不化也蠻發達的，甚至理學也發達，明

代閩南有幾個大的、重要的理學家，他們也都表現得不錯啊！一直到清代的李光縉

都是。所以閩南人在個別學術上的表現其實也都相當傑出的，但是你說他是中國嗎？

他們還在討論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跟整個大中原的這一套又不太一樣，所以他們

怎麼去看閩南，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卜永堅教授有稍微點到閩南的奇

異。閩南這個地方就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所謂奇異，最主要是從中國傳統士

大夫的觀點來看。文人在書寫奇異，基本上可以說就是兩個方向：飲食跟男女。飲

食方面奇怪，就是他們吃的不太一樣，類似海燕窩、龍蝦、什麼西施舌，甚至於有

任何毒草之類稀奇古怪的東西，這就是跟中原不太一樣的。還有男女關係，也有一

些奇怪。明代士大夫有一些人，就喜歡講男男關係，不是男女關係、是男男關係，

所以他們抱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地方是，又像是跟我們有相同的文化。科舉在道學、

在文學表現上都不錯、獨具特色，但是又有他奇異的地方，所以閩南人又怎麼看他

們自己，也有一個非常大的思考空間。像鄭成功，因為鄭芝龍降清，然後鄭成功的

媽媽後來也被污辱死掉，鄭成功就把他媽媽的肚子剖開來，把她的腸子洗過一遍，

然後再用日本人的方法去埋葬他。在這裡，他們沒有完全的中國。鄭成功變成了太

學生，他好像認同中國，但好像又不是，他裡面有一半是日本人的血統，或者是有

一種奇特的海洋性在那個地方，那中國除了內部凝聚起來、中原文化正統之外，有

另外一個海上中國，他們意識到，怎麼去觀察、怎麼去理解，然後怎麼跟他們對話，

這個是明朝一個很重要、別具意義的地方，這個可能對我們、對閩南文化的討論可

以提供不一樣的視角，應該會是蠻有趣的角度，希望大家會分析更有趣的問題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明清時期的閩南，一般是指興化府、泉州府、漳州府三府。在明人著作中，閩南

的形象究竟如何，的確值得關注。本文抽取非閩籍文人著作，南直隸太倉州人王世懋

《閩部疏》、浙江嘉興府陳懋仁《泉南雜志》兩種；閩籍文人著作，福州府福清縣葉

向高《蒼霞餘草》、泉州府晉江縣李光縉《景壁集》兩種，加以比較和分析。撰者認

為：明清時期士大夫服膺於戰國至東漢期間形成的風俗理論，既接受各區域有不同風

俗，也認為移風易俗是施政任務之一。在這種宏觀思維框架之下，區域風俗文化的個

性與獨特性，自然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注意，但並不會得到更多的揄揚，更不會上升到

身份認同的高度。撰者這樣的觀察結果，應有其正確性與普遍性，可惜僅止於《福建

叢書》第一輯中的四種明人著作，似乎取樣稍嫌不過豐富，若有機會加上《福建叢書》

第二輯、第三輯…..的部分作品，應更具有說服力，此其一。篇名題作“明清文獻中

的閩南形象”，卻只選用明代著作，完全未見引述清人作品，顯得名不符實，應予修

正調整，此其二。 

    另外，論文有些地方，建議可做必要的補充與修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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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頁 6，第 11行，“王世懋”；頁 7，倒 3行，“王士性”；頁 9，第 15行，“何

喬遠”；頁 10，“李光縉”，這幾位都該加上西元生卒年，既便利讀者，也比較

符合論文規範。 

2. 頁 9，註 33，第 3行，“淩蒙初”應作“凌濛初”。 

3. 頁 11，第 19-20行，“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其《縱慾的困惑》(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可以？在“Timothy Brook”

之後加上 1951-。再者，“《縱慾的困惑》…..”一書應交代出版處所；若有中譯

本，也可一併說明。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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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冊中的宴席及孕產飲食 

 

楊玉君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摘要 

 

歌仔冊中由於經常以常民生活為背景，食衣住行等內容屢見不鮮，其中，飲

食所扮演的角色歷來少見探索。本文自歌仔冊中的宴席於版本源流中扮演的角色，

論證宴席菜不具有結構上的必要性，或是情節推進的功能；反而是編者用以擴充

篇幅的方便工具。全套的宴席菜色，經常在不同的歌仔冊之間出現，或是全部襲

用，或是另定菜色。自菜色內容及宴飲情節中可以看出日治時間臺灣的宴席風俗

及飲食風尚。病子歌之類的按月唱念也是歌仔冊中另一種常見的成套飲食。其中

孕婦／產婦在懷孕生產的過程中所慾求或實際進食的內容，一方面是基於養胎時

體質變化而自然生出的口腹之慾，另一方面，則是長久以來同一文化傳統中孕產

經驗的累積知識，都反映了孕婦在孕期中營養的需求與補充。本文的發現，指出

歌仔先編寫飲食內容時雖然有擴大篇幅的考量，但基本上仍然符合當時社會的飲

食現實。歌仔冊中的飲食蘊含的民間知識，值得我們加以重視，並深入探討。 

 

關鍵詞：歌仔冊、飲食、宴席、孕產、病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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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冊是在盛行於清末閩南地區的一種俗文學唱本，隨著移民的足跡也引進

臺灣，並在臺灣生根發芽，產生了許多新的作品。除了歷史故事、小說戲曲故事

改編、勸世歌謠之外，也有配合當時社會狀況、新聞事件的新作，其中充滿了日

常生活的細節。歌仔先在描述人物、情節的同時，經常也會兼及食、衣、住、行

的各個層面。其中，飲食出現的頻率頗引人注目。筆者曾撰文〈歌仔的飲食主題

與修辭〉討論俗曲中的飲食在文學層面的運用。452但因歌仔冊中的飲食資訊可以

從不只一種層面加以討論，因此，本文將在前作的基礎上，再求深化論述，並將

研究重點擴及民俗飲食本身。以下，就從飲食的類別暫時區分宴席飲食、孕產飲

食兩方面進行探討。 

 

1. 宴客與菜色 

在〈歌仔的飲食主題與修辭〉中，筆者曾指出大量食物的羅列經常與情節無

關，而是視場景需要任意插入，除了反映庶民對豐足飲食的盼望，就即興演出的

說唱或歌仔戲藝人而言，則可能是炫耀「腹內」（內在才學）專業素養的管道。

在研讀這些飲食內容的同時，筆者發現藉著飲食內容的比對，可以推想出歌仔冊

作者們編寫歌仔時的一些規律，甚或社會風俗的改變。 

例如《連枝接葉歌》，同樣是竹林書局出版的，1955 年版分上、下兩本，每

本四頁，到 1986 年第 5 版，已分為上、中、下本，每本三頁。在格式、行數、

字數相同的版面下，這憑空多出來的一頁，經內容比對，有一大部分是敘述故事

中夫妻生子滿月宴請親友的菜色。1955 年版只敘述了喜獲麟兒的夫妻在嬰孩三

朝時炊油飯以饗親友鄰里，末了再提及孩子滿月，準備了五十張「幼桌」（指菜

色較多、內容較細緻的筵席）來宴請親友，整整忙了兩天。在 1986 年版中，則

將滿月宴客的菜色依序逐一舖陳，接著再以送客時坐計程車、買票、坐火車等的

瑣碎細節填滿版面，最後再加幾葩歌仔先自我吹噓的廣告和不完全切題的幾葩勸

善曲文（歌仔冊以押韻的四句為一葩）。可知筆者所提出的觀點又再度獲得證實。

有既存的《十二碗菜歌》之類的模組可循，歌仔先可以不必費盡心思在既有的情

節框架中新編曲文，只要用這樣的方式在恰當的地方插入，在這基礎上再加以變

化加工，就可以讓二冊變為三冊，不失是一種增加內容及收益的好辦法。453 

歌仔冊中的宴席飲食，仔細分析其中內容，又會發現許多有趣的問題。臺灣

                                                      
452

 楊玉君，〈歌仔的飲食主題及修辭〉，《成大中文學報》45（2014 年 6 月），頁 339-371。 

453
 陳兆南：〈歌仔冊的版式變化及其意義—論歌仔冊的流通版式、規格與體製〉，《文物、文

化遺產與文化認同》（南投市：臺灣文獻館，2009），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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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宴席桌菜，一般均以偶數為原則，如十道、十二道，甚至多至十八道，外

加豎碟若干。454在既定的全套宴席菜中，主人也有略作調整的空間。例如《最新

十二碗菜歌》有一句主人交代的「芋哖阮卜換杏仁」，根據同時期菜單常見的菜

色，推想應是原本菜單列的甜點是芋泥，但主人要求要換成杏仁豆腐。而所謂豎

碟，就是宴會時放在桌上以碟盛裝的水果或蜜餞等零食，在等待開席或是上菜間

隔時自由取用。455豎碟的豐儉程度，也會有差異。例如《天作良緣歌》： 

 

一碟柑仔甲甘蔗 芎蕉枇杷四碟額 立碟捧來著只跡 被辨卜乎親成食 

．．． 

一碟蜜糖个金棗 閣在一碟甜葡萄 一个李鹽栓好好 也久一个蓬萊膏 

．．． 

一个蒜良甲瓜只 一个鼻旦甲豬舌 四个青花正巧器 計共門好十六碟 

也有青花甲水菓 四个清菜四个燥 安年正是漢食棹 總舖真正賢伐落 

三實十分賢料理 也有芥辣豆油碟 無聲好物真燕器 親成恁來罕幾時456 

 

此處列出的豎碟十分豐富，總共有十六碟，含鮮花、水果、蜜餞和涼菜。豎碟雖

慣常以八碟為準，457但 1927 年台北江山樓主人吳江山描述的豎碟也是花、果物、

蜜果、醬油／酢等各四品的規模，458這或許就是下文所稱的「漢食棹」的等級。

「漢食桌」的「漢食」應為「漢席」，原指漢人料理，用來與滿人料理及後來的

日本料理作區分。外燴辦桌的廚師，都要會備辦「漢食桌」，在辦桌的等級上，

漢席僅次於滿漢席，為第二等的宴席菜。其中菜色種類、數量，甚至是擺放的位

置都有相對的規範。459以清朝的滿漢全席為例，賓客入座前就擺在桌上的食物稱

為「充桌」，通常有四乾果、四蜜餞、八至十二道冷碟、以及滿代的進門點心。460

自此內容判斷，臺灣宴席中的豎碟應即源於此「充桌」。 

                                                      
454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臺灣風俗志》（臺北：眾文圖書，1990 二版），第十二章，〈臺灣

的宴席及其他〉，頁 206。 

455
 曾品滄：〈辦桌──清代台灣的宴會與漢人社會〉，《新史學》21 卷 4 期（2010 年 12 月），

頁 29。 

456
 《天作良緣歌》（嘉義：捷發漢書部，1931），下本，頁 3a。 

457
 新樹，〈關於宴席及菜肴之雜話〉，《臺灣慣習記事》第 2 卷，第 10 號(1902.10)，頁 176-180。 

458
 〈臺灣料理の話（二）〉，《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2 月 11 日，第 3 版。 

459
 所謂漢席是清光祿寺繼承明代宮廷宴席內容後所賦與的命名，其下還分三等。一等漢席含鵝

鴨雞魚豬等饌28碗，蒸食3碗，蔬食4碗，其下等級依次遞減。吳正格：《中國宴魁──滿漢全席

研究與應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5），頁 7。 
460

 吳正格：《中國宴魁──滿漢全席研究與應用》，頁 48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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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桌上還擺有「芥辣豆油碟」，係屬蘸料類（《王氏祝家送定歌》：「也傳

芥辣甲豆油」，中集，頁 3b）。芥辣即芥末，或有人誤會臺灣飲食中出現芥末是

受到日本飲食的影響，其實未必。據《澎湖廳志》（1894）〈風俗/歲時〉：「按澎

人清明節，家家皆食春餅。其製以麵粉煎成薄片，如鍋蓋狀，而以魚肉雜菜臠切

至細，實其中，參以芥醬裹之，亦名薄餅。蓋本金、廈之俗也。」461可知日治之

前已有芥醬，且此芥醬應是芥末子磨成的黃色粉末調成的醬，與日本人食用的山

葵醬不同。 

由於與豎碟同時擺放的還會有「芥辣、豆油」等蘸料，歌仔冊中關於這部分

的描述，也就有部分的混淆。在廈門會文堂的《十二碗菜歌》中，有一處作「桔

汁與烏醋」。462桔汁為飲品，但臺灣早期宴席未曾聽聞有搭配果汁之舉；烏醋則

為蘸料，二者合稱讓人不明所以。但若自蘸料的類別推想，則桔汁或為「桔醬」，

亦屬蘸料之一種。對比捷發版的《續編安童買菜歌》（1933），則發現此處作「也

排桔仔甲烏棗」。463鑑於宴席前的豎碟多含新鮮水果及蜜餞果乾，因此，桔仔與

黑棗才是較合適的搭配。我們或可推想《續編安童買菜歌》應是這種宴席菜模組

較早的源頭。 

下表的整理，呈現了大約在 1930~1940 年左右出版的歌仔冊內容中的宴席菜

色。特別應當說明的是，在這段期間出現的歌仔冊宴席菜有其時代意義。因為

1939 年起，總督府就因為戰爭時期物資緊縮的影響，下令禁止婚喪喜慶宴客，

且要求每桌宴席費用限制在十圓以下，此後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這種奢侈的宴席

菜從台灣的餐廳及飯桌上消失。464 

 

 

 

 

 

 

                                                      
461

 林豪纂：《澎湖廳志》（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3），卷 9，頁 316。 

462
 《十二碗菜歌》（廈門：會文堂，約 1920s），頁 1a。 

463
 《續編安童買菜歌》，台南：捷發漢書部，1933。收於台灣大學數位典藏計畫，楊雲萍文庫，

網址：http://140.112.114.21/newdarc/darc/index.jsp  

464
 〈高い宴會費は無駄十圓以下と自肅強調〉，《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8 月 16 日，第 4

版。 

http://140.112.114.21/newdarc/darc/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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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仔冊中的宴席菜色 

歌

仔

冊

＼

菜

色 

約1
9

2
0

~1
9

3
0

 

十
二
碗
菜
歌 

1
9

3
1

 

天
作
良
緣
歌4

6
5 

1
9

3
3

 

續
編
安
童
買
菜
歌 

1
9

3
6

 

王
氏
祝
家
送
定
歌4

6
6 

約1
9

4
1

 

梁
山
伯
祝
英
台4

6
7 

1 正燕 冬菜燕 正燕 正燕 正燕 

2 加里圭 魚翅 加里雞 魚翅 加禮雞 

3 冬菜鴨 毛菰 冬菜鴨 毛孤 冬菜鴨 

4 炒蝦仁 蝦仁 炒蝦仁 蝦仁 鮑魚肚 

5 毛孤肚 用雞來作鴨 毛菰肚 雞來假

鴨 

杏仁 

6 炒肚占 魚鰾 炒肚占 魚鰾 龍蝦 

7 燒豬＋紅燒魚 紅唇蛤（二隻

粉鳥却來合） 

燒豬＋紅燒

魚 

紅炖鴿 肚纖絲 

8 崩盤 麵檄 烏鰻＋燒豬

肝 

龍角皎 蓮花包 

9 鮑魚肚 鮑魚肚 鮑魚肚 鮑魚肚 五柳枝 

10 封雞 魚圓 封雞 魚圓 魚莿 

11 水皎 全雞 水餃 全雞 下水 

12 洋旺梨 紅燒魚 洋王來 紅燒魚 芋哖 

13 包子、千重糕 （誤植十二） 

連子 

包仔、千重羔 清湯終蓮子 春餅 

                                                      
465

 《天作良緣歌》，嘉義：捷發漢書部，1931，下本，頁 3b–4b。只有第八道「烏麻、燒豬肝」

與《十二碗菜歌》的「崩盤」不同。 

466
 梁松林編：《王氏祝家送定歌》（台北：周協隆書店，1936），中集 3b－下集 1b。 

467
 張松池藏，歌仔戲抄本，轉引自莊伯和，〈梁山伯與祝英台的菜單〉，《台灣地區飲食文化

與國民健康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飲食文化基金會，2001），頁 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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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東京圓  東京員 八寶飯 

15  西洋餅  西洋餅 白木耳 

16  雞卵糕  馬糍糕 雞卵糕 

 

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發現，《十二碗菜歌》與捷發版的《續編安童買菜歌》內

容大致相同，468《天作良緣歌》又與《王氏祝家送定歌》也有 90%的菜色雷同，

可知筆者先前的理論再度獲得證實，當歌仔先舖陳宴席菜色時，通常是整組挪用，

與個別故事情節推進無關。 

類同的菜單有時可以協助校讀某些文本的小錯誤，例如表中列出《天作良緣

歌》的第七道菜「紅唇蛤」，乍看以為是某種貝類，但下方緊接著說明「二隻粉

鳥却來合」，令人費解。對照《王氏祝家送定歌》才知道「紅唇蛤」是「紅炖鴿」

的錯字。當然經常也有無解的情形。有許多宴席菜都以「正燕」為作第一道菜。

正燕指的是正宗的燕窩（相對於人造燕窩「菜燕」而言），但如何烹調並無太多

說明。《十二碗菜歌》中的「正燕」作法則有類現在仍然風行的「杏仁冰糖燕窩」：

「正燕大盞配杏仁，甜甜食了真正清。」然而《天作良緣歌》中的頭一道菜「冬

菜燕」，聽起來就十分陌生，遍查日治時期的常見菜單，均無解答。469由於同一

組的菜單上還有第四道著名的閩菜菜色冬菜鴨，更加啟人疑竇。 

冬菜是醃漬大白菜，主要用來調味，燕可能是燕窩、菜燕（洋菜）、或是燕

丸。根據《天作良緣歌》的這兩葩「頭碗出來冬菜燕，菜燕燒燒也有煙，總舖灶

腳煮便便，飲酒舉箸不通遷。出甲一个是燕窩，灶腳總舖賢伐落，一塊著是漢席

棹，別人只款永是無」（下本，頁 3 下），這第一道菜可能是菜燕，也可能是燕窩，

讀者依然一頭霧水。依照宴席慣例，第一道菜出燕窩的可能性很高，然而燕窩與

冬菜的組合則前所未聞（但這或許只是筆者的孤陋寡聞），而菜燕是俗賤的食材，

不可能用在宴席菜的第一道。因此也不能排除冬菜燕的「燕」指的為燕丸或肉燕，

因為冬菜正是常用來調味燕丸的材料。燕丸或燕餃是當代臺灣慣用的名稱，這道

菜在它的原創地──福州──被稱為「肉燕」。形似餛飩的肉燕，其燕皮並非麵

皮製成，而是將肉搥打成泥，加上薯粉捍成薄薄、半透明的皮，再包上豬肉、荸

薺等調成的饀，是以福州人稱之為「肉包肉」，與「魚包肉」的魚丸有所區分。

肉燕煮湯，經常以冬菜調味，且加入鴨卵，取其「壓亂」之音，而謂之「太平燕」，

                                                      
468

 《續編安童買菜歌》，台南：捷發漢書部，1933。收於台灣大學數位典藏計畫，楊雲萍文庫，

網址：http://140.112.114.21/newdarc/darc/index.jsp  

469
 《天作良緣歌》（嘉義：捷發漢書部，1931），下本，頁 3b。 

http://140.112.114.21/newdarc/darc/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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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福州地區宴席喜愛的喜慶大菜，有所謂「無燕不成宴，無燕不成年」之說。470

福州地區的宴席習俗，以冬菜燕／肉燕為大菜，出大菜時要放鞭炮，然後主人敬

酒，方可動筷。而最後一道菜則為全頭魚，以示有頭有尾之意。《天作良緣歌》

的宴席菜頭一道是冬菜燕、上完席甜點之前的最後一道是紅燒魚，或許透露了歌

仔先與福州的地緣關係。471 

「冬菜燕」為頭一道菜的宴席組合又出現在竹林版的《連枝接葉歌》（1990）

中，菜單的襲用顯示二者之間有明顯的傳承關係，亦即《天作良緣歌》或為《連

枝接葉歌》取材的源頭之一。 

以下同樣列出《連枝接葉歌》中的這一套宴席菜，以供討論。 

冬菜燕 

魚翅 

生炒雞 

冬菜鴨 

群肚針 

氷糖群蓮子 

（原文缺第七道） 

蜜桃參紅棗＋雞卵糕 

湯豬肚 

炒腰只 

五柳枝 

紅燒五全雞 

水繳 

八寶飯 

蝦仁 

雞卵糕 

                                                      
470

 關於冬菜燕的菜色辨識，在論文宣讀後承蒙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汪毅夫教授的指點，

筆者方得以增補相關內容，特此致謝。 

471
 〈福州傳統宴會的禮俗和禁忌〉，福州巿檔案局，網址：

http://www.fzda.gov.cn/tslmshow.asp?id=8002，讀取日期：10/20/2015。 

http://www.fzda.gov.cn/tslmshow.asp?id=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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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席菜出菜的規律應是山珍海味雜錯而出，但《連枝接葉歌》中有兩道以冬

菜為名的菜色（冬菜燕、冬菜鴨）、兩道雞（生炒雞、紅燒五全雞）、兩道豬肚湯

（群豬肚、湯豬肚）、兩道雞卵糕，472實非宴席出菜的慣例。通常最後兩道會是

甜點，但在這套菜色中，八寶飯後又出現一道蝦仁，才以雞蛋糕收尾，在排序上

又缺第七道菜。473推測竹林版的《連枝接葉歌》在編寫宴席菜色時，只著意在增

添菜色的數量以呈現豐沛的飲食內容，卻又不諳總舖師設計、搭配菜色的慣例，

以致於以量取勝的菜單卻處處可見不符合宴席常規的組合。 

歌仔冊中的宴席場合，也印證了日治時期宴席時的一些慣例。例如，由於菜

色豐富，一套宴席菜會分為上半席及下半席，上半席最後會以一道點心來結束，

有時是鹹點，有時是甜點。474宴席的點心相對於全套菜色有畫龍點睛之效，日治

時期，甚且比擬為「詩的落款」，若是點心粗俗或是不符合宴席主題，再好的料

理都因此遜色幾分。475諸如上列表中，《天作良緣歌》及《王氏祝家送定歌》的

第八道是麵檄（餃）和龍角皎（水餃），《梁山伯祝英台》歌仔戲曲文中，第八道

則是蓮花包，可能就是蓮花餃，均是當時半席常用之鹹點。476《十二碗菜歌》中

「半棹点心用芋棗，一半包麻一半無，尾碗点心千重糕，不通箱甜即有好」（廈

門會文堂版，頁 1a），則是都用甜點。通常宴席上到甜湯或甜點時，賓客們就知

道該「洗湯匙」了。過去餐廳並沒有換碟子的服務，賓客們得先把使用過的湯匙

洗去油腥，才方便吃甜點。477這在歌仔冊中也有描述，《天作良緣歌》在第十二

道紅燒魚之後，有云「就叫正人萬請是，今出清湯洗湯匙…清湯捧來洗湯匙，手

骨一人舉一枝，洗好宿困鑽瓜子，煞舉敷島倒請伊」（下本，頁 4a）所謂「洗好

宿困鑽瓜子」（洗好湯匙休息一下嗑瓜子），指的是宴席中若有半席，或是甜湯前

                                                      
472

 「群」台語讀音與 kûn 同，kûn 指的是用水煮。 

473
 《連枝接葉歌》，新竹：竹林書局，1990。 

474
 關於宴席慣例，本文參考的是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消費與文化展演〉，《臺灣史

研究》15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139–186;，以及曾品滄：〈辦桌──清代台灣的宴會與漢

人社會〉，《新史學》21 卷 4 期（2010 年 12 月），頁 1–55。 

475
 王瑞成，〈點心以及新春的食品〉，《民俗臺灣》中文版第四輯（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

頁 62。 

476
 據日治時期台北江山樓餐廳的主人指出，半席的點心，一般都在第七道，花樣有：蓮花餃、

龍角餃、榭榴餃、逍邁（今作燒賣）、水餃、炸春餅等，各種餃類只有形狀作區分，內饀並無太

大不同。江山樓主人，〈臺灣料理の話（三）〉《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2 月 12 日，夕刊

03 版。 

477
 片岡巖：《臺灣風俗志》（1921）（台北：眾文，1990），第十二章，〈臺灣的宴席及其他〉，

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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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息時段，賓客們會暫時離席去抽煙、抽鴉片（上文的「敷島」菸，是 1930

年代十分受歡迎的日本進口菸），478有時也有藝妓表演可看，休息片刻再入席。

在歌仔戲抄本中，有梁山伯、祝英台在吃到第八道菜後，索性划起酒拳的情節，

應當也是反映這種半席中場休息的習俗。479 

歌仔冊中的宴席或多或少也反映了當時的飲食風尚。以宴席菜而言，對比日

治時期代表臺灣料理的宴客菜單和餐廳菜單，可發現有許多菜餚有重疊，如燕窩、

全鴨、洋豆雞片、清湯毛菰、加里雞、燒魚、炒蝦仁、毛菰雞等，點心類則有杏

仁豆腐、蛋糕、冰糖蓮子等。又如冬菜鴨、紅燒魚、五柳居等也刊登在報刊雜誌

的食譜欄中。480可知這些大部分是當時臺灣流行的宴席菜。在所謂「臺灣料理」

尚未有明確輪廓之前，歌仔冊呈現的當然是以閩菜為主的菜色。閩菜的特色是以

菜多湯少的湯菜為主，片岡巖在《臺灣風俗志》（1921）中曾提出一份當時的宴

席菜單，從其作法看來，十四道菜中，有高達九道為湯菜、清湯或火鍋湯。481惟

從歌仔冊的菜單中並看不出有一道湯菜、一道乾菜，次第而出的順序。但最後兩

道（也有多到四道）為甜湯及糕點類，倒是現在的宴席出菜仍然會依循的慣例。 

在食材方面，歌仔冊中呈現的宴席菜包含了燒豬、燕窩、魚翅等「特殊料理」

才會用的上等食材，482也有史料文獻中的菜色較少出現的內臟類食材，例如豬肚

出現在許多份菜單中，還有腰只、魚鰾、豬肝、下水等。此外，菜單中也有受到

現代文明影響而進口的飲食。例如，二十世紀初剛問世的味素，也成了必須備辦、

特別提上一筆的調味品，且幾乎清一色用在湯的調味。《王氏祝家送定歌》：「味

素無參湯袂甜」（中集，頁 4b），《新編安童買菜歌》中，「味素汗返滲湯頭」483，

《連枝接葉歌》：買刈豬油甲味素」。484味素雖然在 1909 年就已在日本發明，但

味之素公司直到 1929 年才在臺灣開分店，在 1950 年代臺灣建立生產線之前均需

仰賴進口。4851930 年代的歌仔冊中，味素也仍然是足資向賓客誇耀的一味調味

                                                      
478

 陳柔縉：〈往事如菸〉，2015 年 04 月 08 日，網址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08000778-260115，讀取日期：2015/8/17。 

479
 莊伯和：〈梁山伯與祝英台的菜單〉，頁 225。 

480
 陳玉箴：〈食物消費中的國家、消費與文化展演〉，頁 152，「酒樓常見台灣料理菜餚」。 

481
 這十四道菜依序為：清湯魚翅、毛菰雞、加里蝦、紅燒雞、清湯鼈、八寶鴨、杏仁豆腐、鮑

魚肚、燒蝦丸、十錦火鍋、蟳丸、栗子雞、冬菜鴨、鹽包，《臺灣風俗志》，頁 209 – 214。 

482
 江山樓主人，〈臺灣料理の話（二）〉《臺灣日日新報》，1927 年 12 月 11 日，第 3 版。 

483
 《新編安童買菜歌》（嘉義：捷發書局，1933），頁 2a。 

484
 《連枝接葉歌》（新竹：竹林書局，1955），下本，頁 3 上。 

485
 陳柔縉：《廣告表示: ______。 :老牌子.時髦貨.推銷術, 從日本時代廣告看見台灣的摩登生

活》（台北：麥田，2015），頁 160–161。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408000778-26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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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同時，飲品的部分幾乎全以進口酒為主，《十二碗菜歌》中的宴席主人「差

人去買勿蘭池，麥酒加買廿四支」（《十二碗菜歌，頁 1b》，佐餐的是勿蘭池（今

譯白蘭地）和啤酒。《最新男女不足歌》中，男子宴請女子時向餐館叫外送，配

菜的酒，則提出以下建議「看娘卜食威實キ，亦是卜食木連遲，叫娘著廣免細字，

也是天津五加皮」，「暑天五加食恰須，我皆換款汗米ル…煞買二矸个澤龜，…煞

買二矸个白鶴，也汗三矸鉄葡萄」，除了五加皮以外，威實キ（今譯威士忌）和

木連遲（今譯白蘭地）均為洋酒，澤龜、白鶴則為日本清酒。486以價格較昂貴的

進口酒來待客，才能顯出主人家的面子及誠意。 

此外，罐頭食品也在宴席菜中占有一席之地。日治初期，因為旅台日人不習

慣在地飲食，因此從日本輸入大量罐頭。隨著旅台日人數目增加，罐頭的種類及

品項變得更多、更高級。罐頭食物更常被當作半成品應用於料理中，大量販

售至各餐廳。487
《十二碗菜歌》中第三道的「毛孤肚」就是用罐頭蘑菇，還因

為總舖師不諳罐頭食物的料理，煮得太爛了被主人埋怨：「五碗出來毛孤肚，毛

孤煮到爛糊糊，…毛孤罐頭本然爛，三八總舖袂曉看」（頁 2a）。最後一道甜湯也

用的是罐頭鳳梨「十二出來洋旺梨，即碗清甜敢賣呆，…旺梨食了罐頭味，四邊

个目刻無离」（頁 3b）。「四邊个目刻無离」指的是鳳梨的芽目沒有削除乾淨。臺

灣於 1902 年首度設立罐頭工廠加工鳳梨，然而技術、產量一直要到 1920 年代才

有顯著的發展。當時大部分工廠使用土產的鳳梨品種，芽目較深，機器削皮時無

法全部削除，因此需要仰賴人工削除，而人工削除的技術又因人而異，所以芽目

尚存的罐頭鳳梨仍時有所聞。488以罐頭鳳梨作為甜湯，是一直持續到 1980 年代

的宴席慣例。 

 

2. 孕產飲食 

 

關於孕產飲食，中國傳統的食療養生知識體系，與妊娠相關的部分最早似以

食禁為主要訊息。元代忽思慧著有《飲膳正要》（1330），是中國最早的討論飲食

宜忌及養生食療的專著，其中卷一第三〈妊娠所忌〉就列出了孕婦忌食的飲食。

                                                      
486

 《男女不足歌》，台北：星文堂印刷，1931；收於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俗文學叢刊編輯小

組編：《俗文學叢刊》第 365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2001），頁 225–226。 

487
 侯巧蕙：〈台灣日治時期漢人飲食文化之變遷：以在地書寫為探討核心〉，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 71–72。 

488
 高淑媛：《經濟政策與產業發展──以日治時期台灣鳳梨罐頭業為例》（板橋：稻鄉出版社， 

2007），頁 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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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中幾乎都是無甚根據、且十分聳動的飲食禁忌， 

 

食兔肉，令子無聲缺唇。食山羊肉，令子多疾。食雞子、乾魚，令子多

瘡。 食桑椹、鴨子，令子倒生。食雀肉，飲酒，令子心淫情亂，不顧羞恥。

食雞肉、糯米，令子生寸白蟲。食雀肉、豆醬，令子面生䵟黯。食鱉肉，令

子項短。食驢肉，令子延月。食冰漿，絕產。食騾肉，令子難產。489 

 

本文要討論的歌仔冊中的孕產飲食，卻是完全不同的飲食概念。相對上述的

食忌，重點在於孕婦「不能吃什麼、不該吃什麼」，歌仔冊中有許多病子歌與其

衍生之內容，其中敘述孕婦害喜，按月唱出想吃的飲食，內容涵蓋零食、點心及

熱食的菜餚。既有的研究若有涉及病子歌的飲食內容，有自其飲食符合孕婦喜好，

以及飲食如何傳達夫妻之情著手，490也有針對其中某道菜切合孕婦需求的探討。

例如，林昭惠指出，在玉珍漢書部的《最新病子歌》（1932）中，鴨母群烏參對

孕婦身體有「對症下藥」的功效。491這一點所引出的方向，正是本文意圖增補之

處。上一節曾提及，歌仔冊中的宴席內容，不排除有歌仔先為了充份發揮想像，

或是表達對美食的欣賞之意而有誇大、不符合出菜邏輯的現象。孕產飲食，特別

是病子歌，理論上因應孕婦當下之嗜欲而列出心中想望的飲食，應有相當大的任

意性，其中也不排除有部分因為醫藥知識尚不及現代發達的錯誤飲食觀念。但若

仔細考察推敲，仍可發現歌仔冊中的孕產飲食，實有符合孕婦養胎之邏輯。以下，

且以自主慾求飲食及經驗建議飲食兩大方向來討論。 

所謂自主慾求的飲食，指的是孕婦憑著自已當下的食慾而指定的飲食。英國

營養學家 Shona Wilkinson 專長規劃適合個人體質的營養攝取計畫，特別是兒童

的飲食營養。據她指出，當人們對某種食物產生強烈慾望（craving）時，表示身

體需求這種食物中的某種養分。例如想吃肉就表示身體缺鐵、鋅，想吃甜表示身

                                                      
489

 忽思慧：《飲膳正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卷 1，頁 10。 

490
 鍾珮煖：〈傳統孕產民俗及文學作品之研究〉，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第六章〈與孕產相關的閩南語歌謠〉，頁 315–342。 

491
 林昭惠，〈玉珍漢書部《最新病子歌》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

論文，2008，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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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需要鉻，想吃巧克力表示身體需要鎂。492這其實與民俗的觀念相差無幾，台灣

民俗認為孕婦的口慾嗜好變化出自胎兒的需求。493而病子歌的內容經常是以孕婦

第一人稱表達出她「思食」、「愛食」、「卜（欲）食」的食物品項，據此理論，病

子歌中的飲食應該反映了孕婦在該孕期中身體所需要的養分。以下先列出三首病

子歌作為討論之案例。  

 

玉珍漢書部《最新病子歌》1932 

二月病子人愛困 三當粥飯無愛吞 思食白糖泡藕粉 叫哥去買一角銀 

… 

三月病子人嘴凊 腳手酸軟烏暗眩 酸澀買甲歸內面 愛食樹梅鹽七珍 

… 

四月病子人威寒 趕緊綿裘提來拌 專專愛唾白波爛 思食竹筍群蟶干 

… 

五月病子即青慘 愛食仙查甲油柑 姊妹相招來相探 叫咱鴨母群烏參 

… 

病子六月真見少 不時眠床倒條條 愛食包仔甲水嬌 三當無食不知夭 

… 

病甲七月野塊病 不時不日思食甜 腹肚一日一日逞 勸兄不免請先生 

… 

八月人野真干苦 腳酸手軟失袂摸 心肝即遭卜省步 想食馬薯參香菰 

… 

九月隻共兄實說 打算敢是落后月 着緊買菜乎阮配 今日卜食一柯粥 

  醬瓜群肉好不好 恰鹽不隻食能落 後日着有子通抱 免得本成防笑無494 

 

〈病子歌〉 

正月算來桃花開，娘仔病子無人知，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山東香水梨。 

二月算來田草青，娘仔病子面青青，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枝尾檨仔青。 

三月算來人播田，娘仔病子心艱難，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老酒一大瓶。 

四月算來日頭長，娘仔病子面黃黃，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唐山烏樹梅。 

                                                      
492

 Lizzie Parry, “What do your food cravings say about you? From chocolate to sweets, meat to 

stodgy carbs, they can provide crucial clues to your health.” Daily Mail Online, 2015/01/28, 網址：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923675/What-food-cravings-say-chocolate-sweets-meat-sto

dgy-carbs-provide-crucial-clues-health.html，讀取日期：2015/8/20。 

493
 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臺灣舊慣習俗信仰》（1933）（臺北：眾文書局，1989），頁

123。 

494
 《最新病子歌》（1932），頁 1a – 1b。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923675/What-food-cravings-say-chocolate-sweets-meat-stodgy-carbs-provide-crucial-clues-health.html
http://www.dailymail.co.uk/health/article-2923675/What-food-cravings-say-chocolate-sweets-meat-stodgy-carbs-provide-crucial-clues-healt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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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算來人爬船，娘仔病子心悶悶，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海頂雙糕潤。 

六月算來碌碡天，娘仔病子倚床邊，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鳳梨炒豬肝。 

七月算來人普渡，娘仔病子無奈何，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枝尾酸楊桃。 

八月算來是中秋，娘仔病子面憂憂，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蕭壠文旦柚。 

九月算來厚葡萄，娘仔病子心焦燥，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老酒朕鴨母。 

十月算來人收冬，娘仔子落腹內空，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老酒朕雞公。 

十一月算來是冬天，娘仔抱子倚門邊，哥仔問娘愛食物，愛食羊肉炒薑絲。 

十二月算來是年邊，娘仔抱子靠床墘，哥仔問娘穿甚麼，愛穿綾羅要過年。495
 

 

〈最新病子歌〉 

正月正月新，娘今病子涎直珍，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新炙脚車籐。 

二月百花開，娘今病子心直威，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生蚵煞烟簑。 

三月是清明，娘今病子心直爭，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冷冷雞卵冰。 

四月荔芰紅，娘今病子心忙忙，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王萊較清香。 

五月人縛粽，娘今病子腹空空，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綠豆較輕鬆。 

六月蓮花美，娘今病子目  ，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甘蔗隨匝 。 

七月人普渡，娘今病子嘴鋪鋪，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菜鴨煮毛孤。 

八月是中秋，娘今病子面憂憂，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烏醋炒魚鰍。 

九月日頭短，娘今病子袂穿鞋，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雞爛朕高麗。 

十月十月 ，娘今病子心直弱，君今問娘愛食物，愛食豬肚朕補藥。496 

                                                      
495

 黃得時：《台灣歌謠之研究》（1967），收於《黃得時全集》（台南：台灣文學館，2012），

第九冊，頁 499－500。 

496
 《蕊翠新歌》（台北：光明社，1932），頁 3b–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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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病子歌〉《蕊翠新歌》（圖片取自台灣大學典藏數位化計畫） 

 

懷孕前期孕婦通常因為孕吐胃口差而嗜吃蜜餞或酸味的菓品，這一類的食物

在病子歌中特別多，例如：檨仔青、烏樹梅、酸楊桃、鹽七珍及鳳梨。也有孕婦

在懷孕期間特別嗜吃甜食的，因此，病子歌中可以發現也有不少的甜食，如脚車

籐（麻花捲）、雙糕潤、綠豆（湯）等。此外，孕婦也會「思食白糖泡藕粉」、「山

東香水梨」，以較清涼的食材藕粉和梨子等鮮果，來因應孕婦因懷胎而升高的體

溫不適。「四月病子人威寒 趕緊綿裘提來拌」，威寒（畏寒）怕冷，是因為人體

缺鐡，「思食竹筍群蟶干」則是因為蟶中含有豐富的鐡質。孕婦又容易缺鈣，必

須充份補鈣，以「烏醋炒泥鰍」可以藉著醋促進鈣質的吸收。及至懷孕中後期，

則有「香菰炒荸薺」這種「消腫、除濕」類的食材。此時又因孕婦容易貧血缺鐵

質，所以應食用肝腎、肉類等來補充。「鳳梨炒豬肝」酸甜下飯，而且鳳梨含錳，

豬肝含鋅，都是胎兒骨骼及腦部發育不可或缺的要素。「竹筍群蟶干、蚵干」等

菜餚，則是以竹筍補充纖維質，預防孕婦便秘，以蚵、蟶來補充鈣、鋅、及鐡質。

又比如「老酒燉鴨母」，因為懷胎九月時，腳部浮腫，晚上不好入眠，難免心情

焦燥，食用鴨肉正可治腳氣、體虛。到了十月分娩後，依傳統作月子的飲食慣例，

要吃麻油雞，即「老酒朕雞公」，或「雞爛（尚未下蛋的母雞）朕高麗」。《本草

綱目》提及雞肉的功效為「鷄性補，能助濕中之火。病邪得之，為有助也」、「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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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羸」， 497凡病弱及孕產婦皆宜。燉雞湯一般選用母雞，因其脂肪多，燉湯滋味

鮮美。但麻油雞選用公雞則是因為公雞脂肪少，湯汁不至於太油膩。498人參雖有

補益氣血的作用，但孕婦則不建議食用，此處列為病子時期的飲食，不知有何根

據。至於「愛食豬肚朕（燉）補藥」則是因為豬肚含有蛋白質及脂肪，具有補虛

損，健脾胃的功效，不管是懷孕後期或產後都對孕產婦很有補益。 

以上的分析結果，顯示病子歌之類的歌仔冊飲食內容，與孕婦的生理狀況有

所搭配。這理論與 Shona Wilkinson 提出的看法相符合。可知病子歌的內容確實

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孕婦身體的需求。 

另一方面，孕產飲食也受到長久以來孕產經驗累積成的民間知識的制約。根

據經驗累積的建議孕產飲食，較集中呈現在產婦分娩過後及嬰孩滿月前的飲食。

在玉珍書局《最新病子歌》中，懷胎足月的產婦生下嬰兒後，由於分娩後體力耗

盡感到飢餓，丈夫於是趕緊為她準備食物。「一塊桔餅做四周，帝腹人着煮麻油，

煞參一杯舊紅酒，后日骨節即賣抽」（頁 2 下）。帝腹即「硩腹」（teh-pak），指

的是產婦分娩後，以滋補品為她填肚子。加了紅酒的麻油桔餅，據說可以預防日

後關節酸痛。499接著又炒麻油飯，「野未三日雞免刣」（生產尚未三日不必殺雞）

指的是生了嬰孩後第三天要吃的「硩腹雞」。500硩腹雞的作法，即臺灣民間熟知

的「麻油雞酒」，是以麻油爆香老薑，炒雞肉後再加米酒一同煮的雞湯。麻油被

視為一種滋補品，其屬性熱，對失血的產婦有益，且可促進子宮收縮，讓產婦早

日恢復。501對於新生兒，由於產婦在產後前三天尚未有足量泌乳，因此有餵甘

草水、砂糖水或蜂蜜民俗，此外也用黃蓮等草樂以解胎毒，502「冬蜜甘草捧到

位，湯匙歐仔捧做堆，…飼甘草水在眠床」（頁 3 上）。 

產後第三天才幫嬰兒洗澡，並抱到神明廳堂去拜神佛祖先。這一天親戚朋友

都會來道賀送禮，產家則作油飯分送親友鄰里，富家也有宴客之舉。503《最新

                                                      
497

 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禽部第 48 卷，頁 2584。 

498
 鍾麗華：〈麻油選公雞、白斬挑母雞／冬令進補，台灣土雞最對位〉，《自由時報》生活版，

2010 年 11 月 16 日。 

499
 此處的紅酒指的是以紅麴釀成的紅露酒，不是時下用法中指的紅葡萄酒。 

500
 黃氏鳳姿，〈做月內〉，《民俗臺灣》中文版第四輯（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頁 58 – 

60。 

501 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臺灣舊慣習俗信仰》，第二編〈生育禮俗〉，頁 127。 

502
 所謂胎毒，依照中醫的說法，指的是孕母體內積累的污濁毒邪物質，現代醫學對胎毒的義則

是指產婦與嬰兒身上的皮膚症狀與便秘的情形。林奕如：〈媽媽寶寶雜誌採訪稿──認識胎毒〉，

2014/12/04, https://tcmfemh.wordpress.com/tag/%E8%83%8E%E6%AF%92/ 讀取日期：2015/11/3。  

503
 片岡巖，《臺灣風俗志》，頁 5。 

https://tcmfemh.wordpress.com/tag/%E8%83%8E%E6%AF%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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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子歌》：「三日那卜銃油飯，…買卦蝦美真青尺，…糯米汝糴十四包，大概安年

敢有到，諒加通倖厝邊兜， …也拴猪油甲味素，買有十斤个香孤，着拴恰濶个

地所，作三十塊新敢胡。」出生後廿四天，為嬰兒剃頭，同時文中這對夫妻就商

量著要請人做滿月時要送人的粿及麵圓：「打算粿着請人做，彼年多米上卜恢，

吩咐粿店作麵員，通杏親成甲厝邊」（頁 4 下）。又因為「親成五什即吝罪，朋友

姊妹有交倍」，想邀請的賓客眾多，所以準備了「三十塊幼槕」來辦滿月宴。其

中還有「三十塊棹做二日」的細節，推想因為過去庶民宴客時多採取外燴「辦桌」

的方式，受限於場地及人力，一次可能無法辦三十棹，因此得分成兩天才能宴請

完所有的親友。 

以上關於孕產飲食的民俗參照的文獻有片岡巖的《臺灣風俗志》（1921）以

及鈴木清一朗的《臺灣舊慣習俗信仰》（1933），《最近病子歌》和《蕊翠新歌》

的出版年代都是 1932 年。據此，我們可以判斷歌仔冊中的相關描述相當接近的

反映了當時的孕產飲食風俗。 

 

三、代結語 

俗文學中常有雙方爭競的題材，以鬥口或大戰的形式作架構，缺乏具體情節，

只有事物性質的羅列，例如敦煌俗曲中的《茶酒論》，茶與酒為了爭論誰能稱雄，

各自吹噓自已的優點特色，同時也貶低對方的性質。像爭吵般的你來我往之中，

窮盡了各自的優劣。歌仔冊中的《胡蠅蚊子大戰歌》則敘述蒼蠅和蚊子因細故起

爭執，雙方不憤，各自招來助陣的友人，陸續加入這場大戰的有各種昆蟲及爬蟲，

對戰的過程用了許多生動的描述來表現出出場的蟲類特徵。除了雙方大戰外，情

節並無其他發展，似乎只在炫耀歌仔先可以如何將物類的知識作百科全書式的舖

陳。筆者原以為俗曲中的飲食排列應也屬相同性質，然而根據以上的分析後得知，

歌仔冊中宴席菜及病子時嗜食的食物，並非只是羅列個別食物的特色，而需兼顧

整套宴席菜色的搭配或是與孕婦身體狀態的協調，內中體現出豐富的民間知識體

系。相對的，續作或改編的歌仔先若只想填補版面，就未必能反映原初的飲食邏

輯。本文的發現，值得我們對歌仔先編寫歌仔冊的過程再作重新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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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林明德教授發言稿 

 

本文為民間飲食之專題論述。全文分兩節，約八千字。一、本文是作者在〈歌

仔冊中的宴席及孕產飲食〉一文的基礎上，進一步的論述，論述焦點為民俗飲食

的宴席飲食與孕產飲食。 

二、作者藉著飲食內容的比對，推想歌仔先偏寫歌仔的一些規律與社會風俗的改

變。 

其論述之用心，值得肯定。惟論文仍存在若干問題，有待進一步去斟酌，例

如： 

一、宜考慮中醫、民俗療法之觀點詮釋懷孕現象。 

二、Shona Wilkinson 宜作介紹。 

三、歌仔先(一見)／歌仔仙(五見)宜一致。 

四、「腹內」／「幾葩」宜進一步說明。 

五、「以嚮親友……」，「嚮」／「饗」？ 

六、「一句主人交待的」，「待」／「代」？ 

七、「但若加意追求」，「意」／「以」？「五柳枝」／「五柳居」？ 

八、宜在摘要簡述本文的「發現」。 

九、論文第二部分孕產飲食仍有發揮空間。例如「先列出三首病子歌」？ 

十、結論列舉敦煌曲中的《茶酒論》，點到為止，宜加以例證。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未授權刊登) 

 

審查結論：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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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稀見通俗小說《臺灣外誌》考論 

——版本系統再考與「搶灰輸棺材」傳說述論* 

 

柯榮三 

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作者不詳的稀見清代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約成書於 19 世紀晚期），書分

前、後傳（「前傳」全稱《臺灣外誌前傳繡像明季孤忠五虎鬧南京》，「後傳」全

稱《臺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與江日昇（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

18 世紀初期）自云「以應纂修國史者採擇焉」作為目的撰述之《臺灣外記》（1704

年序刊本），在題名上僅有一字之差，兩部作品內容皆以鄭成功（1624-1662）父

子四代興衰事蹟為敘事背景，不過內容性質卻多有不同。 

本文首先根據筆者所蒐集的《臺灣外誌》及相關研究資料，修正舊有對於《臺

灣外誌》的版本系統區分，將《臺灣外誌》的版本系統化繁為簡，重新彙整為 5

種。其次，《臺灣外誌》題名中「五虎鬧南京」、「五虎將掃平海氛記」所指的「前

五虎」（或稱「上五虎」，鄭成功時代部將）、「後五虎」（或稱「下五虎」，鄭經時

代部將）等武將傳說，頗值得關注，例如，翁國樑《漳州史蹟》（1935）記載漳

州流傳「五人三條褲」、「搶灰輸棺材」等，皆是與「後五虎」傳說有關的諺語。

其中，「搶灰輸棺材」正來自「後五虎」之一的柯彩傳說，《後傳》第 21 回〈柯

彩無奈報母喪，李富忿怒不理甥〉至第 22 回〈行家憐貧贈喪費，柯彩搶灰輸棺

材〉所敘者正是此事。有關「搶灰輸棺材」的傳說或諺語不僅流傳於漳州，還可

以在泉州、金門、臺灣等地發現蹤跡。就「搶灰輸棺材」傳說在閩南、臺灣的概

況來看，隱約反映出石灰在閩南喪俗中具有某種特殊意義。從《臺灣外誌》這部

小說故事內容的時代背景與閩南民間傳說人物身上，我們還可以發現柯彩、林興

珠、萬正色、許盛等傳說主角，皆是活躍於 17 世紀且功勳卓著的閩南武將，尤

其柯彩、林興珠、許盛三人原本皆曾在鄭氏陣營中效力，嗣後方轉投清軍，其發

跡經歷可謂多有相仿之處，頗為耐人尋味。 

 

【關鍵詞】：臺灣外誌、鄭成功、臺灣外記、搶灰輸棺材、閩南文化 

                                                      
*本文為筆者執行【104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稀見清代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整理與研

究】（計劃編號：104-2410-H-224 -037 -）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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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作者不詳的稀見清代通俗小說《臺灣外誌》（書分前、後傳，504約成書於

19 世紀晚期）與江日昇（生卒年不詳，約活動於 18 世紀初期）自云「以應纂修

國史者採擇焉」作為目的撰述之《臺灣外記》（1704 年序刊本），在題名上僅

有一字之差，兩部作品內容皆以鄭成功（1624-1662）父子四代興衰事蹟為敘事

背景，不過內容性質卻多有不同。505
 

最早以《臺灣外誌》為對象進行研究者，當推 1936 年黃典誠《「臺灣外記」

與「臺灣外誌」考》，原發表於《廈門大學學報》第 7 本，506旋即獨立作為「噓

風社叢書第三種」刊行。507黃氏此著雖以《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的比較為

題，但約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以《臺灣外誌》為核心進行探討，是一篇相當重要

的開創性研究。 

2002 年，筆者〈石印本小說《繡像掃平海氛記》的發現〉，該文主要以《中

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未見」之《後傳》為討論對象，回顧前人對《後傳》的

著錄與認識概況，508礙於當時所見材料及能力有限，僅逐一檢視《臺灣史料集成》

                                                      
504

 《臺灣外誌》「前傳」全稱《臺灣外誌前傳繡像明季孤忠五虎鬧南京》，「後傳」全稱《臺

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為行文方便，本文述及《臺灣外誌前傳繡像明季孤忠五虎

鬧南京》處，將逕作《前傳》；述及《臺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處，將逕作《後

傳》；《前傳》、《後傳》合稱時，逕作《臺灣外誌》，特此說明。 

505
 黃得時在〈臺灣文學史序說〉（1943）中認為《臺灣外記》「與其說是史書，倒不如說是傳

記小說來得好」，原刊於《臺灣文學》3(3)，收入葉石濤編譯，《臺灣文學集○2 ‧日文作品選

集》，頁 8-9。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1987）亦將《臺灣外記》定位為「歷史小說兼有報

導文學之體裁」（頁 5）。然而，鑽研南明史、臺灣史的前輩學者楊雲萍卻有不同見解，1943

年 3 月，楊氏將《臺灣外記》翻譯為日文於《臺灣公論》連載，楊氏在當時為日文譯本所寫的

題解中指出，《臺灣外記》雖然在敘述體裁上偏於稗史小說，但若從內容考之，其「可信憑之

處甚多」、「可以說是一部即乎史實的歷史小說，亦可說是一部用『小說』的體裁寫成的鄭氏

一門的史傳」，楊雲萍，〈《臺灣外記》考〉，《臺灣風物》5(1): 19-20。按，〈《臺灣外記》

考〉一文係據〈臺灣研究必讀書十部（續）：七、《臺灣外記》〉（原載《公論報》「臺灣風

土」副刊 69）略加修改而來。至於本文所要探討的《臺灣外誌》，則是一部由小說家者言構

成的作品，相關討論，可見柯榮三，〈有關鄭成功小說與傳說的一項考察──以鄭成功逝世傳

說為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暨臺文所編，《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頁 109-134。 

506
 黃典誠，〈《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考〉，《廈門大學學報》7: 1-48（按，該本學報所

載論文頁碼各自獨立）。據同載於該本學報龔書煇〈陳三五娘故事的演化〉一文，其「後記」

署有日期「廿五‧五‧廿二」（頁 62），可知該本學報刊行時間當不會早於 1936 年 5 月。 

507
 黃典誠，《「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考》，共 48 頁。 

508
 柯榮三，〈石印本小說《繡像掃平海氛記》的發現〉，《東方人文學誌》1(4): 149-169。按，

臺南市立圖書館所藏者《前傳》與《後傳》俱全，原屬被譽為「文獻導師」、「鄉土資料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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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509方豪〈《臺灣外志》兩抄本和《臺灣外記》若干版本的研究〉（1958）、
510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1961）511、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1964）512、

廖漢臣《臺灣省通志卷六：學藝志．藝術篇》（1971）513、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

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1990）、514陳昭瑛《臺灣

與傳統文化》（1999）、515吳福助《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續編）》（2000）516中

                                                                                                                                                        

辭典」之石暘睢（1898-1964）舊藏，有趣的是，筆者當年係於臺南市立圖書館「日文書庫」

中發現這部稀見清代通俗小說。又，根據苗懷明的研究，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被發現的重要小

說文獻，包括有陳慶浩與王國良在韓國漢城大學奎章閣發現明代陸人龍《型世言》、周興陸在

上海圖書館發現明代吳敬梓《文木山房詩說》、官桂銓從福建省圖書館藏《清源金氏族譜》中

發現明代文言小說《麗史》、朱恒夫在鎮江圖書館發現晚清小說《觸目驚心》、竺青在中國社

會科學院圖書館發現 3 種清末白話小說殘卷（《照膽臺》、《救生船》、《萃美集》）、沈津

從韓南（Patrick Hanan）藏書中發現 26 種未被《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著錄的小說與雖被著

錄但版本不同的小說 49 種，以及筆者於臺南市立圖書館發現的《後傳》，苗懷明，《二十世

紀中國小說文獻學述略》，頁 127-128。 

509
 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編，《臺灣史料集成》，頁 14。 

510
 方豪，〈《臺灣外志》兩抄本和《臺灣外記》若干版本的研究〉，收於方豪，《方豪六十自

定稿》，頁 881-952。按，該文最初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8: 21-96。 

511
 呂訴上，《臺灣電影戲劇史》，頁 163。 

512
 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頁 618-619。按，謝國楨《晚明史籍考》成書於 1933 年 5 月，

今可見有臺北藝文印書館 1968 年 4 月初版本，惟謝氏《晚明史籍考》卷 13〈賜姓始末：記賜

姓成功之書籍存目〉中論《臺灣外記》時（頁 741-761），尚未見列有《臺灣外誌》。1962 年

3 月，謝國楨發表〈有關鄭成功史乘輯錄〉，文中介紹《臺灣外記》時，述及「《臺灣外記〔誌〕

前傳》十五冊即繡象〔像〕明季孤忠五虎鬧南京傳，廈門會文堂本《臺灣外記〔誌〕》後傳，

與《明清鬪記》一書多同，惜未見傳本」，此則書目敘錄最末有「據《臺灣史料集成》載有明

末清初刻《臺灣外紀〔誌〕》前傳，封面題『繡象〔像〕明季孤忠五虎鬧南京』，則此書非近

人所撰，流傳已久，似其故事演變，亦有所本」之語（《廈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2(1): 

180-81），可見謝氏著錄《臺灣外誌》，恐係參考《臺灣史料集成》（1931）所得。又，根據

謝國楨 1979 年 3 月為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刊印《增訂晚明史籍考》所寫的〈前言〉所敘，《晚

明史籍考》係於 1964 年「經過修訂，改名《增訂晚明史籍考》，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再版

發行」（正文前，頁 1），本文所引《增訂晚明史籍考》，即為 1964 年「原中華上編版」，

後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之「1981 年 2 月新一版」，為標明《臺灣外誌》在前人研究中被

注意到的時間點，《增訂晚明史籍考》的出版時間仍標注為「原中華上編版」的 1964 年。 

513
 廖漢臣，《臺灣省通志卷六學藝志．藝術篇》，頁 1a。 

514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頁 670-672。 

515
 陳昭瑛，《臺灣傳統與文化》，頁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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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及《後傳》相關記錄的來龍去脈，並介紹《後傳》（廈門文德堂本，1909）的

版本與內容概要。 

2003 年，李秉乾發表〈淺談《臺灣外志繡像五虎鬧南京傳四卷六十三回》

與《臺灣外志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四卷六十三回》〉。該文介紹了廈門大學

圖書館藏《前傳》、《後傳》，注意到《前傳》正文僅有四卷但目錄卻作十五卷的

現象，並著錄了《前傳》版心作「繡像五虎鬧南京正集」，《後傳》版心作「繡像

五虎鬧南京續集」（按，2004 年《臺灣文獻匯刊》第 1 輯第 6 種收錄廈門大學圖

書館藏本複印出版時，竟將版心切去），有其參考價值，惟李氏認為《臺灣外誌》

「不論是歷史人物還是故事情節，大多與正史相符或相去不遠」，甚至出現「完

全符合正史的記載」、「由此見證《後傳》的歷史文獻價值之珍貴」等評語，517實

有過譽之嫌。 

2004 年《臺灣文獻匯刊》第 1 輯第 6 種收錄廈門大學圖書館藏「佚名：臺

灣外志」正式出版，替有志研究者接觸《臺灣外誌》提供了相當大的便利518。是

以筆者於 2007 年撰有〈有關鄭成功小說與傳說的一項考察──以鄭成功逝世傳

說為例〉，該文聚焦於《臺灣外誌》所敘鄭成功逝世情節，取之與民間流傳其逝

世傳說進行比較，初步探討了小說與傳說之間的關係519。又根據此文可知，原來

許丙丁520、盧嘉興521、施翠峰522等前人的論著當中，亦皆曾經提及或援引過《臺

灣外誌》這部通俗小說的部份內容。 

2014 年，筆者又有〈閩南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版本與流傳〉一文，藉

助前人研究再加上筆者長年追蹤調查，羅列所知見的《前傳》7 種，《後傳》4

種（按，本文中已修訂增列至《前傳》8 種，《後傳》6 種，詳見後文）版本概況，

進一步指出刊行於廈門、上海等地《臺灣外誌》，首見著錄者反而是在 1931 年由

                                                                                                                                                        
516

 吳福助，「《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續編」，頁 4。按，2013 年 12 月，吳福助、黃震南主

編的《臺灣漢語傳統文學書目新編》上下冊正式出版，有關《後傳》仍沿襲「《臺灣漢語傳

統文學書目》續編」之著錄（頁 28），未見增補已知的版本及存本。 

517
 李秉乾：〈淺談《臺灣外志繡像五虎鬧南京傳四卷六十三回》與《臺灣外志後傳繡像五虎將

掃平海氛記四卷六十三回》〉，《福建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3(3): 64-65。 

518
 其出版提要有云：「《臺灣外志（誌）》，全稱為《臺灣外志（誌）繡像五虎鬧南京傳十五

卷》（簡稱前傳）和《臺灣外志（誌）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四卷》（簡稱後傳），佚名編

纂。此書曾在二十世紀前期由廈門會文堂和上海六一書局石印發行，但因數量較少，傳世者

十分罕見。現惟廈門大學圖書館收有全本，據此影印」，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 1

輯第 1 冊，頁 418。但就目前所知，收有全本《臺灣外誌》者，其實並不僅有廈門大學圖書館。 

519
 柯榮三，〈有關鄭成功小說與傳說的一項考察──以鄭成功逝世傳說為例〉，收於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國文系暨臺文所，《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頁 109-134。 

520
 許丙丁，〈臺南市民間說書藝人〉，《臺南文化》6(1): 56-57。 

521
 盧嘉興，〈鄭成功與臺灣的王城〉，收於盧嘉興：《臺灣研究彙集》17: 88-89。 

522
 施翠峰，〈鄭成功與傳說〉，施翠峰：《思古幽情集（第 2 冊）》，頁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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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役所內臺灣文化三百年紀念會」刊行的《臺灣史料集成》上，1930 年

代《臺灣外誌》之所以在臺灣的流通，可能與日治時期著名的「蘭記書局」建立

起連結了上海、福建（廈門、泉州、漳州、福州）、南洋（呂宋島）的經銷代售

網絡有關。文末結語提到，《臺灣外誌》這一部小說家者言構成的通俗小說，其

內容性質與江日昇撰寫的《臺灣外記》迥然不同，小說中保留了諸多閩南地方傳

說，還值得繼續深入探討523。 

本文之目的，旨在根據最新掌握的文獻與資料，修正筆者先前所提出《臺灣

外誌》的版本系統區分，解決小說版本上的基本問題，進一步針對《臺灣外誌》

中所見「搶灰輸棺材」傳說及諺語在漳州、泉州、金門、臺灣等地的傳播概況提

出淺見，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二、《臺灣外誌》版本系統再考 

在 2004 年《臺灣文獻匯刊》第 1 輯收錄廈門大學圖書館藏「佚名：臺灣外

志」之前，《臺灣外誌》堪稱稀見。例如，《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1990）

編者曾見到題為「三王造反」的《前傳》（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

本），可惜《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編者當年未睹《後傳》存本，有關《後傳》

說明全係根據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1964）所載內容著錄524，換言之，《後

傳》似乎「失傳」已久，可謂稀見525。 

                                                      
523

 柯榮三，〈閩南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版本與流傳〉，發表於「第六屆民間歷史文獻論壇」，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辦。廈門，2014 年 12 月 6-7 日，頁 163-175。 

524
 據《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著錄《前傳》，「三王造反，四卷六十三回，存……藏中國社

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後傳》則著錄云：「……五虎將掃平海氛記，六十三回，

未見／不題撰人／上海六一書局石印本，未見／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卷十三〈鄭氏始

末〉錄《臺灣外誌前傳繡像明季孤忠五虎鬧南京六十三回後傳五虎將掃平海氛記六十三回》，

按《臺灣外誌前傳》即《三王造反》；《後傳五虎將掃平海氛記》，未見」，江蘇省社會科

學院明清小說研究中心文學研究所編，《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頁 670-672。 

525
 其他小說研究工具書，例如劉世德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於 1993 年 4 月初版刊行，

至 2006 年有修訂 3 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著錄「三王造反」（頁 445）；劉葉

秋主編《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7 月）著錄「三王造反」

（頁 826）、「五虎將掃平海氛記」（頁 826）；陳大康《中國近代小說編年》（上海：華東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著錄「三王造反」（頁 298）、「五虎將掃平海氛記」（頁

298）；石昌渝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 9 月）

著錄「三王造反」（頁 315）、「五虎將掃平海氛記」（頁 402），各家著錄文字皆不脫《中

國小說總目提要》所載。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典小說大辭典》著錄「臺灣外紀」之時反

而又提到「靜遠軒張雋堂抄本」、「廈門會文堂石印本」云云（頁 737），但這明顯是張冠李

戴，誤把江日昇《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混為一談，或皆因《臺灣外誌》稀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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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收藏漳州的老人」之稱的馮水國，自 2000 年起開始蒐集以閩南（特

別是漳州）歷史人物為主角的通俗小說526。2015 年 1 月，馮水國將所蒐集到的

《五虎鬧南京》、《大明忠義傳》、《明季拾遺竹蘆馬》、《五虎掃平海氛記》

4 種小說，分別編輯整理成冊，影印成《稀見漳州傳統章回小說彙刊》正式刊行
527，這是目前所知有關《臺灣外誌》最新的刊布情況。 

筆者在〈閩南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版本與流傳〉（2014）中，曾把《臺

灣外誌》的版本系統列為《前傳》5 種（含 7 個版本）：1.四卷本；2.八卷本；

3.廿卷本；4.四集本；5.卷帙不明本。《後傳》3 種（含 4 個版本）：1.四卷本；

2.八卷本；3.四集本528。惟當時所提出的版本系統區分，實有不週與不足之處，

例如，漏將「霞漳西隅總鎮街靜遠軒張雋堂鈔訂本」列入計算；亦未及見到《前

傳》「廿卷本」。事有湊巧，就在文章發表不久後，筆者幸運獲得《前傳》「廿

卷本」（封面、扉頁缺，第 63 回第 18 葉以下亦缺），目驗此本後證實了筆者提

出「所謂『二十卷』僅見於目錄所載，內文實際上是釐為八卷」的推測無誤529。

如此一來，恰好可將《臺灣外誌》的版本系統化繁為簡，重新彙整為 5 種，列表

如下： 

 

（一）四卷本 

《前傳》 《後傳》 

1、廈門會文堂書局本 

封面：未見 

扉頁：未見 

目錄：臺灣外誌繡像五虎鬧南京／十五卷（按，

正文實僅四卷）／六十三回 

存本：（1）廈門大學圖書館 

（2）呂訴上 

（3）楊永智 

備註：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本已收入陳支平主編《臺

灣文獻匯刊》第一輯（北京：九州出版社；

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1、廈門會文堂書局本 

封面：未見 

扉頁：最新臺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

／內附大破磁州城／廈門會文堂印行 

牌記：未見 

目錄：臺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四

卷／六十三回（按，正文實有六十四回） 

存本：（1）廈門大學圖書館 

（2）廈門圖書館 

（3）呂訴上 

（4）楊永智 

備註：廈門大學圖書館藏本已收入陳支平主編

                                                      
526

 截至 2007 年為止，已知馮水國至少蒐集了《臺灣外誌》《前傳》（廈門新民書社本）、《後

傳》（廈門文德堂本）等版本，汪洋撰文，馮水國提供圖，〈通俗故事——上、下五虎〉，

《薌城文史資料》18(總 36): 20。另可參見林南中，〈「收藏漳州」的老人〉。《閩南日報》

2008 年 12 月 3 日 D5 版「周刊」。 

527
 〈稀見漳州傳統章回小說面世〉。《海峽都市報（閩南版）》2015 年 1 月 21 日「同城／漳

州」A9 版。 

528
 柯榮三，〈閩南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版本與流傳〉，頁 164-169。 

529
 筆者當時推論「楊永智庋藏『上海中華圖書館本』二十卷，筆者尚無緣寓目，惟根據楊氏著

錄版式特徵，筆者推測該本實際上或許與上海六一書局本一樣，所謂『二十卷』僅見於目錄

所載，內文實際上是釐為八卷」，柯榮三：〈閩南通俗小說《臺灣外誌》的版本與流傳〉，

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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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獻匯刊》第一輯（北京：九州出

版社；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2、廈門新民書社再版本 

封面：五虎鬧南京／廈門會文堂書局印行 

扉頁：最新臺灣外誌前傳繡像明季孤忠五虎鬧南

京／廈門新民書社再版 

目錄：臺灣外誌繡像五虎鬧南京／十五卷（按，

正文實僅四卷）／六十三回 

存本：（1）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文庫 

（2）臺南市立圖書館日文書庫（石暘睢舊

藏） 

（3）楊永智 

（4）馮水國（？） 

備註：馮水國藏本（四卷本系統）已收入《稀見漳

州傳統章回小說彙刊》（2015 年 1 月）530
 

2、廈門新民書社再版本（1929） 

封面：未見 

扉頁：最新臺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

／內附大破磁州城／廈門新民書社印行 

目錄：臺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四

卷／六十三回（按，正文實有六十四回） 

牌記：民國己巳年（1929）秋廈門新民書社石印 

存本：（1）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文庫 

（2）楊永智 

 

 

 

3、上海漢文書局本 

封面：臺灣外誌五虎鬧南京／上海開文書局531
 

扉頁：明末清初臺灣外誌五虎鬧南京增像全圖三

王造反／上海漢文書局印行 

目錄：臺灣外誌繡像三王造反／十五卷（按，正

文實僅四卷）／六十三回 

存本：（1）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文庫 

（2）臺灣圖書館（原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3）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 

（4）楊永智 

（5）柯榮三 

（二）八卷本 

《前傳》 《後傳》 

1、上海六一書局本 

封面：內詳五虎鬧南京傳秘本台灣外誌／上海六

一書局石印 

扉頁：內詳五虎鬧南京傳秘本原稿臺灣外誌／上

海六一山房石印 

目錄：臺灣外誌繡像五虎鬧南京／二十卷（按，

正文實僅八卷）／六十三回 

存本：臺灣大學圖書館楊雲萍文庫 

◎廈門文德堂本（1909） 

封面：五虎鬧南京續集／繪圖五虎將掃平海氛記 

扉頁：最新臺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

／內附大破磁州城／廈門文德堂石印發

兌／宣統元年（1909）仲冬印刷 

牌記：版權所有 

目錄：臺灣外誌後傳繡像五虎將掃平海氛記／八

卷／六十三回（按，正文實有六十四回） 

存本：（1）臺南市立圖書館日文書庫（石暘睢舊

藏） 

     （2）柯榮三 

（3）馮水國（？） 

2、上海中華圖書館本 

封面：五虎鬧南京 

扉頁：未見 

目錄：臺灣外誌繡像五虎鬧南京傳／二十卷（按，

                                                      
530

 按，《稀見漳州傳統章回小說彙刊》所收版本，封面繪「鄭國姓像」，書題「五虎鬧南京」，

邊框下署「廈門新民書社印行」，與筆者所見封面署「廈門會文堂書局印行」，扉頁題「廈

門新民書社再版」此版本僅有封面不同，內文版式行款則無異。此本或係新民書社將封面、

扉頁皆統一改作「廈門新民書社印行」的後期版本，姑繫於此，以待後考。承蒙廣州中山大

學中文系博士後研究員潘培忠先生提供《稀見漳州傳統章回小說彙刊》書影，特申謝忱。 

531
 按，「上海開文書局發行」，據臺灣圖書館藏本封面題籤著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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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實僅八卷）／六十三回 

存本：（1）楊永智 

（2）柯榮三（首尾略殘） 

備註：馮水國藏本（八卷本系統）已收入《稀見

漳州傳統章回小說彙刊》（2015 年 1 月）532
 

（三）四集本 

《前傳》 《後傳》 

◎上海文新書局本（1935） 

封面：五虎鬧南京（第一冊封面存，第二冊封面殘） 

書背：五虎鬧南京（全二冊）／香港書局印□ 

目錄：第一冊為第 1 回至第 25 回（按，本冊目錄

已佚，據第二冊目錄推定）。第二冊為第 26

回至第 63 回 

版權頁：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三月初版／五

虎鬧南京第一冊（按，第二冊版權頁缺）

／定價一元四角／出版者：文新書局／印

刷者：榮華印社／星架坡分發行所：正興

公司／代售處：星架坡牛車水戲院橫街永

成書局／總發印所：上海閘北蒙古路北公

益里協成書局 

存本：（1）文訊雜誌社（黃茂盛舊藏）533
 

（2）柯榮三 

◎上海標準印書館本（1936） 

封面：台灣外誌／上海文新書局印行（第三集、

第四集） 

書背：未見 

目錄：第 1 回至第 37 回，首頁首行下標「三集」 

第 1 回至第 27 回，首頁首行下標「四集」 

版權頁：中華民國二十五年（1936）四月初版／

第三集全一冊／定價大洋壹元四角／

標點者：引翔老人／校訂者：申江居士

／出版者：標準印書館／印刷者：標準

印刷所／總經售處：上海蒙古路公益里

香港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1936）四月初版／

第四集全一冊／定價大洋壹元四角／

標點者：引翔老人／校訂者：申江居士

／出版者：標準印書館／印刷者：標準

印刷所／總經售處：上海蒙古路公益里

香港書局 

存本：（1）中國國家圖書館 

（2）臺北文訊雜誌社（黃茂盛舊藏，僅存

第三集）534
 

                                                      
532

 按，《稀見漳州傳統章回小說彙刊》所收版本，封面繪「鄭經像」，書題「繡像五虎掃平海

氛記」，邊框下署「廈門新民書社印行」，但內容版式行款概與筆者所見文德堂本相同，有

可能是《稀見漳州傳統章回小說彙刊》編印時，其編者取新民書社本封面（八卷本系統）配

補文德堂本內容（四卷本系統）所致，姑繫於此，以待後考。承蒙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博士

後研究員潘培忠先生提供《稀見漳州傳統章回小說彙刊》書影，特申謝忱。 

533
 據楊永智「《臺灣外記》相關版本一覽表」第 31 種著錄，「五虎鬧南京（下）／上海文新書

局」，版式特徵為「民國 25 年（1936）3 月鉛印本，63 回 1 冊，封面：五虎鬧南京下，上海

文新書局印行。版權頁『標點者：引翔老人，校訂者：申江居士，出版者：標準印書館，印

刷者：標準印刷所，總經售處：上海蒙古路公益里香港書局，定價一元四角』」（楊永智，

《明清時期臺南出版史》，頁 80）。按，此即上海文新書局出版《五虎鬧南京》「第二集」，

按，此版本的第 2 冊內容應當僅有《前傳》第 26 回至第 63 回，楊氏敘錄所謂「63 回 1 冊」，

恐係誤記。 

534
 據楊永智「《臺灣外記》相關版本一覽表」第 32 種著錄，「臺灣外誌（上）／上海文新書局」，

版式特徵為「民國 25 年（1936）4 月鉛印本，37 回 1 冊，封面：臺灣外誌上，上海文新書局

印行。版權頁『標點者：引翔老人，校訂者：申江居士，出版者：標準印書館，印刷者：標

準印刷所，總經售處：上海蒙古路公益里香港書局，定價一元四角』」（楊永智：《明清時

期臺南出版史》，頁 80），按，此版本該冊當係上海文新書局出版《台灣外志》之「第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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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帙不明 

《前傳》 《後傳》 

◎上海大一統書局本 

存本：不詳535
 

（同左） 

（五）廿八冊本 

《前傳》 《後傳》 

◎霞漳西隅總鎮街靜遠軒張雋堂鈔訂本 

存本：不詳，僅知 1926 年間藏於漳州東門打錫巷

「余文」處536
 

（同左） 

經此重整，可知《臺灣外誌》的版本系統至少有 5 種，除了「卷帙不明」（上海

大一統書局本）、「廿八冊本」（霞漳西隅總鎮街靜遠軒張雋堂鈔訂本）等 2

種狀況不明以外，目前可以確定者有：1.四卷本；2.八卷本；3.四集本等 3 種系

統。 

首先，在「四卷本」方面，廈門會文堂書局、新民書局，分別刊行過四卷本

《前傳》、《後傳》。上海漢文書局有無刊行過四卷本《後傳》？尚有待考。其

次，在「八卷本」方面，上海六一書局、上海中華圖書館刊行過八卷本《前傳》，

照理說可能也會出版八卷本《後傳》；反之，廈門文德堂出版過八卷本《後傳》，

同樣也可能出版過八卷本《前傳》，可惜據目前所見文獻，皆無可徵。最後，所

謂「四集本」，蓋因《前傳》、《後傳》又各自被分為兩冊，即「一集」、「二

集」為《前傳》（上海文新書局，1935），「三集」、「四集」為《後傳》（上

海標準印書館本，1936），從裝幀款式與出版資料來看（如版權頁為上海「標準

印書館」的《後傳》，封面卻署「上海文新書局」），「四集本」的出版，當皆

與「文新書局」有關。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四集本」《前傳》版權頁載有「星架坡分發行所：正

興公司／代售處：星架坡牛車水戲院橫街永成書局」，可以知道《臺灣外誌》1930

年代已經流傳到南洋地區，其背後因素當與南洋有大量的閩南移民讀者有關；至

於「四集本」《後傳》版權頁中所出現的「標點者：引翔老人，校訂者：申江居

士」是誰？從清末的石印本改換成民國的新式標點排印本的過程中，這所謂的「標

點者：引翔老人，校訂者：申江居士」是否有進行過加工或刪改？上述問題筆者

正在處理中，他日另有專文討論。 

 

三、《臺灣外誌》中「搶灰輸棺材」傳說述論 

根據黃典誠的研究，在《臺灣外誌》與《臺灣外記》之間，曾經存在一個「原

誌」，這個「原誌」是據《臺灣外記》改編而來，嗣後才又有人在此「原誌」的

                                                                                                                                                        

亦即《後傳》第 1 回至第 37 回，該本封面固然標為「上海文新書局印行」，但若據版權頁所

載，出版者似宜記為「上海標準印書館」。 

535
 筆者未見，據黃典誠，《「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考》著錄，頁 10-11。 

536
 筆者未見，據黃典誠，《「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考》著錄，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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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之上，再添加許多街談巷議的民間傳說，編寫成我們所見到的《臺灣外誌》。

前人編著《臺灣外誌》時增添的這些民間傳說材料，保留了不少閩南地區的民情

風俗，有其作為通俗小說的價值，「不容我們忽略了它」537。 

筆者曾經討論過《臺灣外誌》所敘鄭成功逝世情節與民間傳說的關係538，事

實上，《臺灣外誌》題名中「五虎鬧南京」、「五虎將掃平海氛記」所指的「前五

虎」（或稱「上五虎」，鄭成功時代部將）、「後五虎」（或稱「下五虎」，鄭經時代

部將）等武將傳說也值得我們關注。按，漳州地區「五虎」的傳說歷久不衰，但

《前傳》所列「前五虎」甘輝（？-1658，漳州海澄人）、萬禮（1612-1659，漳

州平和人）、陳魁奇（生卒年不詳）、陳豹（生卒年不詳）、陳典（生卒年不詳）539，

與漳州當地所說「前五虎」為甘輝、萬禮、郭義（生卒年不詳）、蔡祿（？-1673，

漳州漳浦人）、劉國軒（1629-1693，汀州長汀人）540，似乎頗有差異；至於《後

傳》所列「後五虎」與漳州地區傳說，則一致指柯彩（生卒年不詳，漳州海澄人）、

陳龍（？-1696，漳州龍溪人）、許鳳（生卒年不詳，漳州海澄人）、吳田（生卒

年不詳）、藍理（1648-1719，漳州漳浦人）等五員大將541。 

誠如黃典誠所言，《臺灣外誌》中的民間傳說材料與民俗風情，不容我們忽

略，例如我們可以注意到，翁國樑《漳州史蹟》（1935）記載漳州流傳「五人三

                                                      
537

 黃典誠認為在《臺灣外誌》與《臺灣外記》之間，曾經存在一個「原誌」，係因注意到《臺

灣外誌》中存有「補敘原誌」的段落，其中以《後傳》第 18 回敘耿精忠事件之處最多，黃氏

選取《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內的「補敘原誌」中，將兩者對於耿精忠事件的文字進行

比較後，發現內容大意相同，但細節差異不小。同樣的情況，還可以從《後傳》第 13 回敘鄭

經自福州耿王後衙逃出後有「俗云，此番鄭王正要回臺，忽有明朝親王朱述貴〔術桂〕，前

來問渡，遂同到臺居住」之語，因為「俗云與誌載不符」，故在《後傳》此處引用了所謂的

「原誌」為之補敘說明，但這些用來補敘的「原誌」文字，卻不見於《臺灣外記》記敘寧靜

王朱術桂的段落。然而，《臺灣外誌》中仍不乏有與《臺灣外記》極為相似之處，例如《後

傳》第 47 回敘及監國（鄭克 ，1662-1681）夫人陳氏（？-1681）殉節所留下的絕命詩，即

是《臺灣外誌》間接改編《臺灣外記》的證據之一。是故，黃氏進一步推測，現存《臺灣外

誌》的編著者未必看過《臺灣外記》，在現存《臺灣外誌》之前尚有一部「原誌」，這部「原

誌」與《臺灣外記》較為接近，但許多街談巷議、民間傳說並未被收到「原誌」當中，現存

《臺灣外誌》便是在「原誌」的基礎上添加街談巷議、民間傳說重新編寫而成者。黃典誠：

《「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考》，頁 20-47。 

538
 柯榮三，〈有關鄭成功小說與傳說的一項考察──以鄭成功逝世傳說為例〉，收於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國文系暨臺文所，《當代的民間文化觀照》，頁 109-134。 

539
 據《秘本原稿臺灣外誌》繡像插圖所列五虎為「翻江虎」甘輝、「巡夜虎」萬禮、「飛山虎」

陳魁奇、「鑽地虎」陳豹、「穿石虎」陳典，佚名，《秘本原稿臺灣外誌》，正文前頁 3b-4a。 

540
 陳橋森、李林昌，《漳州掌故》，頁 173-175。 

541
 陳橋森、李林昌，《漳州掌故》，頁 17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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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褲」、「搶灰輸棺材」等，皆是與「後五虎」傳說有關的諺語542。其中，「搶灰

輸棺材」正來自「後五虎」之一的柯彩傳說，《後傳》第 21 回〈柯彩無奈報母喪，

李富忿怒不理甥〉至第 22 回〈行家憐貧贈喪費，柯彩搶灰輸棺材〉所敘者正是

此事。就筆者所見，有關「搶灰輸棺材」的傳說或諺語不僅流傳於漳州，還可以

在泉州、金門、臺灣等地發現蹤跡，多有可談之處，以下且就「搶灰輸棺材」傳

說在閩南、臺灣的概況分述論之。 

 

（一）漳州「搶灰輸棺材」傳說 

據翁國樑《漳州史蹟》所記，柯彩少時極貧，其母亡故後無錢下葬，幸得母

舅資助買棺材、石灰等安葬所需費用，但柯彩途經賭場，竟異想天開將錢投入賭

場，企求贏錢好為母親風光辦理後事，偏偏盡皆輸光，只好拜託好友藍理（亦為

「後五虎」之一），草草以破蓆包裹母親遺體，偷偷抬至郊外安葬。不巧天降大

雨，柯彩、藍理為了避雨暫置遺體於途，雨後回至現場，竟發現已遭山上崩下泥

沙掩埋。柯彩母舅懂堪輿風水，得知此事氣憤之餘更兼大喜，因為葬母之地乃「毛

蟹穴」，不用棺木埋葬最好，可蔭子孫榮華富貴543。 

《後傳》第 21 回〈柯彩無奈報母喪，李富忿怒不理甥〉至第 22 回〈行家憐

貧贈喪費，柯彩搶灰輸棺材〉內容，與翁國樑《漳州史蹟》所敘傳說情節基本相

同，但加入了更多具體的細節描寫。例如，小說中柯彩母舅是有名有姓的「李富」，

在浦頭魚行工作。柯彩曾經詐稱母親亡故，向李富騙來三千文清償賭債，餘款瞬

間又賭盡，敘柯彩荒唐浪蕩的形象如在眼前。 

《後傳》中幫助柯彩葬母者為陳龍（亦為「後五虎」之一，後為首任金門鎮

總兵），與《漳州史蹟》所敘者為藍理不同。李富因為已經被柯彩騙過一次，不

肯再資助喪費，所幸柯彩得到浦頭魚行「頭家」相贈三千文。這三千文備辦棺材、

衣服、工資足用，卻還缺購買石灰錢二百餘文544，途經「三間橋」賭場，柯彩盤

算著： 

                                                      
542

 按，據翁國樑《漳州史蹟》所載，漳州「五人三條褲」之諺，係傳說柯彩少時極窮，與藍理、

許鳳、吳田、陳龍等居南門外倒馬仔（地名）一處破廟，五人中只有三條褲子輪流供出外穿

用，無褲穿者在家中等候，故稱「五人三條褲」，翁國樑，《漳州史蹟》，頁 78。 

543
 翁國樑，《漳州史蹟》，頁 79。 

544
 《朱子家禮》卷 4〈喪禮〉「作灰隔」，下有注云：「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

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

尺。別用薄板為灰隔，如椁之狀，內以瀝清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墻高於棺四寸許，

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

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墻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椁，則無以容瀝清，故為此

制。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歳久結為全石，螻蟻盜賊皆不能進也」，

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柒冊》，頁 916。石灰的作用，當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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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思：「只欠二百餘文的灰錢，為着孝心來併此贏之人福氣，不過一擔灰

本就好，母親有靈，當來助戰，不敢贏亦不敢全輸。」 

 

偏偏時運不濟，無論如何下注，連賭連輸。三千文錢轉眼之間就已經輸去大半，

讓柯彩著急不已： 

 

心中恨而罵曰：「敢是孝男錢，如此衰！」柯彩聞言暗恨：「倒運！我作孝

男，他亦知？如今若不自己與他賭，喪物何來？」……柯彩自思：「我輸

錢反惹別人埋怨。」一不作，二不休，即取起筶錢曰：「待我總呼，衰旺

便知！」眾人心知柯彩落衰，各出大堆錢，柯彩總呼擲下，但運既衰，焉

得不輸……。頭家向前曰：「你們不必下手，待我來算，方有公道。」一

面將彩肩上錢取下清還，恰好二千五百零文，柯彩接了三條錢串套在頸上，

似小兒掛神串，悶悶不悅，舉步回轉向城內而來，手足俱軟難行：「母親

如此無靈，要搶灰反輸棺材，焉能埋葬？」 

 

一旁與柯彩同賭者原本賭運正旺，但柯彩加入後竟連輸數注，故心中恨而脫口咒

罵柯彩的賭金是「孝男錢，如此衰」，正好說中柯彩的心事。最後賭到只剩三串

錢收場，柯彩埋怨母親無靈，而發出「搶灰反輸棺材」之語。 

    柯彩懊惱返回住處，聽從陳龍建議備辦「軟棺材」（草蓆）葬母，二人在南

門外「覆鼎金」遇狂風大雨，暫將遺體置於山腳，這段歪打正著地以草蓆讓柯母

因泥埋天葬於「蠏穴」，庇蔭子孫榮華富貴的情節，概與翁國樑《漳州史蹟》所

載的說法相同。 

這樣的傳說讓人聯想到伍遠資《鄭成功傳說》（1933）所載的〈米籃墓〉，只

不過傳說主角換成了鄭成功兩個遊手好閒的先人，而埋葬的過程中，還多添了獲

得螞蟻相助啣沙土堆積成墳545。蔡蕙如指出，這種「人物缺乏錢銀—無棺葬母—

反得福地—因而發旺起家」是一種「天賜福地」的民間傳說，傳說中還會以「天

象突變」（如傾盆大雨）與「動物助葬」（如蟻群負土堆墳），烘托出英雄人物得

天獨厚的福份546。 

另有發表時間略晚翁國樑《漳州史蹟》的紀錄，1936 年 9 月 15 日《漳州復

興日報》「晨光」副刊第 630 期，可以見到署名「歐陽文」所撰的連載文章〈小

五虎軼事（續）〉： 

                                                      
545

 伍遠資，《鄭成功傳說》，頁 1-3。 

546
 蔡蕙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之研究》，頁 56-57。按，對於鄭成功傳說研究起步甚早的

婁子匡認為，從「動物助葬」、「裸葬」、「龍脈」幾項特徵觀察，這樣的風水傳說還可以

找到其他同型異式的例子進行比較，婁子匡，〈鄭成功〉，收入婁子匡，《神話叢話》（《國

立北京大學中國民俗學會民俗叢書》第 15 冊），頁 13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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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彩天天好賭，輸了哪裡來錢？無法就想空，哭哭啼啼到了浦頭鹽魚

市間那做賬櫃的舅舅稟報，他的舅舅哪裡知道柯彩折大爛污，含著眼淚給

了幾吊錢作為收埋之費，他錢一到手，到了賭場，一下子又精光。隔天，

他的舅舅穿著白長衫，買了銀紙來吊姊姊，到了門口，瞧見姊姊著驚不少，

以為是鬼，即要溜走，給姊姊瞥見叫住，大家說明原委，原來柯彩輸賭變

空，他的舅舅氣得半死，恨恨而去。 

無巧不成話，過了幾天，他的母親真的死掉，他只得硬著頭皮，再問

他的舅舅求助，這一回他的舅舅再也不理他了，任憑淚流滿面，大聲痛苦。

當時感動魚行老板的心，做好做歹給了幾千錢。他回來一算，棺材、神主、

壽衣等等，勉強可以應付，獨獨沒有灰，沒有灰怎麼行？於是由他的好友

陳龍出主意，將這幾千錢去打銅寶，贏了哪怕沒有灰。糟糕！又是一下子

輸得一乾二淨，垂頭喪氣回到家裡（漳俗語有「搶灰輸棺材」喻因小失大，

出典於此）。死屍又不能不埋，無辦法乘著黑夜把破蓆子捲著屍首，和陳

龍抬向南門後山而去，剛到山腳，雷雨大作，柯、陳二人作賊心虛，便把

死屍放下，溜入雙庵逃避一時（未完）547
 

 

歐陽文〈小五虎軼事（續）〉所記，出資助葬者為柯彩母舅工作魚行的老板、協

助柯彩葬母者為陳龍、以草蓆卷裹遺體要下葬時雷雨大作等等情節，與《後傳》

接近。可惜目前所見《漳州復興日報》僅存 1936 年份（1-4 月、8-10 月，廈門

圖書館藏），完整的〈小五虎軼事〉尚待查訪。 

    在另一個由楊澍、許周民講述的〈漳州俗語故事：搶灰輸棺材〉（1988）中

情節則有些許差異，例如，柯彩母舅的身分變成了「漳州東門浦頭鹹魚市做魚行

掌櫃」，當柯彩到魚行告喪跪求舅舅出資相助時，「不管柯彩怎樣哀嚎悲啼，老掌

櫃就是不理不睬。柯彩哭得死去活來，魚行眾伙計都看得過意不去，做好做歹地

幫著勸說他母舅。老掌櫃最後無奈何才丟給柯彩十多吊錢」，亦即最後資助喪葬

費用者變成了柯彩母舅。更大的不同，還在於柯彩母舅特地請來一位風水先生，

「看了地形的來龍去脈，排了羅庚（羅盤）說：『這風水是螃蟹穴，用不得石灰，

不然會把螃蟹醃死的，最好不要用棺材，只用草蓆裹葬，將來子孫必定顯貴』」548。

在《後傳》、《漳州史蹟》、〈小五虎軼事（續）〉中，柯彩母舅本是一個懂得堪輿

風水者；但在楊澍、許周民所講述內容中，新添一位風水先生，藉此來解釋螃蟹

                                                      
547

 歐陽文，〈小五虎軼事（續）〉。《漳州復興日報》「晨光」副刊 630，1936 年 9 月 15 日第

8 版。 

548
 楊澍、盧奕醒整理，〈漳州俗語故事：搶灰輸棺材〉，講述人：楊澍、許周民，收入盧奕醒、

王亦錚編，《漳州民間故事（漳州文史資料專輯）》，頁 162-164。此則傳說經過簡單改寫，

另收錄於盧奕醒、鄭炳炎編，《漳州歷史名人傳說：閩地多雄傑（下）》，頁 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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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為何不能用石灰、棺材下葬，強化風水寶地庇蔭子孫的神異色彩549。 

 

（二）泉州的「搶灰輸棺材」傳說 

在泉州一帶流傳著「搶灰錢連棺材本都輸去」的俗語，意指心存僥倖，連本

輸掉，用來譬喻時運不佳，事與願違550。但與這句俗語起源有關之人物傳說不是

漳州的柯彩，而是出身於泉州的將領林興珠（1628-1693，泉州永春人）。 

按，林興珠與叔父林日勝原為鄭成功舊部，順治十三年（1656）降清。在清

初的三藩事件中，鎮守湖南辰州的林興珠因孤立無援而於康熙十三年（1674）投

降吳三桂。康熙十七年（1678），在湖南湘潭率眾歸降清廷，是清軍擊潰吳三桂

的關鍵之一，深得康熙帝嘉許，優封為侯爵兼授建義將軍。最著名的戰功是率領

福建藤牌兵往黑龍江，在雅克薩之戰（1684-1685）中兩度擊敗羅剎（俄羅斯）551。 

傳說林興珠幼年喪父，家裡十分貧困，侍母至孝。林母因獨力養家，積勞成

疾而亡，林興珠一方面依習俗向母舅（娘家）報喪，一方面也向母舅告借購置棺

材的費用，但卻缺少了買灰的錢。林興珠返家途中路經賭場，心存僥倖地進賭場

一搏，卻把向母舅借來的錢全數輸光，自言自語道：「真是『搶灰錢連棺材本都

輸去』」。事出無奈，林興珠只好以草蓆裹住母親遺體走到山上，「選擇一處避風

洩水的地方將母親的屍體埋葬好。第二天，母舅來到林家探視，林興珠將他帶到

母親墓前，兩人沉痛地哀思著。母舅略懂風水，看到墓地坐向和穴位都不錯，也

沒有追問什麼就回去了」552。 

泉州另一位著名的將領萬正色（1637-1691，晉江人），官拜福建水師提督、

福建陸路提督，加太子少保銜553，其出身傳說〈萬提督葬母〉也被認為是「搶灰

                                                      
549

 按，《後傳》中對於螃蟹穴適合以草蓆裹葬的解釋是「李富曰：『此是蠏穴，蠏性好棲草葦，

最忌杉木故也』。」又，龍海縣流傳著〈「五人三條褲」和「搶灰輸棺材」〉（1990）也值

得參考，不過這個傳說所敘情節較為簡單，出場的主要人物亦只有柯彩、柯母、柯舅，傳說

敘述的重點在於強調柯彩拿著喪費去賭場輸盡，「這就叫『搶灰輸棺材』，日久成了閩南一

句諺語，用來諷刺因小失大的教訓」，最後結尾處僅敘「柯彩回家，只得用破草蓆，將母親

屍體捲著，背到南門後山去埋。據說遇著大風雨，把柯彩母屍沖走，天然泥和水，做到自然

天葬。後來，柯彩得勢，大家附會說是他母親葬得毛蟹穴」。講述人：蕭瑞麟，採錄人：顏

國枝，採錄時間：1990 年 6 月，王雄錚、劉漢宗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漳州市

分卷（四）》，頁 480-481；完全一樣的內容，另見錄於黃瑞金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

建卷‧漳州市分卷龍海縣卷（下）》，頁 62-63。 

550
 傅孫義編著，《泉州俗語故事》，頁 119。 

551
 張桂林、林建亭，〈清代愛國將領林興珠〉，《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3): 

111-116。 

552
 傅孫義編著，《泉州俗語故事》，頁 119-121。 

553
 懷蔭布、黃任、郭賡武纂修，《乾隆泉州府志》卷 56〈國朝勳績〉，頁 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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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棺材去」這一句俗語的來源。話說萬正色家貧，經常接受舅舅接濟，但萬正色

兄弟二人生性好賭，每每都把錢拿去賭博，舅舅發現後嚴加訓斥。萬母不幸身故，

萬家兄弟向舅舅借得幾吊錢料理喪事，偏偏不足以買安葬時要用的灰，路經賭場

兄弟二人進入一搏，望能贏得買灰錢，誰知盡輸而空，只好「用草褥代棺，趁著

黑夜無人知道的當兒，抬到附近的山坡去葬。哪知風雨又偏來和他作對，竟使中

途繩斷，不得不就在現成掘鑿的窟穴埋下去了」。萬正色舅舅精於堪輿，來看風

水後發現這是一座「困牛穴」，萬正色兄弟以草褥葬母，恰如以草入牛肚，正屬

合宜。後萬正色投身軍伍，果然飛黃騰達554。

 

（三）金門的「搶灰輸棺材」傳說 

在金門，「搶灰輸棺材」的傳說發生在人稱「許百萬」的許盛555（生卒年不

詳，泉州同安人）家族先人身上。 

據《泉州府志》（1763）所載：「許盛，字際斯，號武巖，同安人。康熙三年

（1664），自海上率眾歸誠」556，可知許盛原本也是鄭成功部屬。傳說，金門后

沙有一位孝子，家中貧苦，母親死後沒錢埋葬，向舅舅央求喪費，舅舅遂給他兩

三塊白銀。孝子從舅舅家中出來經過城隍廟口，見眾人聚賭，心想「乾脆就去跟

他們賭一睹，看能不能多贏一點，好買些灰回去，葬得好一點」，結果卻把要買

棺材的兩三塊白銀輸盡，連棺材也沒有，成了「現在人們說的『搶灰連棺材去』

的典故」。錢既輸光，無法可想，只好從家裡找出一隻米籃，把母親遺體放入擔

出門去，擔到一座山時，忽然「雷鳴閃線落大雨，狂風飛沙揚揚飛」，孝子趕緊

走避，風沙即將米籃完全蓋住。兩天後，舅舅命孝子帶去看墳，舅舅略懂風水，

一看之下大呼：「這是米籃穴！這若不用棺而用米籃來葬，可不就發得不得了

哩！」。後來，這家人就出了一個「許百萬」（許盛）557。 

                                                      
554

 此傳說後段另敘「困牛穴」風水被一女巫打破，萬正色也因故被部將控告，遂罷職歸家等事，

吳藻汀，〈萬提督葬母〉，收入吳藻汀，《泉州民間故事第五輯》（《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民

俗學會民俗叢書》第 163 冊），頁 11-19。 

555
 「自古英豪，當窮困未遇，俗耳目弗識，反從而害焉，然恆不能傷。都督許公盛微時，貧不

能治生，大為鄉族所厭苦．或食以毒虵，至中途渴欲絕，走入祖廟吸膽瓶水，水故有沈斃蜈

蚣，莫知也，而世稱蜈蚣可辟虵毒。明日，眾訝無恙，則群擊之，得族人婦擁免。迨建殊勳，

鎮南贛。先是，來鎮者前後死，僉為之危，公無恡；方上任，偶見照壁畫獸甲作金色，目閃

閃如有光，立掘毀，乃多窖金，表奏，以原金賜之，人稱『許百萬』。後假歸，重報匿免婦，

韓信漂母有以也。」林焜熿總修，林豪總輯，《金門志》（1836）卷 16〈舊事志：叢談〉，

頁 26a-26b。 

556
 懷蔭布、黃任、郭賡武纂修：《乾隆泉州府志》卷 56〈國朝勳績〉，頁 166。 

557
 〈米籃穴〉，講述人：許丕堅，採錄人：唐蕙韻，收入唐蕙韻，《金門民間傳說》，頁 117-118。

另有異文〈許百萬的故事〉，講述人：謝水義，採錄時間：1990 年 11 月 29 日，收入金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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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不為「搶灰」但同樣「輸棺材」的傳說 

1914 年 5 月出版的《臺灣俗諺集覽》中收錄了「搶灰連棺柴續去」這句諺

語558，這句諺語當與上述漳州、泉州、金門等地的「搶灰輸棺材」傳說有關，在

臺灣所能見到的傳說，附會在霧峰林家被稱為「目仔少爺」、「目仔統領」的林朝

棟（1851-1904，臺灣彰化阿罩霧人）身上559，出現一個不是為了「搶灰」，但也

去賭博而導致「輸棺材」的傳說。 

林朝棟是霧峰林家遷臺第 6 代，原籍漳州平和。父親林文察（1828-1864）

曾經招募臺勇成軍，渡海擊潰太平天國軍有功，授福寧鎮總兵，陞署福建陸路提

督，後戰死軍中，照提督例優恤，贈太子少保560。林朝棟繼承乃父之風，曾率臺

勇在基隆對抗法軍（1884），平定施九緞事件（1888），麾下「棟軍」（棟字營）

在甲午戰爭（1894）之際曾駐基隆防禦日軍。乙未（1895）割臺之後，林朝棟攜

眷內渡，受命駐防江蘇海州。後辭官居廈門，轉寓上海而終，歸葬漳州香亭坡561。 

臺中梧棲地區傳說，述林朝棟家為兩兄弟，家貧，母親亡故後無錢下葬，向

舅舅借得一百兩喪費。在路中見到有人賭博，兩兄弟因為「一時手癢也跟著人家

賭，賭到後來卻把一百兩輸個精光」，最後只好拿草蓆裹住母親遺體，趁半夜扛

出外面埋葬。不料遇到雷電交加，只好把母親遺體暫放路邊，等天明再葬。由於

所放置處恰好是一處蟻穴，天亮再來，螞蟻已經扛來許多土推起墳塚。過了三天，

懂得風水的舅舅來看墳地，發現這是一處好風水，林朝棟兄弟誤用草蓆葬母，將

可庇蔭他們兄弟二人其中之一成為將軍562。 

在這個「目仔統領」發跡變泰的傳說中，明顯缺少如同柯彩、林興珠、萬正

色、許盛家族先人等傳說中是為了贏得「買灰錢」，鋌而走險進入賭場遂輸光原

來要買棺材本錢的情節，但多了螞蟻助葬的說法，似乎較為強調風水與林朝棟日

                                                                                                                                                        

《金門民間故事集》，頁 103-107。〈許百萬的故事〉，講述人：戴壽標，採錄人：戴淑媛、

唐蕙韻，採錄時間：2005 年 8 月 8 日，收入唐蕙韻，《金門民間文學集——傳說故事卷》，

頁 161-164。 

558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俗諺集覽》，頁 355。另又見錄於小川尚義，《臺日大辭典（下卷）》，

頁 148。劉寧顏、阮昌銳，《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三住民志：禮俗篇》第 6 章〈諺語〉，頁 231。 

559
 「林氏自少好讀孫吳兵法及韜略行陣諸書；善武術，被傷左目，故里人謔稱為『目仔統領』」，

陳炎正，《霧峰鄉志》〈人物志〉，頁 290。又鄭喜夫，《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四輯：林朝棟

傳》，頁 17。 

560
 李厚基、沈瑜慶、陳衍等纂修，《民國福建通志（五）》總卷 34〈福建列傳‧清八〉，頁 342-344。 

561
 林資鑣，〈先考蔭堂公家傳〉，收入鄭喜夫：《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四輯：林朝棟傳》，頁

143-144。 

562
 〈目仔統領（一）〉，講述者：蔡添錫，採錄者：楊焜顯，採錄時間：1995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日，整理者：林培雅，收入陳瓊芬、傅素花、陳素主主編，《梧棲鎮閩南語故事集》，頁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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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凡際遇的關聯563。 

附帶一提，臺中外埔採錄到的〈草囷墓的故事（二）〉，係一則以「從前有兩

個兄弟」為主角的民間故事，故事保留了兄弟母喪，向舅舅借喪費，為了想要「可

以幫母親蓋一座大一點的墳墓」而進賭場564，此一動機接近於「搶灰輸棺材」中

是想要「搶灰錢」而進賭場的說法，故事中尚有雷雨交加、螞蟻助葬情節。在臺

南仁德採錄到的民間故事〈三兄弟得好風水〉，則是講述貧困的三個兄弟喪母，

向母舅借得一筆錢葬母，三兄弟「算一算數目，如果要買棺材就買不了花；如果

要買花，就沒有棺材錢」的情節565，故事中同樣有雷雨交加、螞蟻助葬情節，然

而此則故事被紀錄為「如果要買花，就沒有棺材錢」，看不出「買花」在喪葬儀

式中的必要性，恐怕是「買灰」的訛變566。在澎湖，流傳著一個〈福地福人居〉

的民間故事，前半段描述一個福份不夠的員外，將祖先葬入「雙龍搶珠」的好風

水後反倒變成「二犬拖屍」的惡地理，只好遷葬。後半則是講有貧窮的一對兄弟

喪父，向舅舅借錢買棺材，「他們一路走一路想，這錢買了棺材但沒錢買石灰，

不如拿去壓賭，看可不可以贏些錢買石灰」，結果輸得精光，遂打算以草蓆葬父，

屍體意外滾進員外挖掘的墓穴，「不料地理竟活了起來，又變回『雙龍搶珠』」，

懂得風水的舅舅見到後高興不已567。唐蕙韻曾取此則故事與金門后沙一個孝子

（許百萬家族先人）葬母的傳說（此傳說參見本文前述）進行比較，並率先注意

到「金門當地有一句俗話『搶（上）灰連棺材去』就是根據這個故事產生的」，

傳說與故事反映了閩南傳統中母親過世時子女必須到「報外家」（報喪）的習俗
568。 

 

（五）「搶灰輸棺材」傳說之間的關聯與意涵 

                                                      
563

 按，林朝棟一生所獲功勳為欽加二品銜、賞戴花翎、遇缺盡先前選用道，兼襲騎督尉、勁勇

巴圖魯，並以道員獲旨賞穿黃馬掛，清例惟林朝棟一人而已，林資鑣，〈先考蔭堂公家傳〉，

收入鄭喜夫，《臺灣先賢先烈專輯第四輯：林朝棟傳》，頁 143-144。 

564
 〈草囷墓的故事（二）〉，講述者：謝錦蘭，採錄者：卓芳如，採錄時間：1996 年 11 月 9

日，整理者：林培雅，收入陳瓊芬、傅素花、陳素主主編，《外埔鄉閩南語故事集》，頁 30-37。 

565
 〈三兄弟得好風水〉，講述者：林文振，採錄者：廖炳焜，採錄時間：2000 年 2 月 18 日，

整理者：林培雅，收入胡萬川、林培雅編，《臺南縣閩南語故事集（一）》，頁 61。 

566
 從「買灰」變成「買花」，顯然有誤，但此「訛變」究竟是講述者誤傳？抑或是記錄者誤記？

尚有必要再進一步追尋探討，承蒙特約討論人王國良教授提供寶貴意見，特申謝忱。 

567
 〈福地福人居〉，講述者：莊決，採錄者：陳勁榛、陳薏如，採錄時間：1997 年 7 月 26 日，

整理者：姜佩君，收入金榮華編，《澎湖縣民間故事》，頁 146-147。 

568
 唐蕙韻，〈澎湖與金門傳說比較三則〉，收入中國口傳文學學會編，《澎湖民間文學學術研

討會論文選》，頁 161-164。姜佩君在比較澎湖、金門兩地的風水傳說時，亦承唐氏之說，姜

佩君，《澎湖民間故事研究》，頁 28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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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如前述，「搶灰輸棺材」（或作「搶灰錢連棺材本都輸去」、「搶灰連棺材去」、

「搶灰連棺柴續去」等）這句諺語，流行於漳州、泉州、金門、臺灣等地，我們

可以在柯彩、林興珠、萬正色、許盛家族先人的傳說中看到諺語形成的典故，惟

臺灣「目仔統領」林朝棟的傳說中，已看不到「搶灰」，徒留「輸棺材」情節，

無怪乎「搶灰輸棺材」一語在臺灣已有被誤解的現象569。 

話雖如此，這幾則傳說之間仍共同反映出某些閩南文化的特色，例如唐蕙韻

在探討金門民間故事中的社會風俗時，仍不忘例舉〈米籃穴〉這則以「許百萬」

（許盛）家族先人為主角的傳說，反映出「母死，報訃於母親外家，稱『報外家』，

外家得訊來探其喪，稱『做外家』」的喪葬習俗570，這可以充分解釋何以所有的

相關傳說（以及故事）中一定要有「母舅」這個重要的關鍵角色571。 

再者，以石灰築壙其實並非閩南特有的作法，但何以傳說中的主角皆要不惜

將買棺材的本錢送進賭場，藉以一搏「買灰錢」？石灰固然有避免墓壙「易生水

蟻」，使其「堅固可久」的作用572，另一層意義，可能還在於這種以石灰拌砂土

                                                      
569

 例如，蕭騰村解釋為「想要用掩埋棺材的石灰錢，去賭博贏錢，連買棺材的錢都輸光了」，

但實際上應該是連買石灰的錢都沒有，因小（為了博取買灰錢）失大（輸掉棺材本），並非

本來就有買石灰的錢可供拿去賭博，蕭騰村編著，《臺灣話俗諺語典（下）》，頁 3717。 

570
 唐蕙韻，〈金門民間故事反映的歷史記憶和社會風俗〉，收入《烽火僑鄉‧敘事記憶——戰

地‧島嶼‧移民與文化：2008 金門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31。 

571
 按，在澎湖〈福地福人居〉故事中，貧困的兄弟向舅舅借錢是要葬父而非葬母，唐蕙韻認為，

母死的孝子（按，指金門傳說的主角）求助舅舅有族親關係可尋，父死的兄弟（按，指澎湖

故事的主角）向舅舅求助，卻有違常例。舅舅本是配合傳說或故事情節（葬母）的特定角色，

澎湖民間故事未將舅舅改說是叔伯等父系親屬，「一方面透露出舅舅這個角色在故事中所凍

結的背景和意義，一方面保留了故事由來及其情節發展的線索」，唐蕙韻，〈澎湖與金門傳

說比較三則〉，收入中國口傳文學學會編，《澎湖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選》，頁 164。 

572
 沈定均修，《光緒漳州府志》卷 38〈民風〉載：「凡有喪者之家，喪之日，跣而哭，袒括髪，

歛以新服，親朋畢赴，既成服，始進食，朝夕哭，既葬，反而虞。俗多信佛禮，僧誦經數日，

設齋供拜懺，葬而柩行。使童子執幡鳴鐃，雖縉紳或然。葬必擇地，其山凹多風易生水蟻，

壙必以灰，富者或以石，貴者樹華表及翁仲五獸之屬」，頁 915。莊成修，沈鍾、李疇纂，《乾

隆安溪縣志》卷 4〈禮制〉有云：「宦家葬禮，墳前石獸碑碣以及望柱，各有品級，律載明甚，

誰敢少違。至於作壙之法，凡有力者，皆同量柩大小三面及蓋，頂以三合土灰舂築，留前不

築，進葬後以甎砌，塞設誌銘，立墳碑酒臺。墓左立后土碑，有官者另立墓道碑，葬時延紳

官點主，祀后土。孝男懷主歸，以神依人也。無力者不能舂灰，只開土三面，寛八、九寸，

以灰土泥填實及蓋頂，俟灰土乾時將中土取出，存留灰墻葬之，亦堅固可久，此是先擇地開

壙者用此法。若隨擇隨葬者，棺外裹草下窆，即實以灰土泥，久之，草朽灰土亦不粘棺也」，

頁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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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成泥填塞壙穴之法，可以形成灰蓋，避免棺木腐朽塌陷而損及先人遺骸573，

可謂是子女孝思的展現。傳說中的主角們以賭博希望能「搶」到買灰錢的情節，

正代表著這些閩南武將無論當年如何窮途潦倒（甚至嗜賭如命），在百姓的心中

他們一定都具備著孝順敦厚的形象，否則便無以從混跡江湖的草莽之徒成為光宗

耀祖的傳奇人物。 

雖說以石灰築壙並非閩南特有的作法，但考察「搶灰輸棺材」的傳說，還有

助於我們進一步瞭解某些閩南區域性的喪俗與社會文化，例如金門地區有「父母

死，女兒必送蠣灰三擔助葬」之例，金門多用蠣灰代替石灰，入殮用蠣灰附棺，

下葬又用蠣灰築墓，金門民間俚語「灰壓」即是言多女之家574。在臺灣，據說有

所謂「查某子灰及吹」一語，意指購買築墳所用的石灰、送葬隊伍中鼓吹（嗩吶）

樂師的費用，該由亡者的女兒負擔的習俗575。 

此外，若不考量臺灣的「目仔統領」傳說，僅把焦點聚集在《臺灣外誌》小

說故事內容的時代背景與閩南民間傳說的歷史人物事蹟中，我們還可以發現柯彩、

林興珠、萬正色、許盛（家族先人）等傳說主角，皆是活躍於 17 世紀且功勳卓

著的閩南武將，尤其柯彩、林興珠、許盛三人原本皆曾在鄭氏陣營中效力，嗣後

方轉投清軍，其發跡經歷可謂多有相仿之處576，頗為耐人尋味，反映出閩南人對

                                                      
573

 此為徐福全採訪新竹葉文彬先生（原籍泉州，風水師父）的說法，徐福全，《臺灣民間傳統

喪葬儀節研究》，頁 389。 

574
 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金門史稿》，頁 304。 

575
 曹甲乙，〈臺灣之喪葬〉，《臺灣文獻》9(4): 64。 

576
 蔡蕙如指出，天象突變導致屍體下葬於「天賜福地」此一傳說情節，也見於其他歷史人物身

上，例如傳說朱元璋葬父時，突遇大雨，暫拋屍身躲雨，待雨停置放遺體處竟已自然堆成高

埠；另有一「毛相國」的傳說，傳說毛相國的父親出外放牛，被大雨困於廢壙而淹死。朱元

璋、毛相國父親的葬身之處皆為天定的風水寶地（蔡蕙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說之研究》，

頁 56-57）。在閩南地區，黃梧（1618-1674，漳州平和人，原為鄭氏部將，駐防海澄時將城

獻給清軍，後提請清廷實施沿海五省居民遷界、寸板不許下水、速究鄭芝龍罪責、挖掘鄭氏

祖墳、將投誠官兵移往各省墾荒等策，受封為一等海澄公）的出身傳說中，也有「天賜福地」

的情節，有一說為黃梧的祖父有四兄弟，在為先人撿骨入甕時，在獅嶺山下遇暴風驟雨，其

先人的金斗甕（骨灰罈）被山崩地裂的岩石埋於嶺下石洞，得「五鬼弄金獅」風水寶地，蔭

日後子孫出「九公三王」（〈黃公臺手建藩垣樓〉，講述人：黃賢土、賴天良，採錄人：黃

光耀、葉奇安、江明，採錄時間：1991 年 12 月，收入王雄錚、劉漢宗編，《中國民間故事集

成‧福建卷‧漳州市分卷（三）》，頁 388。又有一說是黃梧本身有兄弟共三人，在移葬父親

遺骨時，把金斗甕移到山上，天昏地暗，雷雨交加，金斗甕被洪水沖下山坡受沙土深埋得天

葬，黃氏一門遂得以發達。但後來為了要再將先人遷葬於另一處蓮花結穴，反失去風水（〈天

葬和蓮花結穴〉，講述人：李冬雨、王燕宜，整理人：許周民、王雄錚，收入陳紹雄、鄭惠

聰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漳州市分卷‧薌城區卷（上）》，頁 115-116。按，上

述黃梧的傳說雖然不是「搶灰輸棺材」，卻可見有「搶灰輸棺材」傳說中「天賜福地」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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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出身於家鄉的豪傑，何以能在亂世中功成名就的一種想像。 

 

 

四、結語 

《臺灣外誌》的版本系統，就目前所見文獻可簡要整理為： 

 

1.四卷本 

（1）《前傳》：廈門會文堂、廈門新民書社、上海漢文書局 3 種版本。 

（2）《後傳》：廈門會文堂、廈門新民書社 2 種版本。 

2.八卷本 

（1）《前傳》：上海六一書局、上海中華圖書館等 2 種版本。 

（2）《後傳》：廈門文德堂 1 種版本。 

3.四集本 

（1）《前傳》：上海文新書局 1 種版本 

（2）《前傳》：上海標準印書館 1 種版本 

4.卷帙不明 

上海大一統書局，未見。 

5.廿八冊本 

霞漳西隅總鎮街靜遠軒張雋堂鈔訂本未見，未見。 

 

目前可以確定者有：1.四卷本；2.八卷本；3.四集本等 3 種系統，卷帙不明的「上

海大一統書局本」與據說有「廿八冊」的「霞漳西隅總鎮街靜遠軒張雋堂鈔訂本」

等 2 種狀況不明，有待查考。根據「四集本」《前傳》版權頁載有「星架坡分發

行所：正興公司／代售處：星架坡牛車水戲院橫街永成書局」，可以知道《臺灣

外誌》1930 年代已經流傳到南洋地區。此外，在「四集本」的版權頁資料中出

現「標點者：引翔老人，校訂者：申江居士」訊息，則是我們將來繼續探索《臺

灣外誌》如何從清末的石印本改換成民國的新式標點排印本過程的重要線索。 

    誠如黃典誠所言，《臺灣外誌》中的民間傳說材料與民俗風情，不容我們忽

略。例如，「搶灰輸棺材」這句諺語即來自於「後五虎」之一的柯彩傳說，《後傳》

第 21 回〈柯彩無奈報母喪，李富忿怒不理甥〉至第 22 回〈行家憐貧贈喪費，柯

彩搶灰輸棺材〉所敘者正是此事。事實上，「搶灰輸棺材」不僅與漳州柯彩傳說

有關，還可見於泉州林興珠、「萬提督」（萬正色），金門「許百萬」（許盛）等閩

南歷史人物傳說中，甚至在臺灣「目仔統領」（林朝棟）身上，也出現一個不是

為了「搶灰」，但也去賭博而導致「輸棺材」的傳說。這些傳說之間共同反映出

                                                                                                                                                        

節，有趣的是，黃梧與柯彩、林興珠、許盛一樣，也是原屬鄭氏舊部降清而功勳顯赫者，這

批 17 世紀閩南武將傳說彼此之間的交集與關聯，可能還有進一步細論的空間。 



柯榮三：閩南稀見通俗小說《臺灣外誌》考論－版本系統再考與「搶灰輸棺材」

傳說論述 

307 
 

某些閩南文化的喪葬習俗（例如「報外家」），若將石灰築壙視為在世子女為避免

先人遺骸受損的孝思展現，則傳說中不惜將買棺材的本錢送進賭場也要藉以搏得

「買灰錢」的情節，代表了這些閩南武將無論當年如何窮途潦倒（甚至嗜賭如命），

在百姓的心中他們一定都要具備著孝順敦厚的形象，才能從混跡江湖的草莽之徒

成為光宗耀祖的傳奇人物。 

此外，以「搶灰輸棺材」傳說為交集點向外延伸577，我們可以從《臺灣外誌》

這部小說故事內容的時代背景與閩南民間傳說的歷史人物事蹟中，發現柯彩、林

興珠、萬正色、許盛（家族先人）等傳說主角，皆是活躍於 17 世紀且功勳卓著

的閩南武將，柯彩、林興珠、許盛三人，甚至有原來皆屬鄭氏陣營而後陸續轉投

清廷的相同經歷，反映出閩南人對於明清鼎革之際，亂世豪傑發跡變泰的一種想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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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王國良教授講評發言稿 

   作者不詳的稀見清代通俗小說《臺灣外誌》分前、後傳，以鄭成功父子四代

興衰事蹟為敘事背景。本文首先根據作者蒐集的《臺灣外誌》及相關研究資料，

將《臺灣外誌》的版本系統彙整後，予以區分為 5種，並詳加考辨。其次，《臺

灣外誌》前、後傳所指的「後五虎」傳說，頗值得關注，例如漳州所流傳的「五

人三條褲」、「搶灰輸棺材」等諺語，皆是與「後五虎」傳說有關。其中，「搶灰

輸棺材」正來自「後五虎」之一的柯彩傳說，《後傳》第 21-22 回所敘者正是此

事。有關「搶灰輸棺材」的傳說或諺語不僅流傳於漳州，還可以在泉州、金門、

臺灣等地發現蹤跡，隱約反映出石灰在閩南喪俗中具有某種特殊意義。 

    論文蒐集了非常豐富的原始資料，也充分吸收近現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可謂

取精用宏，論述詳盡，創見頗多，是一篇非常扎實的佳作，值得推許。不過，百

密一疏的情形同樣存在，今謹條舉數例如下： 

1. 頁 3，第 2行，“《增訂晚明史籍考》（1964）”宜改作“《晚明史籍考》（1964）”。

頁 4，倒 2行，“《增訂晚明史籍考》（1964）”則應作“《增訂晚明史籍考》

（1981）”；同頁，末行，“1960年代”亦應改為“1980年代”才恰當。 

2. 頁 8，倒 5-7行，“從清末的石印本改換成民國的新式標點排印本的過程中，

這所謂的「標點者：引翔老人，校訂者：申江居士」是否有進行過加工或刪

改？則尚須日後發現更多資料時再能進一步討論。”其中“尚須日後發現更

多資料時再能進一步討論”，似乎與實際情況不合，應予適度修正。 

3. 頁 8，倒 1-3 行，採用了已故學者黃典誠〈「臺灣外記」與「臺灣外誌」考〉 

所提出《臺灣外誌》與《臺灣外記》之間曾經存在一個「原誌」的說法，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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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舉證說明黃氏所據，若僅係推論，恐怕不宜遽信，應再斟酌。 

4. 頁 15，第 15-16行，“此則故事被紀錄為「如果要買花，就沒有棺材錢」，

看不出「買花」在喪葬儀式中的必要性，很有可能是「買灰」的訛變。” 「買

灰」變成「買花」，顯然有誤，但“訛變”的原因是出自講述者的誤傳，或是

紀錄者的誤聽誤記，有必要進一步追尋探討。 

5. 「搶灰輸棺材」的傳說或諺語不僅流傳於漳州、泉州、金門、臺灣等地，還

可以在潮汕地區出現，像南澳漁村歌謠〈勸賭歌〉第三句就用了“搶灰輸棺

材”一語。建議作者可上網或利用各種紙本，擴大搜尋，精益求精。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本文作者對於民間文學，尤其是閩南文學的研究非常稔熟，對文獻的掌握和

追索也非常細緻、縝密。多年前即對一般人較為陌生的《臺灣外誌》進行資料的

爬梳、整理、比較分析，隨著文獻逐漸浮現，作者對這部閩南通俗文學的了解也

越來越全面，頗值得肯定。這篇論文真正探討的主軸是從《臺灣外誌》的柯彩延

伸到閩南地區其他武將相類似的「搶灰輸棺材」故事情節。而這議題先前已有唐

蕙韻、蔡蕙如等學者研究過，此文主要的功能在與先行研究做對話，一方面統合

前人之說，一方面也可以增補前人研究之不足，屬於小題細探的方式，對閩南文

化研究具有一定的貢獻。 

 

審查意見：建議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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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廈語片的記憶與娛樂流動— 

以小艷秋、白虹為探討對象 

 

黃文車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台語片巨星「小豔秋」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瘋女十八年》（1957），奠定當

時她台語片一姐的地位。之後她赴港拍攝過陳煥文導演的《雪梅思君》、《姐妹花》、

《愛的誘惑》和《愛情與金錢》等片。白虹女士，號為「百變小妖姬」。1958 年

三元影業公司的《乞丐與藝旦》讓她躍居一線女星，之後她又接拍《寶島姑娘》、

《黑貓與黑狗》和《圓環石松》等電影。白虹後來也應邀至香港、泰國拍片，代

表作品有《歌場妖姬》、《心心相印》等，而白虹最讓人記憶深刻的是台語片中的

《大俠梅花鹿》和間諜片《天字第一號》。 

本文聚焦於小豔秋和白虹在拍攝台廈語片的跨國移動，從其三部廈語片來觀

察影片中所預設的想像觀眾群，讓電影敘事出現不同城市的聯繫，方便電影公司

在東南亞市場的推動與行銷，而這也讓 1950~1960 年代的消閑娛樂透過影片在不

同城市之間流動，廈語片或可以形成所謂的「互文指涉」（transtexuality）文本。

但在香港電影資料館、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及臺北城遇見小艷秋和白虹不同時期的

身影後，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台語片可能的現代風華？ 

 

 

 

關鍵詞：台語片、廈語片、小豔秋、白虹、娛樂 

 

 

 

                                                      

 黃文車，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研究專業以民間文學、臺灣文學、華人民俗、閩

南文化、廈語電影與福建歌曲等領域為主。按：本論文為科技部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易地並

聲：新加坡閩南語歌謠/歌曲的流傳與在地化（專書寫作）」之部分成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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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冷戰氛圍的下的香港-東南亞電影發展 

 

    電影產生於 19 世紀末，1895 年 12 月 28 日法國的盧米埃爾兄弟在巴黎大咖 

啡廳放映自己拍攝的素人生活真實記錄短片，並宣布電影的誕生。爾後影視工業

隨著西方船堅砲利進入中國，電影隨著西方科技文明輸入，短短二十年間便在各

地掀起一波波的娛樂魅力和消閑流動。 

    至於香港電影的發展起點，透過香港電影史學者余慕雲發現：1899 年美國

商人麥頓在今日的中環街對面空地上放映過露天電影；同年，西方電影開始在香

港島、九龍的茶館酒樓放映。578黃燕清在《香港掌故》（1958）也記載香港戲院

於 1900 年間粵劇演出後加映影畫戲情景。1900 至 1910 年間，香港的電影放映

地點多是臨時性的，但放映活動甚是活躍，其中以中環的重慶戲院和皇后道西的

高昇戲院為代表，至 1907 年，香港的放映事業登上第一個高峰。後來，被美國

報界稱為「中國影片之王」的班傑明˙布拉斯基（Benjamin Brasky），傳聞其曾

在上海組織過「亞細亞影片公司」（China Cinema Co.），而其商業經營手法啟發

並引到香港新一代的青年電影愛好者，例如黎氏兄弟、梁少坡、羅永祥等，後來

這些年輕人都成為香港電影業的先驅人物。579
 

    說到香港電影工業，就不得不提邵氏兄弟電影公司。1920 年代中後期，邵

氏兄弟的天一公司在上海經營失利後，自 1926 年開始便將觸角延伸至南洋，當

時第一個落腳處是新加坡，負責人是邵仁枚和邵逸夫。其二人成立的「邵氏兄弟

公司」經過多年努力，加上新馬富豪黃氏兄弟支持，在 1930 年代已顯威風。580有

電影史學者認為，《白金龍》粵戲電影的成功讓邵氏的注意力開始往東南亞的方

言電影市場邁進。除了戲曲電影，邵氏兄弟公司也開始製作其他類型的粵語影片，

從 1933 年到 1947 年間，邵氏共拍攝一百多部粵語片，可見邵氏公司透過國產方

言電影控制海外華人市場的企圖。 

    1956 初至 1957 年末，新馬地區的邵氏公司實行每月一家戲院計畫，前後共

                                                      
578

 當時香港市民在臨時搭架的露天影場看電影，當時放映的全是一、兩百膠尺長的短片，稱做

「影畫戲」。入場每位收費一仙，很多人出於好奇，都前來觀看這種銀幕上出現的「怪物」。參

考余慕雲：《香港電影史話》卷 1，（香港：次文化堂，1996），頁 15-46。 

579
 其中，黎民偉（1893-1953）被稱為「香港電影之父」，黎北海（1888-1955）是黎民偉的四

哥，也成為香港電影界的先驅。梁少坡出生於南洋，但在香港受教育及成長，也是香港電影業先

驅之一。羅永祥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是香港第一位專業的攝影師。參考羅卡（Law Kar）、法

蘭賓（Frank Bren）合著、劉輝譯：《香港電影跨文化觀（增訂版）》，（中國：北京大學出版

社，2012/02），頁 31-67。 

580
 參考王振春：《石叻戰前老戲院》（根的系列 10）之〈邵氏機構戰前已威風〉，（新加坡：

新加坡青年書局，2011/03），頁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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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花了 150 萬美元，新建了 22 家戲院。581到了 1958 年，邵氏兄弟公司「已經擁

有一百多家戲院，覆蓋馬來亞、新加坡、北婆羅州、越南、泰國、香港和臺灣各

地，且與 200 至 300 家戲院建立了合作關係。香港和新加坡的製片廠分別製作各

類國語、粵語以及其他東南亞流行的方言電影。」1959 年，邵氏公司擁有的戲

院已達 124 家，並聲稱擁有 4500 名員工，而且更加注重東南亞的粵語片和廈語

片市場。582容世誠將邵氏公司如此的商業經營稱之為「圈地拓展」

（Territorialization）策略，583直至 1960 年代，邵氏兄弟公司在東南亞的發展，

當可視為南洋娛樂圈地史的重要過程。 

    然而為何棄華語電影選擇方言電影呢？恐怕還是要回到 1950 年代國際冷戰

氛圍情況來討論。二戰後，分屬自由和共產兩大陣營以太平洋西岸為中界線壁壘

分明敵對，形成所謂的「冷戰」（Cold War）氛圍。韓戰爆發後的 1951-1952 年

間，電影需要經過嚴密審查，甚至更成為一種禁運品。這時候詭譎的世界情勢讓

許多東南亞新興民族主義國家如菲律賓等興起，新興民族主義者強調本國、本位

主義，於是在政府「菲化政策」和「去他思維」主導政府下，許多在地華人將資

金送往海外，而香港的特殊位置，成為共產（中共）與自由（臺灣）兩個壁壘分

明集團的中間模糊地帶，也成為海外資金流入的一個重要城市。 

    據 1953 年一份新加坡政府關於廣播電台的報告指出： 

 

馬來亞電台初期面對的一個困境，是 1949 年以前電台播放的中國唱片，

主要來自上海。自「共產政權」（按：原文為 the Communists came to power 

in China）成立之後，中國唱片來源頓時被切斷，導致中國戲曲、歌曲和

音樂唱片供應嚴重缺乏。但是同一時期，香港和新加坡製作的華語和粵語

唱片卻乘時而起，逐漸取代了這個市場空缺。因此馬來亞電台的聽眾，於

是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香港和本地歌手的曲藝。584
 

 

處於冷戰時期的 1950 年代，新加坡的中文廣播在逐漸與中國/原鄉/共產主

義剝離的過程中，另謀途徑地在另一個英國殖民地：香港，某個層度而言正好反

映當時候許多東南亞國家處於國際冷戰氛圍下的恐共陰影。據統計 1955 年公開

放映的廈語片超過 15 部，1956 至 1957 年都各超過 30 部，推測主要原因是海外

                                                      
581

 《南國電影》第 10 期，1958/12，頁 9。 

582
 《南國電影》第 2 期，1958/01，頁 3。 

583
 所謂「圈地拓展」，指邵氏娛樂產業在東南亞的「疆域拓墾」活動。實踐這種商業拓展，經

常引發同行的激烈反彈回應，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邵氏和國泰克里斯公司之間長達數十年的競爭。

參考容世誠著、王洪珍譯：〈圈地拓展：邵氏在東南亞的娛樂產業發展〉，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

暨社會科學院補助「新加坡華族戲曲（1887-1937）：社會史和民族音樂學的角度」計畫成果論

文，頁 224。 

584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Broadcasting for the years1946-1952, Singapore, 1953, p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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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新馬、印尼）的市場大開，而海外華人的重新接受方言電影，恐怕還是與

冷戰情勢中需與共產勢力切割，以及馬來亞、印尼的獨立運動有關。585 

自 1949 年以後至臺灣全面開放以前，「香港」成為海峽兩岸三地唯一的「公

共空間」，較不受國家機器的控制，恐懼和壓迫稍弱，亦較能自由地對各項議題

發表意見。當然，這也包括了「電影的左右鬥爭」。1952 年間，21 位粵語電影著

名導演和演員對當時武俠打鬥、神怪胡鬧氾濫情況頗為不滿，於是集資成立「中

聯影業公司」，要為「進步」（左翼）的電影事業努力，乃在 1953-1954 年接續推

出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改編電影，票房口碑皆佳。相對於左派

電影，香港的右派電影公司作品輸入臺灣時，就比較沒有政治問題，待遇也比較

好。586只是不論銀幕上的鬥爭如何左右，大多數作品還是「市場導向」的，所以

當東南亞的粵語片和廈語片市場一片看好之際，電影工業者自然會盡力拍出合乎

市場想要看的影片。 

所謂的「廈語片」，指的是 1947 年至 1966 年左右以「廈門語」（閩南語）發

音的影片，其資金多來自東南亞，在香港拍攝，技術、人才來自中國、臺灣，而

電影最後則在東南亞市場播放。至於 1955 年出現的「台語片」，指的是在臺灣拍

攝且主要在台上映的閩南語發音電影。後來台、廈語片在東南亞華人市場銷售播

映時，常有「一片二名」之因地制宜現象；或者到海外的台語片，為了宣傳就改

成「廈語片」了。基於觀察 1950 年代前後香港－臺北－新加坡等城市間的現代

性與與娛樂流動發展，本論文期待透過當時曾參與早期廈語片拍攝工作的小豔秋、

白虹兩位台語片女紅星的口述訪談與影片解讀等研究方法，觀察台語片興起過程

與小艷秋和白虹所經歷的台、廈語片的風華年代與歷史記憶。此外，思考在冷戰

氛圍下的台、廈語片如何透過「跨國（空間）」合作機制，串起東南亞市場的娛

樂流動與現代消閑現象？香港電影資料館與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都在追索「記憶的

影像」並期待重現或保存的同時，臺灣又該如何面對這些台語片風華呢？ 

                                                      
585

 1954 下半年到 1957 下半年是廈語片的「發展期」，廈語片的製片公司紛紛成立，我們可以

發現來自菲律賓華商的海外資金大量湧入香港，如菲律賓馬尼拉來的楊照星、楊國禮兄弟開設的

金都影業公司（第一公映片《二度梅》，1955），馬尼拉莊銘樞的暨南影業公司（首部片《火燒

紅連寺》，1956），馬尼拉吳文芳的僑友影業公司（首部片《泉州姑嫂塔》，1956），馬尼拉煙

草商施維熊創立的華廈影業公司（首部片《真假姻緣》，1957）等等，配合東南亞華人市場的需

求，這都直接帶起廈語片製作拍攝的風潮。參考黃文車：〈香港廈語片中的台灣印象〉，文章收

錄於林華東、陳燕玲主編：《追尋與探索：兩岸閩南文化的傳承創新與社會發展研究》，（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08），頁 192-205 

586
 例如美國幕後出資的亞洲影業公司於 1953 年在港成立後，自行購地建廠，由曾經擔任「中央

電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國民黨黨營事業）廠長的徐昂千負責，以改拍文藝小說為主，代

表作是趙滋蕃原著的《半下流社會》（易文改編、屠光啟導演），以及沙千夢原著的《長巷》（羅

臻改編、卜萬蒼導演）。參考鄭樹森：〈1997 前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中介〉，文章收錄于

馮品佳主編：《通識人文十一講》，（臺北：麥田出版，2004/09），頁 17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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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片風華：台語片的興起與記憶 

 

1950 年代中期邵氏兄弟公司逐漸調整電影製作朝「本地意識」發展時，我 

們可以發現其重回粵語片本行，並讓粵語片或華語片的拍攝充滿在地風情與色彩。

有趣的是，1956 年邵氏公司開拍第一部廈門語電影，587其目標在於福建籍的東

南亞僑民。可見以粵語片起家的邵氏並不以粵語電影為滿足，東南亞華人方言群

中最大的福建人幫群，當然是邵氏公司經營方言電影必須開拓的另一片市場。 

 

（一）廈語片發展 

    

    談到廈語片的起源，我們可能要往前推到 1947 年由新光公司拍攝的第一部

廈語片《相逢恨晚》，畢虎導演，鷺紅、白雲主演。後來新光公司沒有繼續拍片，

反而是導演畢虎和製片許立齋合作設立「五洲公司」，以當時特殊的「一劇（片）

兩拍」概念拍攝了廈語片《破鏡重圓》（1948）588及粵語片《香閨春暖》。之後有

金城公司出品的《雪梅思君》（1949）（金戈、胡蓮主演），但此時正值兩岸情勢

大變之際，直接影響廈語片的廈門市場，於是廈語電影的生產停頓了 2 年。 

    香港廈語片真正發展的光景大約是從 1954 年後到 1961 年此近十年時間，
589

1954 年 10 月的《華僑商報》有報導： 

 

今年來的廈語片極為旺場，香港在過去一年間已完成多部，現在尚在開拍

中的亦有三片，在籌拍中的更有五六部之多。原因乃廈語片現在在英屬馬

                                                      
587

 《南國電影》第 6 期，1958/05，頁 31。 

588
 按：《破鏡重圓》是廈語版，當時同劇還被拍成粵語版，片名為《香閨春暖》（1948），由

張瑛、白燕和黃曼梨合演。根據 1948 年新加坡光藝影業公司出版的《光藝電影畫報》中記載的

「名片陣容」，包括 14 部國（華）語片、25 部粵語片，以及一部的廈語片，片名為《破鏡重圓》

（1948）畢虎導演，主角是鷺紅和黃英。《光藝電影畫報》第 1 期，（新加坡：光藝影業公司，

1948/04），頁 12-13。 

589
 蒲鋒將香港廈語片的發展分成「雛形期」、「蓬勃期」和「熾熱期」。參考蒲鋒：〈細說從

頭：廈語影業的基本面貌及影片特色〉，文章收錄於吳君玉編：《香港廈語電影訪蹤》，（香港：

香港電影資料館，2012），頁 36-43。但筆者認為應該還要增加「衰落期」，從 1960 年廈語片

市場失利後直到香港電影資料館紀錄之最後的廈語片《袁文正驚夢》（1966）的這段時間，可算

是香港廈語片的衰落期。1958 年的《星洲日報》評論廈語片如「曇花一現，好像開水一樣的滾

滾滾，但滾到最後就洩氣了，就是因為市場的關係……」參考黃文車：〈香港廈語片中的台灣印

象〉，前揭文，頁 195-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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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亞和荷屬印尼售座成績極佳，與國語片幾乎有並駕齊驅之勢……。590 

    這是廈語片剛在起步發展的時候，到了 1957 年廈語片便如火如荼的蓬勃起

來。據方舟的〈廈語影片忽然如火如荼〉記載：                                              

                                   

今年邵氏為適應馬來亞和新加坡的邵氏轄下戲院市場的需要，決定在一九

五九年度內，拍攝廈語片十四部，……與邵氏同時計畫拍攝大量廈語片的，

還有一個台、港、星三地的聯合機構，集中鉅資百萬，將於今年度在港拍

製廈語片二十部。光藝是潮商影片巨頭，最近除大量拍粵語片外，也同時

在籌拍廈語片。此外國泰機構也正具體準備拍攝……照目前的實際情形看

來，馬來亞與新加坡的廈語片暢銷……加以菲律賓群島華僑，對於廈語片

需要又日多。臺灣方面，觀眾也極需要廈語片……591 

 

    可見廈語片因各地需求量大、銷路市場廣，誘使諸多大型電影公司加入戰場，

星馬地區的邵氏和國泰亦然，而此風潮一直持續到 1960 年代初才開始下滑。其

實，廈語片的沒落從 1958 年就顯跡象，加上新馬地區風起雲湧的政治氛圍，如

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上台後大力掃黃導致遊藝場、歌台娛樂停歇等事，很

大層面影響了廈語片的市場，於是到了1960年中後期才廈語片便快速地衰敗了。

根據曾到香港拍攝廈語片的新加坡歌台「鬼才編導」關新藝（本名王裕煌）口述

回憶：通常一部戲拍個七到十多天就殺青了，所以廈語片當時有個名號叫做「七

日鮮」，可見廈語片到後期時的粗製濫造以致產生無市場性情況。592最後，廈語

片因為失去市場的信任，也就慢慢走下坡而沒落；但受廈語片影響的臺灣影業，

卻正悄悄起步發展。 

 

（二）台語片風華 

 

上世紀三○年代是臺北城市邁入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時間點，臺灣電影業從業

人員於昭和 7 年（1932）引進上海電影《桃花泣血記》時為招徠觀眾而創作的宣

傳主題歌曲。因為「桃」片是一部黑白影戲，只有畫面沒有聲音，於是請了當時

大稻埕的詹天馬與王雲峰擔任辯士從旁說解，並分別作詞與作曲，因此目前被視

為臺灣第一首新創作的台語流行歌曲〈桃花泣血記〉於焉誕生，而此電影主題曲

也成為古倫美亞唱片公司（コロムビア、Columbia，~1945）所推出的第一張唱

                                                      
590

 見〈新加坡催香港片商 拍攝廈語片《哪吒鬧海》 台灣禁映神怪片 入口成問題未敢動手〉，

《華僑商報》第 5 版，馬尼拉，1954/08/22。 

591
 見方舟：〈廈語影片忽然如火如荼〉，《新生晚報》，香港，1959/02/17。 

592
 參考黃文車：〈鐵嘴金關刀，說唱星洲老：談關新藝的廈語表演與娛樂記憶〉，《2012 年金

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金門：金門縣文化局、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2012/12），頁 51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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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此後，世界現代化風潮在日治中期臺灣逐漸穩定提升的社會和經濟橫植進入，

在台北城漸次出現的百貨店、蓄音機店、電影館、咖啡店、舞廳與撞球間、衣著

新潮的烏貓烏狗，說明著臺灣的現代化城市正被生成－－那是臺灣第一個「跳舞

時代」593，摩登的思維與樣貌異同於過去對於日治時期臺灣人民苦難、悲情的刻

板印象。 

跨過二戰時期後的臺北城，仍是當時臺灣現代化最高的城市。1949 年由金

城公司出品的《雪梅思君》（1949）（金戈、胡蓮主演）傳入臺灣，爾後雖因為冷

戰氛圍與兩岸情勢大變，廈語電影的生產停頓了二年，然而廈語片的傳入卻讓臺

灣的導演注意到這以閩南語發音的香港影片。到了 1955 年，邵羅輝執導的《六

才子西廂記》成為台語片草創作品，也為臺灣本土影業打響了第一炮。1956 年

初，華興電影製片廠在何基明導演三弟何炯明的規劃下建廠成立，當時何基明與

麥寮拱樂社老闆陳澄三協議合作拍攝古裝名劇《石平貴與王寶釧》，這是臺灣第

一部 35 釐米的台語片，1956 年 1 月 4 日在台北中央、大觀兩戲院首映，獲得空

前成功。此後，華興電影製片場開始擴建（1956-1957），1957 年後徐仁和等加入

投資，華興又擴大組織，並更名為「華興電影製片廠股份有限公司」，594直至 1960

年隨著台語片第一次的沒落，華興也宣告停產。換言之，臺灣本土台語片影業的

起步可以從華興電影製片廠開始說起。 

看來臺灣的台語片興起，其實和香港的廈語片有一定的關係，從《台語片時

代①》一書後附錄的「台語片片目」觀察，可以發現片目整理的時間從 1955 年

至 1981 年（頁 329-384），而 1955 年至 1959 年其實是香港廈語片在台首映的「蓬

勃期」，而這些從香港來台播映的「廈語片」，其實有些乃是臺灣本地製作或合資

的「台語片」，只是在臺灣或香港上映時，需採用不同的片名。前文提到香港廈

語片真正發展的光景大約是從 1954 年後到 1961 年此近十年時間，而臺灣的台語

片正好欣逢際會，在 1954 下半年到 1957 年的下半年的發展期中成長茁壯，所以

臺灣嘉義的林章開設必達影業公司，曾拍攝《孟麗君》（1955）和《聖母媽祖傳》

（1955）等片；臺北板橋環球戲院的老闆林漢鏞設立華僑影業公司，力捧小豔秋

並將之送到香港拍攝廈語片，其也在香港投資拍攝《愛情與金錢》（1958）和《愛

的誘惑》（1958）兩部廈語片。還有臺灣發行商張陶然成立海通影業公司，拍攝

《運河奇緣》（1956）及《安安尋母》（1956）等片。從臺灣片商投資拍攝的影片

來看，其主題大多設定在臺灣題材和市場，加上公司營運時間多不長，以致海外

                                                      
593

 按：〈跳舞時代〉原是 1932 年由陳君玉作詞、鄧雨賢作曲，純純演唱的台語流行歌曲，歌詞

內容主要描寫「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阮只知文明時代，社交愛公開」及「男女雙

雙，排做一排，跳狐步舞我上蓋愛。」等等，傳達當時現代化的台北城市裡，都會中產女性追求

自由開放思潮的想法與主張。而這樣的思潮與現象，是傳統論述日治時期台灣悲情社會外的另一

面向，但卻頗為適合用以描述當時台北的「摩登」時尚感。 

594
 參考薛惠玲：〈華興電影製片廠簡史〉，收錄於電影資料館口述電影史小組作《台語片時代

①》，（台北：財團法人國家電影資料館，1994/10），頁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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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語片市場競爭力不若菲律賓片商或香港片商，這也促使臺灣影業人士致力於台

語片的製作與拍攝上。595因此，我們可以如此說：臺灣台語片的發展和香港廈語

片不同的地方在於：臺灣台語片除了擁有自己的製片廠外，更有本地的方言市場，

不像香港廈語片拍攝製作完成後需銷往海外華人市場。  

    關於台語片的發展，大致可區分成三期：1956-1958 為第一期，1962-1968

為第二期，1971-1981 為第三期。596自 1955 年至 1981 年期間，究竟生產過多少

部台語片？據黃仁先生估計，此廿五年間應該有近二千部之多。597產量最高的時

候，一年可以生產出 120 部台語片。從現存台語片目錄觀察，發現影片生產多集

中在 1957-1959 和 1961-1969 這兩段時期，若比對香港廈語片的發展時期大約是

從 1954 年後到 1961 年此近十年時間，爾後廈語片逐漸走下坡，那麼我們可以推

測：1、台語片的第一期高峰時期正好與廈語片的光景相配合，這期間臺、廈語

片在東南亞的市場上常被混淆，很多台語片被視為廈語片，而實際上卻是臺灣出

資拍攝而成。依據筆者初步分析，目前可見的 243 部廈語片中就有 46 部和「臺

灣」有關，其中大多是時裝的倫理或愛情悲劇為主，被置入於片中的臺灣身影是

特殊的社會事件或鄉土人文風情。換言之，被海外華人或臺灣觀眾看見的「臺灣」

是社會奇聞或情愛悲劇，恐是香港廈語片中出現的「特殊臺灣」！598
 

2、1961-1969 間又形成第二次的生產高峰。 或許台語片因為擁有自己的片

場、戲院和觀眾群，因此台語片發掘與造就了許多的編、導、演人才，逐漸走出

自己的拍攝方向與定位，也為日後的國語電影或閩南語電視劇奠下基礎，促進臺

灣影藝戲劇工業的發展，因此也確定了台語片的時代意義。 

1957 年 11 月 1 日，《徵信新聞》在台北國立台灣藝術館舉行「第一屆台語

電影片展覽會」，台語影星紛紛盛裝出席，當時參展影片共計 33 部，由專業評審

選定「金馬獎」共 11 項，另有觀眾票選「銀星獎」等獎項，這是臺灣華語電影

「金馬獎」的前身，當時獲獎的最佳男女主角分別是康明（萬華白骨事件）和柯

玉霞（三美爭郎），但台語影展只辦了一屆便停止了。1965 年 6 月 22 日《台灣

日報》在台北中華體育館舉行「國產台語影片展覽會頒獎典禮暨影星大會」，參

展影片共計 21 部，得獎的最佳男女主角是陳揚、白蘭，最佳導演是張英，另外

還特別設置「寶島獎」，共計選出十大導演、十大男明星、十大女明星和五大童

星。599這兩次的台語電影展覽會不但提昇了台語片影星的能見度與知名度，1966

                                                      
595

 參考黃文車：〈香港廈語片中的台灣印象〉，前揭文，頁 196。 

596
 參考吳俊輝：〈辛奇訪談錄②：臺灣無三日好光景〉，收錄於電影資料館口述電影史小組作

《台語片時代①》，前揭書，頁 146。 

597
 參考石婉舜、林文佩提案：〈台語影片資料蒐集整理計畫〉，收錄於電影資料館口述電影史

小組作《台語片時代①》，前揭書，頁 250。 

598
 參考黃文車：〈香港廈語片中臺灣印象〉，前揭文，頁 201。 

599
 參考「臺灣有影」之「台語片影展」網站，網址：http://www.ctfa.org.tw/tai_image/film-a.html。

下載時間：2015/08/13。 

http://www.ctfa.org.tw/tai_image/fil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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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台語片產量更飆升至 120 部。 

關於台語片的題材和分類，葉龍彥說：「台語片多達千餘部，其類型之多實

在很難分類。外國有的，我們都有，外國沒有的，我們更有。」600葉氏將台語片

分成 12 類，但其實很難就將台語片完全分類定位，例如「俚語片」是以片名作

為分類，但其內容恐怕觸及「新劇」、「歷史」或「文藝」主題；而「神怪」內的

「林投姐」、「吃人井」或「臺灣怪談」等，或許也可以放在「民間故事」類型內。

因此，台語片的類型分類是研究起步的第一層工作，而進一步的觀察則要從影片

內容去分析，如此才更能掌握台語片的研究主題。 

    當時差不多有七、八成的台語片都是臺灣的北投拍攝完成，所以北投被稱為

臺灣的好萊塢。不過台語片中以臺灣的空間或地點為名的影片不少，在節省成本

的考量下，許多台語片甚至更是上山下海找尋實景作為拍攝現場，竟也意外為當

時的臺灣留下許多珍貴的時代記憶。在這些記錄寶島臺灣空間地點的台語片中，

「城市」是不可避免的主題，無論是遊覽新奇的城市（如《王哥柳哥遊臺灣》），

或是流浪的特殊記憶（如「文夏流浪系列」等）中，絕對少不了離開故鄉到都市

的劇情。這些城市中，要以臺灣的首善之都：臺北城，更是台語片中必定會遊覽、

流浪的空間，而筆者觀察的臺灣閩南語歌曲中也常可以聽見這些從鄉村要進城市

打拚工作的心聲。臺灣自 1960 年到以後，社會開始穩定下來，經濟也逐次成長，

直至 1970 年代左右，臺灣漸漸走向從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社會。急速的工業化

也帶來了城市文明，於是開始吸引許多鄉村的勞力往都市集中，那時很多農村的

女孩都嚮往到城市去「做著女工過日子」，1960 年代初期閩南語流行歌曲〈孤女

的願望〉透過九歲的陳芬蘭稚嫩的童音傳唱大街小巷，歌曲描寫一位失去雙親的

少女，由鄉村要到都市應徵工作的心情。而這些被鄉村青年趨之若鶩的城市中，

又以「臺北城」最是重要，1962 年由葉俊麟601做詞（日本曲）、洪一峰演唱的這

                                                      
600

 葉龍彥在其《春花夢露：正宗台語電影興衰錄》書中將台語片類型分成「歌仔戲」、「新劇」、

「民間故事」、「社會事件」、「文藝」、「歷史」、「科學動作片」、「歌唱」、「偵探」、

「神怪」、「武俠」、「俚語」等 12 類。（臺北：博揚文化，1999），頁 201-203。 

601
 按：文中所舉三首閩南語流行歌曲都出自葉俊麟先生（1921-1998）的創作，葉俊麟的作品常

常和臺灣在地性與時代性有緊密的聯繫，如上述的〈孤女的願望〉、〈省都的一信〉或〈田庄兄

哥〉正好傳達 1960 年代前後的臺灣社會現象，甚至有〈寶島四季謠〉描寫臺北城的往昔風華，

或是〈臺北迎城隍〉中記錄的臺北迎城隍民俗活動等。葉俊麟的閩南語歌曲創作總能捉住時代記

憶與地方特徵，歌詞中的寶島美景或市井人物，總是傳神無比，可以稱得上是記寫臺灣社會風情

的重要代表作詞家。相關論述可以參考吳裕元：《戰後台語流行歌曲的發展（1945－1971）》，

（中壢：國力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郭麗娟：〈台灣歌謠臉譜：淡水黃昏帶詩

意——文思敏捷的作詞家葉俊麟〉，《源》37 期，2002/01，頁 66-70。林淇漾主編：《作詞家

葉俊麟與台灣歌謠發展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出版，秀威

資訊編印發行，2008），周宗憲：《葉俊麟台語流行歌詞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

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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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省都的一信〉中唱道： 

 

你有閒來 迌我真歡迎，才帶你台北街市看光景。 

幽雅的招牌、暝時的霓虹燈，奇奇巧巧真趣味，包你心會清。 

不時都踮在農村，那有啥路用？ 

自彼時來離開已經一年，我事業雖然也袂來得志。…… 

 

「省都」指的是 1967 年 7 月 1 日改制為院轄市前的臺北市，主人翁寫信讓

家鄉的人勇敢來臺北，因為臺北城有著文化的潮流、配合時代的新鮮味，正合外

出的他心意。同樣是葉俊麟用日本曲填詞，由黃西田唱紅的〈田庄兄哥〉敘述青

年搭乘火車離開農村，遠赴臺北投身現代社會的心路歷程。火車從「台南」、「台

中」，迅速到達「臺北」，輕快的旋律讓南方到臺北的空間移動變得更加快速。 

從鄉村到城市代表的是臺灣現代化與城市化中的「移動」現象，而「人」在

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似乎也逐漸變得卑微渺小。602但是移動代表的是對於現代性

（modernity）的一種追求，也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當城市化中的消閑

變成一種時尚，流行成為一種指標，彼此間很容易產生「娛樂流動」現象，從台

語片影星參與香港廈語片拍攝過程與內容，我們可以觀察怎樣的娛樂或時代議題？

而當過了數十年後的今日，我們又該如何看待這些台語影星風華？ 

 

三、跨國流動：小豔秋、白虹的廈語片探討 

 

    2015 年 3 月筆者於新加坡國家博物館（NMS）參加該館主辦的「雪鷺芳華

廈語電影展」，影展時間為 3/04-3/15，共計播放 1955 年到 1966 年拍攝的廈語片

13 部。影展主要在讓新加坡老一輩人回憶過去的廈語電影，並在現場向新加坡

廈語片皇后莊雪芳致意，然而在這些影片中，筆者卻驚喜地發現在台灣已經看不

到的《番客嬸海外尋夫》（又名：《愛的誘惑》）、《姐妹花》和《歌場妖姬》等影

片，而主演者是臺灣早期台語片女紅星小豔秋和白虹。 

    小豔秋（本名簡秀綢，1933~）可以算是台語

片第一期風光時候的最紅女星之一，而她主演的

                                                      
602

 按：筆者曾撰文探討台語片中有關「新奇的城市、矛盾的臺北」等寶島遊記類型影片，發現

1960-1970 年代寶島遊記型和歌唱型的台語影片，中強調的正面能量，包括介紹與紀錄臺灣的實

景空間，以及片中「明星化」的英雄形象塑造，都讓這時期的台語片賣座又賣相。不過當觀眾陪

著電影中主角和鏡頭出遊時候，影片透顯出來的城市氛圍卻又那麼弔詭。兩相衝突下，城市反倒

成為矛盾的存在，成為鄉村青年離開地方卻又害怕迷惘之處，於是筆者認為這時期的台語片同樣

繼承臺灣日治時期以來的「現代性」意義，不過卻更強烈地傳達批判城市的概念。參考黃文車：

〈新奇的城市、矛盾的臺北：台語片中的寶島遊記〉，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主辦「第

四屆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聯合學術會議」，2015/06/05，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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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女十八年》（1957）甚或觀眾青睞，從此演藝事業青雲直上。小豔秋因為新

劇團的演出頗有名聲，1956 年接拍第一部台語片《桃花過渡》就初嚐銀幕走紅

滋味，而 1957 年的《瘋女十八年》中那個被囚禁在木籠子裡發瘋的女人，更讓

她變成家喻戶曉的紅明星，於 1957 年獲得觀眾票選十大銀星獎冠軍，但卻因為

她人已在香港拍戲而無法出席領獎。603拍攝《瘋女十八年》當年，小豔秋還有梁

哲夫導演的《火葬場奇緣》、田琛導演的《海邊風》、《多情恨》等片同時進行著，

可見當時小豔秋的明星魅力已【小豔秋。小豔秋本人提供】  不同凡響。1958

小豔秋到香港拍攝《愛的誘惑》（台語片名）、《愛情與金錢》、《鬼戀》等片，至

1960 年拍完《羅小虎與玉嬌龍》（第二集）、《秋怨》和《孤女報母仇》等片後，

小豔秋便嫁做人婦，從銀光幕退出，回到她喜歡的寧靜生活。604
 

    白虹（本名王寶蓮，1939~）出生於臺北市天水路，本名「王寶蓮」，排行第

三。中學畢業之後參加中國電影製片場萬歲劇團招考演員公告並幸運錄取，在萬

歲劇團中受了半年的專業演員訓練，但在還沒參加萬歲劇團公演前，白虹又報名

通過南洋公司的演員招考，終於進入電影圈，同期進入南洋公司的還有柯玉霞和

洪明麗。白虹參與跑龍套的第一部

電影是《洛神》（1956），同年也在

《運河殉情記》中擔任配角，1957

年又拍攝《薛仁貴征東》、《夜來香》、

《火葬場奇緣》，和 1958 年的《可

憐的青春》，不過都是擔任配角。但

也因為這些配角演出的磨練，讓白

虹累積許多電影拍攝的經驗和技巧，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火葬場奇緣》

中和擔任主角的小豔秋有【白虹，引自《臺灣影視歌人物誌 1950-1965》】一場對

手戲，讓白虹深受啟發，後來決定努力學習和培養自己的戲劇演出。605讓白虹一

炮而紅的是1958年邵羅輝導演的《乞丐與藝妲》（按：台語應讀作「乞食開藝妲」），

也因為《乞丐與藝妲》的賣座，讓台語片又多了一種主題類型，後來如《乞丐招

子婿》、《乞丐王子》、《藝旦嫁乞丐》等乞丐片風不斷；而白虹更因此片受到片商

的青睞，連續邀請她在 1958 年接演三齣喜劇片《寶島姑娘》、《黑貓與黑狗》和

《圓環石松》，此時白虹的電影事業逐日亮眼。因為亮眼的台語片演出成績，白

虹開始受邀至香港演出《心心相印》、《歌場妖姬》（1962），並在拍攝廈語片期間

認識泰國片商，邀請她到泰國拍攝一部泰語片，反應亦不錯，但因為當地雨季無

                                                      
603

 有關小豔秋的個人資料參考姚立群主編：《臺灣影視歌人物誌 1950-1965》，（臺北：行政

院新聞局，2008/03），頁 44-46。按：1957 年小豔秋正在香港拍攝《雪梅思君》、《姊妹花》，

另一位女主角是江帆，男主角是黃英。 

604
 黃文車訪談，受訪者：小豔秋女士（1933~），訪談時間：2015/07/08，訪談地點：新北市。 

605
 黃文車訪談，受訪者：白虹女士（1939~），訪談時間：2015/07/08，訪談地點：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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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繼續拍攝續集，於是白虹就打道回臺了。平心而論，台語片女明星中能夠演出

跑龍套、配角、主角甚至受邀到香港、泰國演戲，最後又進入連續劇參與演出，

白虹的演藝生命可能是最豐富、最長壽的一位。606
 

    

（一）目前所見小豔秋主演的廈語片 

 

    小豔秋應可算是台語片第一個風光時期影星，那時能到香港拍片的人不多，

她應該是台語片史上第一位到香港拍攝廈語片且頗有成績的女明星。1957 年小

豔秋應香港閩聲公司前往香港拍攝陳煥文執導的《雪梅思君》和《姐妹花》，1958

年透過製片林漢鏞牽線，再度前往香港拍攝《鬼戀》（廈語片名：《人鬼戀》）、《番

客嬸海外尋夫》（又名《愛的誘惑》）和《愛情與金錢》（又名《江湖奇女子》），

這兩次赴港小豔秋都特別帶著紀露霞隨行，為她代唱影片中的歌曲。據小豔秋回

憶，《雪梅思君》中她飾演雪梅，同片還有江帆、王清河、胡同等人，而小娟（後

來改名為「凌波」）則是飾演她的兒子商駱。更特別的是，這些在香港拍攝的廈

語片，結合了臺灣、菲律賓的資金，借用香港導演、片場和技術，請來臺灣、福

建等不同地方的演員，最後《姐妹花》、《人鬼戀》、《雪梅思君》、《番客嬸海外尋

夫》和未在記錄中的《桃花姑娘》（1959）的首映地點卻都是在「新加坡」607——

這除了證明南洋新馬地區是閩南語電影的主要市場外，更可發現東南亞的香港、

臺北、新加坡、馬尼拉等城市如何讓資金、人才和技術等透過「廈語片」在不同

城市間移動，這是 1950 年代末廈語片的娛樂流動現象，透過這樣的娛樂流動，

我們可以發現現代性與消閑性在不同城市間的移動與發展。 

    2015 年 3 月新加坡國家博物館（NMS）舉辦的「雪鷺芳華廈語電影展」，不

難發現這是新加坡獨立 50 週年的慶祝前置活動，608所以被選入播放的 13 部廈語

片，幾乎都和新加坡有關，例如由莊雪芳小姐擔任主角演出的《廣告美人》（又

名《少女心》，1958）、《雙喜臨門》（1958）、《番婆弄》（1958）和《姻緣天注定》

（1960），或首映日在新加坡，甚至包括新加坡第一部由當地筱麒麟閩劇團擔綱

拍攝的《醉打金枝》（1958）古裝戲。當中竟能一睹小豔秋主演的《番客嬸海外

尋夫》（台語片名《愛的誘惑》）和《姐妹花》，以及白虹主演的《歌場妖姬》等

                                                      
606

 有關白虹的個人經歷，參考姚立群主編：《臺灣影視歌人物誌 1950-1965》，前揭書，頁 68-71。 

607
 按：《桃花姑娘》由郭柏霖導演，小豔秋、月桂華、海棠粉、連潮龍等主演，香港聯合公司

出品，金城公司發行，1959/1/21 在新加坡首映。另外如《姊妹花》首映日為 1958/3/7、《人鬼

戀》首映日為 1958/6/27、《雪梅思君》首映日為 1958/10/23、《番客嬸海外尋夫》首映日為 1958/11/21

等，而首映地點都是新加坡。 

608
 按：2015 年 8 月 9 日是新加坡獨立後 50 週年國慶，新加坡國家博物館還特別規劃在八月中

下旬安排一系列新加坡製作電影做為國慶活動之一，故今年三月多的廈語片影展，可能是本國慶

活動的暖身，例如在今年三月多播放的香港電影資料館版本《醉打金枝》就特別利用這幾個月時

間重新重金修復，準備在 2015/8/22 下午 3 點首次播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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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看不到的廈語片，這心情是悸動且難以言喻的。 

 

1、《番客嬸海外尋夫》 

 

1958 年的《番客嬸海外尋夫》由僑聯影業出品、臺灣華僑影業發行，陳翼

青導演，林漢鏞監製，由小豔秋、如玉、丁虹、黃英、王清河主演。故事內容講

述蕙蘭（如玉）帶著婆婆、幼兒小良從福建泉州到香港準備和過番的菲律賓工作

的先生馬伯良（黃英）見面，無奈人生地不熟、又遇搶匪，最後淪落住到木屋（貧

民區）。而遇不到妻小的馬伯良又因為工作關係認識洪董（王清河）的妻子愛娜

（小豔秋），兩人陷入愛河。最後蕙蘭因家中無米需要到外工作，有機會進到愛

娜豪宅作女傭，一日送早餐進入

愛娜房間時發現先生竟和女主人

在一起，一時間悲從中來無法接

受，後來趕到的馬母和小良加入

勸說，最後伯良帶著一家離開，

徒留隔窗遠望的愛娜。 

【《番客嬸海外尋夫》電影劇照，

引自香港電影資料館 2012/04 海

報】 

本部廈語片觸及海外華人的「過番」（或稱「落番」）主題，馬伯良到菲律賓

工作，洪董到新加坡出差，而蕙蘭從福建泉州過來，和伯良、愛娜在香港相遇，

這些映片內容中出現的城市，正好透顯廈語片的消閑娛樂在不同城市流動的現代

性意義，背後預設的是電影的想像觀眾群。其實電影和戲劇的都有「隱含讀者」

（implied reader）的存在，而電影業者更有市場取向和商業利益的考量，透過電

影的「再現」過程，我們相信導演或編劇所擇取的這些具代表性的社會與文化意

義符碼，其實是電影業者期待或企圖重新建構的社會「普遍認知」（common sense），

如果這個「普遍認知」能夠在社會上形成一股風潮，讓台灣民眾藉影片看見「自

我」或「本地」的身影，從而產生所謂的「本地意識」，最後便能形成如 Mitchell

所言的代表性意義，609那麼其便能在臺灣或東南亞的閩南方言區找到他們預設的

隱藏讀者/觀眾，而電影的銷路自然不成問題。 

 

2、《姐妹花》 

 

                                                      
609

 所謂「代表性意義」，指的是這個社會或文化符碼是能被這個使用的社會中成員所能共同接

受的，也就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價值。W.J.T. Mitchell, “Representation,” p.13.轉引自參考柯思仁、

陳樂編著：《文學批評關鍵詞：概念˙理論˙中文文本解讀》之第十章〈再現〉，（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八方文化工作室，2008/08），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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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由小豔秋客串主演的《姐妹花》雖是現代家庭倫理、愛情劇，但電

影故事卻融入北閥、革命軍背景，社會時代性較為強烈。 

《姐妹花》由港聯公司授權，袁秋楓編劇、吳源祥監製，陳煥文導演，由江

帆、小豔秋、黃英、高山主演，胡同、黎明、王清河、陳成等合演。電影講述生

活在鄉間的金有貴（王清河）好賭成性，平時都靠著金母（黎明）勤做女紅、省

吃儉用過日。一日有貴在賭場失手打死人，回家收拾細軟並抱走金二寶（小豔秋）

逃難，金母、二寶與有貴拉扯間被其用火鉗燙傷。和金母相依為命的金大寶（江

帆）長大後的和青梅竹馬的唐根生（黃英）成親。好景不長，平凡村莊遇到戰事，

金母一家流浪到城市，巧遇崔志誠（高山）才有落腳之處。城市裡的歌樓內有白

麗蓉歌女（小豔秋，即二寶）歌唱一流，深深吸引軍閥的馬大帥（胡同）賞識，

無奈麗蓉只情牽志誠。一心想靠女兒爬上官位的有貴這時獻計給馬大帥，以抓革

命黨員之名嫁禍志誠，要讓麗蓉放棄志誠，嫁馬大帥為妾。後來麗蓉為馬大帥生

下一子，要請奶媽來照顧。大寶因為丈夫工作受傷而去職業介紹所，正好找到麗

蓉家的奶媽工作。最後金母來告，說家中幼兒生病無錢看醫生，大寶向麗蓉預支

薪水不果，不得已想先借用少爺的金鎖鍊，但卻被其他下人發現，拉扯間重物墜

落砸死少爺。一家人慌忙間相見，才發現麗蓉和大寶本是姐妹，證據就是金母和

麗蓉（二寶）手臂上那道被火鉗燙傷的痕跡，一家人終於重修舊好，也等到志誠

從軍成功凱旋回來，算是大團圓的結局。 

《姐妹花》這部廈語片很特殊的地方在於本片雖然是時裝，但電影中的配樂

多數是傳統南音和歌仔調，可以算是廈語片過渡期的綜合品。而影片敘述緊湊，

少有拖戲情況；另外，其將故事背景設定於民國初年軍閥割據時期，又在片中推

崇革命軍戰勝功績，隱約中也和五 O 年代冷戰氛圍中反共的思維有了呼應。 

 

（二）目前所見白虹主演的廈語片：《歌場妖姬》 

 

    除了小豔秋，白虹則是第二波前往香港拍攝廈語片的台語片女影星之一。演

完《乞丐與藝妲》後走紅的白虹受邀至香港演出，據白虹回憶，她記得那時她搭

了三天的船才到香港，海上顛簸讓她真不好受，不過想到可以到香港拍片、開拓

自己的演藝事業，她也就忍耐下來。610白虹在香港拍攝的廈語片，後來也幾乎都

在新加坡首映，例如常被提到的由邵氏發行之《歌場妖姬》（首映日 1959/3/5）

和《心心相印》（首映日 1959/12/10），其中《心心相印》是白虹和新加坡廈語片

皇后莊雪芳合作拍攝，但目前尚未能看見此部影片。此外，白虹赴港拍攝但過去

較少或未被提到的其他廈語片包括《鈔票滿天飛》（首映日 1959/7/3）、《王先生

到香港探親》（首映日 1959/7/10）、《蜈蚣蛤仔蛇》（首映日 1959/8/10）和《兩傻

豔福》（首映日 1963/8/21）等，可以看見這些閩南語電影在東南亞密集上映的情

況。不過，這些影片目前筆者只看過《歌場妖姬》，至於其他廈語片是否仍然存

                                                      
610

 黃文車訪談，受訪者：白虹女士（1939~），訪談時間：2015/07/08，訪談地點：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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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能否觀看？恐怕都是個疑問。 

在香港拍攝廈語片的期間，白虹認識了一位泰國片商大力邀請她到泰國拍片，

那時她也才約莫 23 歲上下。白虹隱約記得那部片名叫《亂世孤鴻》，本來應該接

著拍續集的，但因為當地雨季影響拍攝工作，白虹便回到臺灣。筆者訪談白虹和

小豔秋時曾請教她們是否曾「隨片登台」，但她們一致回答：這些在海外拍攝的

影片最後的成品如何她們並不知道，因為停留在香港或泰國的工作時間不可能太

久，影片拍完到上映也許還要等個半年上下，所以她們幾乎沒有看過這些影片，

然而未能目睹由她們掛名主角拍攝的廈語片，難道該成為她們的遺憾嗎？當時白

虹赴港拍攝的廈語片不少，不過 1959 年首映的《歌場妖姬》卻是其代表作，另

一部和莊雪芳合作的《心心相印》，也不知未來是否有重見天日之可能？ 

《歌場妖姬》由三友影業公司出品，由朱超編劇、徐劍華製片、陳列副導，

導演是徐欣夫，主要演員是白虹、白綺、胡同、王清河、陳列等。影片一開場就

是「火辣辣熱舞歌舞團」的招牌，以及草群舞開場，白虹一出現則是獻唱，完全

是歌舞片味道。電影內容講述家境不好、母親生病的顏如玉（白虹）在火辣辣歌

舞團擔任女二的工作，努力練習但卻苦無出頭天的時機。主演安娜（白綺）因為

受到大家推捧，漸漸目中無人，無顧歌舞團練習時間，加上男友占美（胡同）想

和舞團陳老闆修改合約，以便獲得更大利益，每每不讓安娜參與舞團排練。蔡導

演和盧音樂家（王清河）建議讓如玉擔任主角，以便取代安娜。但消息走漏被占

美知道，竟派人綁走如玉，想讓劇團演出開天窗，最後占美詭計被大夥揭穿，大

家聯絡警察到廢倉庫救如玉，並逮捕占美和安娜。最後，歌舞團如期演出，如玉

擔任主角飾演蜘蛛洞內的蜘蛛女，收服了一群好色男眾（舞台上、舞台下和觀眾）。

同樣不能沒有的是，顏母趕來時發現盧音樂家竟然是如玉的生父，於是大團圓結

局又再次出現。 

《歌場妖姬》的內容與上文討論的另兩部廈語片相比較為單薄，不過卻反映

的那時東南亞市場已經形成風潮的「脫衣舞」表演。例如新加坡進入 1950 年代

左右，遊藝場內的歌台漸漸成為脫衣舞的天下，「脫衣舞」表演開始猖獗。611當

時以陳惠珍為首的豔舞團及其廣告單、照片充斥茶樓酒館，一時蔚為風潮。一直

要到 1959 年新加坡人民行動黨（PAP）上台後才開始大力掃黃。然而脫衣舞的

低俗魅惑還是擋不住，這是新加坡歌台健康文化受到挑戰的五 O 年代。而杜忠

全記錄老檳城娛樂時提到的順口溜：「哭爸哭母陳同同，脫衫脫褲陳惠珍。喝起

                                                      
611

 按：新加坡的脫衣舞表演何時走上「歌台」？據聞大約是 1951 年左右，張萊萊歌詠團在新世

界的鳳凰歌台演出，為了噱頭，排了一個「模特兒」話劇，其中扮演模特兒的是其妹張萊娣（藍

娣），在舞台布幕後假裝脫衣，結果意外造成轟動，也就帶動起後來的羅蓮、櫻華、王美鶯、陳

惠珍等人上歌台脫衣表演。參考王振春：《新加坡歌台史話》，（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2006/10），

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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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落陳修信，愛掠愛放陳仁慶。」612其中，陳同同是檳城印度裔但卻講漳州話的

民間說唱藝人，陳惠珍的脫衣舞團魅力傳到了老檳城，那都是上個世紀六 O 年

代前後的事了。如此看來這脫衣舞文化也在廈語片中出現，《歌場妖姬》最後一

幕便是活靈活現的清涼秀演出。請教白虹女士那時候的演出記憶，她說：當時她

也不清楚究理，導演說這樣表演她就這樣演出了，最後剪出怎樣的影片她也沒看

過啊！ 

 

（三）廈語片傳達的互文指涉意義 

 

    《番客嬸海外尋夫》、《姐妹花》和《歌場妖姬》是少數能被看見有關臺灣影

星拍攝的廈語片，這三部影片首映日期都在 1958~1959 年間，屬於香港廈語片發

展的蓬勃期（1957～1960）。在研究香港廈語片的過程中可以發現，1957 年以前

的廈語片多以古裝片「民間故事」或「歷史傳奇」、「神話」等改編自通俗小說或

歷史故事為主，但自 1956 年底開始，已有以「倫理悲劇」或「愛情」為主題的

民初戲。1957 年 10 月《桃花鄉》（又名《新桃花江》）賣座後，開始有大量的時

裝片出現，而電影內容雖有以文藝、驚悚、歌唱、奇情等主題列入目錄者，然而

實際分析，時裝戲不離「倫理悲劇」和「愛情」（喜劇、悲劇）兩大主題，而古

裝戲較少，主題仍圍繞在「民間故事」或「歷史傳奇」兩大類範疇。613統合來看，

《番客嬸海外尋夫》、《姐妹花》和《歌場妖姬》這三部廈語片屬於現代時裝劇，

但內容多和家庭倫理及愛情悲喜有關，而且影片中多有歌唱或舞蹈演出。 

    從小豔秋和白虹拍攝這三部廈語片來觀察，可以發現影片中預設的想像觀眾

群，讓電影敘事出現不同城市的聯繫，方便電影公司在東南亞市場的推動與行銷，

而這也讓 1950~1960 年代的消閑娛樂透過影片在不同城市之間流動，廈語片或許

也可以形成「互文指涉」（transtexuality）的文本614（指兩個具體或特殊文本之間

的關係），提供我們去理解上世紀五 O 年代以來的現代性與娛樂趣味在不同城市

間發展與互動情況，其說明著東南亞主要城市間的資金、人才、技術、市場或演

員都不可能是獨立存在的文本，反而可以成為彼此註解與指涉的可能性。透過不

同城市對於娛樂發展的互文理解，我們才能更廣泛地掌握當時代文本（廈語片）

                                                      
612

 引自杜忠全：《老檳城的娛樂風華》，（馬來西亞：大將出版社，2013/08），頁 28。按，該

篇章名為〈陳同同與其月琴說唱〉，原文完稿於 2002/1/12。按，此首順口溜還有不同版本，「喝

起喝落陳修信，要捉要放陳仁慶，哭爸哭母陳同同，脫衫脫褲陳惠珍，反東反西陳志勤，出錢出

力陳六使，山頂山王陳仔平，海底海王陳番城。」引自李永球：〈陳六使與李光耀〉，《星洲日

報》「田野行腳」版，2012/06/10。星洲網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250047。下載時間：

2015/08/15。 

613
 參考黃文車：〈香港廈語片中臺灣印象〉，前揭文，頁 199。 

614
 按：此「互文指涉」概念引用自容世誠教授於 2014/11/11 在國立成功大學演講的部分內容，

特標注說明，不敢掠美。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25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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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化、社會、歷史之間的關係。 

    透過這三部廈語片，我們也略可歸納出幾個影片所關懷的時代議題。其一、

「尋找」主題，例如《番客嬸海外尋夫》中蕙蘭「尋找」丈夫、《姐妹花》中金

母「尋找」二寶，以及《歌場妖姬》如玉「尋找」其父，當然最後都是圓滿大結

局，符合觀眾的期待。上世紀五 O 至六 O 年代中國、臺灣或東南亞社會仍處動

盪，移動與流離是廈語片關注的社會議題，透過影片呈現讓觀眾感同身受。其二、

脫衣舞風氣，例如《歌場妖姬》中的「火辣辣熱舞歌舞團」表演，「脫衣舞」表

演風氣於 1960 年代在東南亞新馬地區瘋狂崛起，電影將之做為主題，正好透顯

當時社會的偏離現象；其三、現代社會的現實，例如《番客嬸海外尋夫》中蕙蘭

一家沒錢可住飯店，茶房伙計跟他們說道：「香港這個世界真現實，有錢 e，著

去徛（khiā）洋樓；沒錢 e，著去徛木屋。」真是活生生的現代城市寫照。又或

如《歌場妖姬》中一開始所有人都捧著當紅的安娜為明珠，對於真正認真有實力

的如玉卻多不理，這人性的現實也在影片中傳達出來。當觀眾進入電影院觀看這

些廈語片，他們能看見的，更可能是當時的共同經驗或集體記憶。 

    不過這些廈語片導演還是有一定的導演技巧的，尤其是影片中的「對比」畫

面的張力，例如《番客嬸海外尋夫》中馬伯良和愛娜在豪宅中享受美酒佳餚同時，

影片過場卻對比出蕙蘭她們在颱風天吃著野菜清粥，令人不忍。又如《姐妹花》

中金大寶嫁給唐根山後唱出〈喜今宵〉： 

 

喜今宵。同飲交杯酒，同賞望金星。看許月圓，月白風清好景致。 

咱雙人會合佳期，忽然聽見鼓打于初更，勸共阮夫君再飲幾杯酒。 

咱雙人恩愛如絮又如綿，咱夫妻福壽長命。 

 

    這是傳統南音（南管）「雙閨˙喜今宵」樂曲，經過胡同改詞呈現出大寶、

根山佳期美好。但若對比白麗蓉被強迫嫁給馬大帥後的歌仔哭調： 

 

思想我命生來真不幸，自幼隨父流落苦幾經，歷盡滄桑人海一歌伶。 

夜淒清、細訴衷情。 

思想我心已屬崔志誠，自憐受迫委身從司令，一片情心零落無收成。 

夜氣冷、百感哀萌。 

思想我命如花苦凋零，自古紅顏多是帶薄命，此身此世無望再重生。 

 

    字字句句悽慘孤絕，根本不是新婚佳人應該有的情緒和語氣，如此前後對比，

更能凸顯這對姊妹身世遭遇之甚大落差。廈語片中也特別鍾愛這類家庭、愛情「悲

劇」議題，似乎這樣的「悲情」才能哭出觀眾的感同身受與親身經驗。 

    廈語片的「互文性」閱讀，還可以從影片中的歌曲來觀察。從 1957 年《姐

妹花》影片中多數運用傳統南音和歌仔調，發展到 1958 年的《番客嬸海外尋夫》

和 1959 年的《歌場妖姬》中出現的大多是福建摩登新曲，可以看見廈語片中福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result_detail.jsp?n_no=7250&curpage=1&sample=%E7%AB%99&radiobutton=1&querytarget=2&limit=20&pagenum=2&rowcount=24
http://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result_detail.jsp?n_no=7250&curpage=1&sample=%E7%AB%99&radiobutton=1&querytarget=2&limit=20&pagenum=2&rowcount=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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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歌曲的「現代性」進步。然而畢竟那仍是缺少創作詞曲人才的年代，所以影片

中的「摩登廈曲」，很多是填詞人借用其他音樂或歌曲音樂來演唱。例如《姐妹

花》中白麗蓉出場時的表演歌曲，是該片中少數出現的摩登新曲： 

 

一人來裝作二人裝，老公仔背著俏紅妝。老的是啞巴，少年的腳瘋，河西

走來過河東。 

腳瘋的唱歌真跑紅，啞巴的角力真勇壯。一個是查某孫，一個是阿公，出

門賣唱好搭檔。 

 

    這首摩登廈曲用的是「新年好」曲調，俏皮活潑，正好帶動聽歌人的心弦情

緒。另外在《歌場妖姬》中盧家萍音樂家平生得意之作拿給如玉演唱，這首摩登

廈曲聽來耳熟，原來用的是〈未識綺羅香〉的曲，此歌原來是 1953 年香港遠東

電影公司拍攝、邵氏電影公司發行《歌女紅菱豔》中的插曲之一，本由白光主演

和主唱，但原唱版本已經消失了。615這首〈未識綺羅香〉是盧一方參考唐代詩人

秦韜玉〈貧女〉一詩616，首句「 蓬門未識綺羅香，托良媒益自傷」和結尾「隨

處飄萍，頻年壓線，空自淒涼」都參考原詩詩句。從唐詩「貧女」或《歌女紅菱

豔》中的「歌女」意象來看，都和《歌場妖姬》中的顏如玉有近似的命運；連片

中做此歌曲的盧大音樂家也用了「盧一方」的姓氏，可見廈語片編劇是有所本的。 

 

四、代結語：持續進行的研究工作  

    關於台語片研究，臺灣的電影學者和文史工作者都有專書探討，偶爾觸及香

港的廈語片，但畢竟不是全面觀察。最早開始注意廈語片的學者應該是現任新加

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的容世誠副教授，自 2005 年開始帶著蘇章愷老師（當時為國

大中文系本科生）全面整理《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報紙娛樂相關報導，逐

漸整理出廈語片的相關系譜。後來香港電影資料館學術

組和新加坡國大聯繫，共同促成香港廈語電影資料編纂

工作，並於 2012 年推出由吳君玉主編的《香港廈語電

影訪蹤》，並逐次進行館藏內的廈語電影修復工作。2012

年 4 月香港電影資料館更舉辦「香港廈語電影展及座談

會」，特邀請新加坡廈語片皇后莊雪芳女士出席與會。 

    時間跨到 2015 年 3 月 4 日到 15 日，由新加坡國家

                                                      
615

 按：1953 年 1 月 22 日由邵氏電影公司發行首映的一部電影名叫《歌女紅菱豔》，由白光、

羅維合演，屠光啟導演。電影中有四首插曲：〈永遠青春〉，〈未識綺羅香〉，〈歌女的痛苦〉，

〈不再分離〉，全由盧一方作詞，梁樂音作曲，皆由白光主唱的，但最後這些原唱版本都亡佚了。 

616
 秦韜玉〈貧女〉一詩原文為：「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

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偏（一作纖）巧，不把雙眉鬥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參考《全唐詩》670 卷/20 冊，頁 7657。「故宮寒泉」http://210.69.170.100/S25/。2015/8/15 下載。 

http://210.69.170.100/S25/。201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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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主辦的「雪鷺芳華廈語電影展」（GEMS OF AMOY CINEMA）則是該博

物館規劃以新加坡廈語電影為主題的特別展出活動。過去這些廈語片在新加坡放

映的地方主要是在中峇魯金殿路的璿宮戲院和芽籠的「快樂世界」內的新娛樂戲

院等，這些地方以福建人居多。筆者當時正在新加坡進行海外研究，並特意參與

這次的「雪鷺芳華廈語電影展」，過程中觀賞多部廈語片，並參與莊雪芳女士的

廈語電影座談會。離開新加坡回到臺灣後，參與屏東地區銀閃閃讀書會於屏東太

平洋誠品書局舉辦的「四月好讀」導讀工作，主持人帶來幾位嘉賓說要參加「屏

東漂書」活動，順道來聽筆者演講。抬頭一問，這幾位長者中竟然有三位曾經參

與台語片的拍攝工作，其中兩位就是小豔秋和白虹。 

人生機緣並非只是如此，

前一年筆者在屏東大學樂齡學

院上課時也提及台語片與廈語

片，課後兩位年長學生私下走

來跟我說，他們有一位親兄長

曾經拍過台語片還擔任過男主

角，問我要不要去訪問他？興

奮之餘拿了電話前去，才發現

那位男主角就是鄭良。而鄭良

是誰？原來他曾經在 1958和白

虹合拍過《寶島姑娘》，同部片

中還有白蘭、陳茵、戽斗和石軍等。  【《寶島姑娘》電影劇照，鄭良提供】 

這麼多的因緣串連促使著筆者繼續台、廈語片的田野調查工作，並且進一步思考

著香港、新加坡都為廈語電影做了保存與努力，而我們又可以為這些台語片（或

廈語片）記憶風華做些什麼實際的工作呢？這是關於持續調查研究與推動臺灣影

像與娛樂發展文化史必須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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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電影》第 10 期，1958/12。 

 

四、 網路資源 

「臺灣有影」之「台語片影展」網站，網址：http://www.ctfa.org.tw/tai_image/film-a.html。

下載時間：2015/08/13。 

李永球：〈陳六使與李光耀〉，《星洲日報》「田野行腳」版，2012/06/10。星洲網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250047。下載時間：2015/08/15。 

《全唐詩》670 卷/20 冊，頁 7657。「故宮寒泉」http://210.69.170.100/S25/。下載時間：

2015/08/15。 

 

本文特約討論人楊玉君教授發言稿 

本文自方言電影透視亞洲華人的政治情勢、資金流動與娛樂及電影工業史的

消長，觀點獨特，訊息豐富。尤其是從電影拍攝及劇情分析兩方面來突顯出跨國、

城鄉移動的問題，立論新穎。將台語片的發展置於整體東南亞的移民及政治史脈

絡中，視野開闊，又能呈現出各地個別的特色。台語片演員的生命史訪談具有珍

貴史料價值，大幅深化讀者對台語片的瞭解。從廈語片的內容分析，作者指出了

情節中的人口流動顯示的預設讀者／觀眾群，並反推出片商推出這些片子時背後

的巿場及商業利益考量。 

 由於牽涉地點眾多、涵蓋年代久長，訊息量的豐富及複雜使本文在撰寫上有

相當難度。本文重點分析文本之一是廈語片，但幾度提及廈語片都沒有給予

http://www.ctfa.org.tw/tai_image/film-a.html
http://news.sinchew.com.my/node/250047
http://210.69.170.100/S25/。下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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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直到第三頁才加以說明，建議能在一開始就給與廈語片與台語片清楚

的定義區分。 

 目前區分電影工業史及個人生命史的兩大部分，主題略顯分散，不利於突出

論點。建議能再作段落的調整，能規畫出主題明確的幾條軸線，順勢展開，

使讀者能更清楚理解方言片在各地的發展以及「消閑流動」的軌跡。 

 演員生命史的部分雖然深具價值，卻與本篇主題關連不大，建議自文章中刪

削，另行安排在未來的出版計畫中。 

 對三部廈語片的分析結果歸納出的主題：「尋找」，很能適切的反映出上世紀

五十、六十年代社會仍處動盪、移動與流離的狀況，確是廈語片所關注的社

會議題。但反共、走私猖狂、脫衣舞風氣及現代社會的現實，都只有單一的

案例，說服力稍嫌不足。 

 由於本篇討論的是方言電影，建議新增各地語言政策對方言片發展的影響。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1、 作者以小豔秋和白虹在香港所拍攝的《番客嬸海外尋夫》（1958）、《姐妹

花》（1958）與《歌場妖姬》（1959）三部廈語片，透視連結臺灣、菲律賓

的資金，借用香港導演、片場和技術，聚集臺灣與福建等各地方演員等在

東南亞等地播映的廈語片，在「跨國移動」中所呈現的娛樂流動現象與「互

文指攝」文本，資料可貴，論述有據，值得肯定。 

2、 然文章標題所使用的「台廈語片」，因向來都以廈語片、臺語片稱謂，是

以建議對此名詞先加以界義說明。 

3、 在〈臺語片風華〉部分，提到《桃花泣血記》「因為「桃」片是一部影戲」

的語句，不夠準確，建議修正。 

4、 又臺灣廈語片及香港廈語片，只是因為拍攝地點不同而「冠名」有別，或

另有可判別的原則。又如「臺北板橋環球戲院的老闆林漢鏞設立華僑影業

公司，力捧小豔秋並將之送到香港拍攝廈語片，也在香港拍攝《愛情與金

錢》（1958）和《愛的誘惑》（1958）兩部片」，此究竟應歸屬於香港廈語片

還是臺灣廈語片，請試說明；尤其可就此兩地廈語片異同處加以闡論。 

5、 文中提到三部廈語片中「從《姐妹花》中運用的傳統南音和歌仔調，到《番

客嬸海外尋夫》和《歌場妖姬》中的福建摩登新曲，可以看見廈語片中福

建歌曲的進步」，此敘述似乎是說《姊妹花》為傳統曲調，後二者使用「摩

登新曲」；然後文接著又以「《姐妹花》中白麗蓉出場時的表演歌曲…新興

的摩登廈曲用的是「新年好」曲調，俏皮活潑，正好帶動聽歌人的心弦情

緒」，此描述似又與前述矛盾。是以廈語片中所使用的傳統南音、歌仔調與

「摩登廈曲」，是以拍攝的年代來比對，還是因為電影題材而選擇呢，宜在

文中進一步梳理。 

審查結果：修改後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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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地政務以來「金門縣志」修纂歷程 

郭哲銘 

金門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長 

摘要 

  金門自明代隆慶二年（1568 年），洪受撰著《滄海紀遺》以來，至今近四百

五十年，期間共計十二次修志，付梓七次。 

  其中修志次數最密集，時程最緊近，是在「軍管時期」（1949～1992 年）。這

當中一共修纂縣志四次，也付梓了四次；九十年代之後，受到專業修史風氣的影

響，引動了專家修志的時期，楊肅獻、李仕德兩位專業的歷史學者，先後投入家

鄉縣志的編纂工作，也帶入一定程度的迴響。 

  這兩個時期，可以說是金門地方史志的修纂最勤力的時代，其中透露了許多

有意義的歷史脈絡與不同的思維想法，本文即是以這兩段時期為核心，探討金門

修志歷程中極為重要的一頁，以及其歷史意涵。 

 

關鍵字：金門縣志、軍管時期、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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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勤修「縣志」的年代 

一、軍事管制與修志 

  民國三十八年以後，國共相爭，使得海峽相隔分治之局形成。此時金門因為

這一戰事，行政區域轄屬又有了改變。當年十月十日，共軍由蓮河以小型汽船及

木筏在大嶝北面強行登陸，與國軍發生激戰，十二日大、小嶝即已陷共；而金門

本島與小金門，則因十二月二十五日「古寧頭戰役」的獲勝，而未丟失。至此而

後，金門縣所轄屬之地，就未包括大、小嶝嶼。之後福建省莆田縣烏坵地區，於

四十三年六月設鄉，無可託寄，暫由金門縣政府管轄。金門縣轄地，至此又得託

管「一鄉」，轄境已與設縣之時，有了相當程度的改易。 

  除了行政轄地的改變，因為民國三十八年之後，金門地區位處國共交鋒之前

沿，幾乎年年有戰事，月月有衝突，因此有了「戰地」、「前線」之名，也因此金

門地區也進入了「軍管時代」。 

  「軍管時代」首先為金門地方行政體系所帶來的衝擊，即是行政單位全面的

「軍事化」。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金門縣政府被撤銷，全島劃為「金東」、「金

西」和「烈嶼」三個「軍事管制區」。金門本島以瓊林為界，以東為「金東軍管

區」，以西為「金西軍管區」，烈嶼則獨立設置「烈嶼軍管區」。金門縣政府撤銷

後，原有的「鄉、鎮」也改為「區」，「保甲」則改為「村鄰」。當時於三個軍管

區各設有一個「民政處」，處理各該區的民政庶務。民國三十九年三月，各區民

政處被撤銷，另設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四十年又重劃設金城、金寧、金湖、金

沙、金山、烈嶼六區公所。此時無論行政基元如何的改變，惟一不變的是一切以

軍事為優先，民政須配合軍事需求，各民政處的行政幹部都從軍中調派，以利軍

事調遣，「處長」由軍部政工主任兼任，處內軍事、民政、總務等人員也都由軍

事幹部擔任。民政處之下，各「區」設「區指導員」，各「村」設「村指導員」

也都由軍人擔任。這些「指導員」是地方真正的掌權著617，乃軍方控制地方基層

的工具618。 

  「軍管時代」，在金門為實現黨、軍、政一元化，又創造了「戰地政務」的

體制。民國四十二年二年，撤銷金門軍管區行政公署，恢復金門縣政府建制，掌

理地方行政，地方行政基元，亦由原設區公所，改為鄉鎮公所，計有金城鎮、金

寧鄉、金沙鎮、金湖鄉、金山鄉、烈嶼鄉。雖地方行政組織恢復縣府與鄉鎮建制，

然「軍事化」的精神依舊不變，軍方仍是牢牢控制了地方行政系統。後來為進一

步深化「軍事化」的精神，民國四十五年，金門被劃為「戰地政務實驗區」，以

                                                      
617楊肅獻，《金門近代史》，p.154～155（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18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職官志․第二篇歷代職官考述》，p.451～452（金

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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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戰時需要，統一戰地軍政指揮，並於同年七月成立金門防衛司令部政務委員

會，金門地區行政權責，統移政務委員會管轄，建立軍政一元，軍民一體之戰地

政務體制；後又於五十八年元月，金門防衛司令部政務委員會，改稱為「金門戰

地政務委員會」，直屬國防部，同時精簡組織，保留編制，縮減員額，業務移併

縣政府掌理，政委會則為地區最高行政決策與指揮監督機構619。 

  在這等體制之下，一切以軍事為依歸，一切以應敵為前提。金門地區照理應

該是要偃文修武，文教的實行或要被迫中斷。相反的是這個時期的金門，卻是基

礎教育盛行，駐軍興學，不遺餘力。因此國民教育不斷深化，文盲也漸次掃除620。

這種「反常」的發展軌跡，其實還是有其政軍的思維，當時兩任金門地區軍政首

長──司令官的胡璉，就曾回憶到辦理「金門中學」的動機時，說道： 

    在民國三十九年……筆者鑑於大陸失敗時的「學潮」，也親眼看到民國

三十八年四月一日南京大遊行時莘莘學子的瘋狂悖謬行為，曾經哀傷的幾乎

要落淚！「迷失的一代啊！」但卻又再問是「誰之過歟」？在革命救國的政

府治理之下，一些在學的子弟，受了部分歪斜學者的影響，把頹廢形容成瀟

灑，把狂妄認為是時髦。最後在思想空虛，六神無主的狀態下，便陷入共黨

網羅之中而不能自拔。這真是人問世的悲劇，也是負責思想教育者的失職
621。 

  這一段談話，足為其證，說明當時教育仍為軍事服務之一端。 

  在這樣的時局中，有關「縣志」的纂輯，也進入了一種完全不同於先期各代

的氛圍裡。這時期金門在「戰地政務」的管理下，前後一共修纂了四次的「縣志」，

分別是：民國四十七年編修的《新金門志》一冊、民國五十六年重修《金門縣志》

二冊、民國六十八年重編《金門縣志》二冊、民國八十年增修《金門縣志》三冊。 

  這四次修纂的「縣志」，自然也受到這個時代的氛圍所影響，充斥著「反共

復國」思維的精神教育作用。例如：這四部「縣志」，卷首一律放置了蔣中正「繼

往開來」的題字；作序者也都是由當時的司令官領銜，然後是主管「思想教育」

的政委會祕書長，最後才是真正臨民庶政的縣長。 

  當然這四部「縣志」，也不盡然全在一個模子鑄造，其各自編纂的過程進展，

仍有其不同，也各有其特色，以下分別論述之： 

二、許如中《新金門志》 

  「軍管時期」金門編修的第一部方志，乃是民國四十七年的《新金門志》。

這部方志，編輯者許如中，浙江紹興人，時任「正氣中華報」總編輯。「正氣中

華報」，「是一份軍方發行的報刊，民國三十七年在江西省南城創刊，隔年十月該

                                                      
619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職官志․第二篇歷代職官考述》，p.452（金門：

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20楊肅獻，《金門近代史》，p.212～214（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21胡璉，《金門憶舊》，p.39～40（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 年，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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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刊隨軍隊遷移到金門。易地發行後，該報不僅報導軍中之事務，也同時刊載國

內外之新聞。最初該報以免費供應的方式出刊，民國三十九年正式向內政部登記，

取得合法地位。四十年十月報社納入金門防衛司令部編制，四十七年元月，報社

改由金門戰地政務委員會掌管。此後該報除免費供應部隊之外，也開放民間訂閱，

並開始接受商業廣告。五十四年十月三十一日『金門日報』創刊，自此雙報並行，

『正氣中華報』恢復為單純的軍報；「金門日報」則對開放民間訂閱。至八十一

年十一月七日，金門地區終止戰地政務實驗，『正氣中華報』歸屬金防部，改以

週報對軍中發行，『金門日報』則改隸屬金門縣政府，繼續對軍民發行622。」由

軍報的總編輯，擔任「縣志」的主要編纂者，這仍說明了當時軍方編纂「縣志」

時，仍是有其特殊的考量，而以「自己人」來擔任編纂工作。 

  另外，許如中回憶到受命編纂《新金門志》的原因，說道：「中華民國四十

六年夏、金門軍政當局，議編輯『新金門志』，兼縣長孫通先生就商於余。時余

方主『正氣中華報』編務，顧此砲火瀰漫之天，斯文零落之地，環境不足以延通

人，經費又不足以供輿馬，余而方命，恐終遷延誤事，遂不敢以不文辭623。」這

又點出在纂修《新金門志》的當時，金門地區因係戰地，種種管制措施，造成金

門與臺灣交通不便，同時當時相關經費猶仍缺乏，是故無法聘請境外專家來金修

志。而使得許如中「雀屏中選」，擔任編纂「戰地政務」時期，第一部金門縣方

志的主要編纂工作。 

  而許如中的編纂工作，即在縣政府的協助下進行。初始「撥後浦舊粟倉後鋁

質屋半間，門懸一牌曰：『金門縣志編輯室』。本地籍僱員一人，司賸錄庶務」。

這仍有仿照之前劉敬、林乃斌編纂「縣志」時，開局修志的味道。既有縣府支持，

相關資料的提供，自不再話下。再加上當時制度為「戰地政務」，自縣、到鄉、

至村，動員迅捷方便，「屬縣政府應有之資料，則逕請各科長調閱檔案」，「鄉鎮

動靜現況，則委請各鄉鎮村里長」，即便是「海天縹渺處」的烏坵，仍有楊瑞大

調查資料，「輾轉遞至」。 

  至於而有關地方民情風俗的采集、掌故文獻的諮備，許如中一如過往，以地

方士子為采調，以地方耆紳為顧問，民情風俗的調查，「委請各鄉鎮小學教師」，

地方掌故，則「請教各士紳」。除此之外，許如中可謂有心，全力投入修志的工

作，他「視天候之陰晴，定工作之方式。其或風日和美，則徒行山野村落，細行

邱壑墟址，與田父野老，共證今昔之異同。一島七十里，以及烈嶼、兩擔，而履

跡殆遍焉。其或陰雨晦冥，則閉門却掃，獺列故紙，鈎稽排比」。就這樣自四十

六年冬到四十七年夏，前後歷時七個月，完成六、七十萬字的「初稿」。 

  完成「初稿」的許如中，看來對自己的「作品」，並沒有太大的把握。他說

道：「細自檢討，終厭掛漏。如言二十年前事，則故老零落。如求前賢之著述，

                                                      
622郭哲銘，《浯鄉小事典》，p.35（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 年）。 

623許如中，〈新金門至編輯始末記〉，收錄於氏編輯，《新金門志․題序․新金門至編輯始末記》，

p.13（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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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卷帙無存。三十八年前之檔案，則闕如焉。日據時代之實況，則諱言焉。民初

諸老之行誼，則子孫不能舉其詳。海外鄉僑之義烈，則雲天萬里，郵函無從詢其

實。而『言語』一篇，尤非淺學所能措手。」不過心裡還是希望能夠再有所收穫，

所以便建議縣府油印數部，「遍寄臺灣海外，徵詢意見」。最後也僅有金門籍旅臺

的國大代表王觀漁、許崇凱兩位，為其稿補充若干點。最後，再由縣政府「備禮

幣」，央請求正於時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陳槃先生，「為刪除繁文贅語十之二、三，

並考證故實，調整篇章，乃至俗書譌字」，並列名「審閱」且撰序一篇，《新金門

志》方始完成624。共計六大部分：「大事記」、「土地志」、「人民志」、「政事志」、

「經濟志」以及「人物志」625，斷限於民國四十六年626。 

  這部歷時七個月，遍徵臺灣、海外意見三個月，最終在陳槃斧削而成的《新

金門志》，前後歷時一年，終於在民國四十八年付梓發行。作為「戰地政務」時

期第一部的金門方志，此志確是在戰火中完成，當時國共間的「八二三砲戰」正

如火如荼的進行，氣氛肅殺，環境詭譎，實為臺、金往來增加許多不便，許如中

在此艱難的環境中，完成這部著作也屬不易。而金門也正因處於這樣的時局中，

其戰略地位與肩擔國家衛護之任，不言可喻。而這一「重量」，使得金門早已超

過一個普通縣的份量，而成為當時臺灣最為緊要的所在。故而許如中在《新金門

志》的「凡例」中，第一條便寫下：「文事武功，有非一縣所能包括者，因定名

為『新金門志』627。」而相關「職官表」，則「只列縣長以上軍政長官，其餘單

位主管，各繫於所屬機關後。無考者闕628。」也因為時處軍事衝突的時局裡，「保

防」工作，更不可疏漏，尤其是軍事相關資料，「尚在保密階段者闕629」。甚至連

這部「縣志」印刷的單位，也是由「國防部印製廠」承製630。皆可顯見此部志書，

高度「軍事化」的特色。 

  除了書名與一般的縣志有所不同外，在這部《新金門志》裡，「語言」部分，

是相當具有特色的一筆，雖前如許如中所言，「『言語』一篇，尤非淺學所能措手」；

陳槃也於序文中，說到「限於方法」，「語言一科，於今日為專門之業，非有嚴格

之語言訓練者，無從措手631」。但此一篇目，卻是為金門志書開其先例之作，不

僅前無古人，即使後來述作者，亦是相當程度的鈔引，逾邁者不多，值得嘉許。

還有，該志女權觀念又有進一步的提升。重視婦女，向為金門地區修志最為重要

                                                      
624許如中，〈新金門志編輯始末記〉，收錄於氏編輯，《新金門志․新金門志編輯始末記》，p.13

～15（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625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凡例》，p.15（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626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凡例》，p.15（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627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凡例》，p.15（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628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凡例》，p.15（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629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凡例》，p.15（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630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版權頁》，（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631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題序․陳槃序》，p.11（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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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從洪受、黃鏘，到林焜熿、林豪父子，再到劉敬，有關婦女的資料，歷

來都被給予高度的重視，不過這些「舊時代」的方志，著重的地方是「貞、孝、

節、烈」等傳統婦德的表彰，而許如中此時卻賦予不同的意義，「憲法男女平權，

女兒身而文經武略，忠肝義膽者，概依類歸入『列傳』，無則闕。舊志『列女傅』，

仍其舊632。」是亦一創舉。 

三、陳漢光等重修《金門縣志》 

  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之後，國共之間進入了所謂「單打雙不打」的

詭異戰爭形態，雙方衝突的規模日愈降低，但意識形態的爭鬥，卻有逐漸升高之

勢。國共雙方彼此展開「心戰」，廣播傳單代替了子彈火砲。兼且這一時期伴隨

著美俄兩大超極強權間「冷戰」布局的展開，金門非但成為防共的前哨點，更為

臺灣當局刻意製造成對共宣傳的樣版「模範縣」，因此外賓來訪不絕於履；另外

「軍事為體、民事為用」的建設方略，更成為金門地方自治史，乃至是中華民國

歷史上相當具有「特色」的一頁633。 

  這時修纂「縣志」，就不單單僅是為了「思想教育」，進一步更有「宣傳」的

作用存在。當時司令官尹俊於序文中，說道：「自民國卅八年共匪竊據大陸，國

軍進駐本島後，內以屏障臺、澎，外以箝制閩、廈，敵人視之如芒刺，國際譽之

為反共燈塔。總統曾昭示全國：『金、馬為臺、澎之前哨，反攻大陸之跳板。』

地位重要，寄望殷切……（各項建設）突飛猛進，一日千里，譽為三民主義模範

縣矣！……總統所望於吾人者，以金門精神，化為全民動員之典型，以金門建設，

作為建設大陸之藍圖634。」又縣長屠森冠，也說道：「……今者鴻鈞再運，又逢

盛世，十餘年來，英傑雲集，以三民主義為目標，勵精圖治，以反共復國為大業，

誓雪國恥，元首頻頻親臨，倚為反攻前鋒，外賓翩翩蒞止，譽為海上長城。曠世

殊榮，千秋稱盛；而斯志適於此時續成，殆史籍之應運而發歟？抑勝利來臨之預

兆歟635？」皆可見證，這部「縣志」寓意政治宣傳之用心。 

  至於這部「縣志」的編纂過程，比起許如中編輯的《新金門志》，較為繁複。

首先其倡修的源頭，居然是來自當時總統蔣中正的指示。以總統之尊，指示偏隅

一縣方志的續纂工作，可以說是相當不尋常的動作。這當中或許就如前述所言，

存在著宣傳「模範縣」的寓含。然不管如何，總統既已指示，這部「縣志」的籌

備，就更顯得慎重了。當即由縣長王玉白指示社會教育館館長王秉垣，籌組編修

委員會，於五十三春成立，縣長王玉白親任主任委員，在地紳耆陳卓凡先生副之，

                                                      
632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凡例》，p.15（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 年）。 

633郭哲銘，《浯鄉小事典》，p.147（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6 年）。 

634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卷首․序一》，p.3～5（金門：金門

縣政府，1968 年）。 

635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卷首․序二》，p.7（金門：金門縣

政府，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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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敦聘地方仕紳為委員。同時聘請臺灣省文獻委員編纂陳漢光為總編修，福建省

政府科長陳士心、中央社特派員郭堯齡。而由王秉垣為總幹事，負責策劃，展開

修志工作。同年八月，陳漢光、陳士心來金，商訂縣志凡例綱目草案，由縣府呈

金門政務委員會，轉呈國防部核備，繼蒐集資料一年多的時間，期間為了加速工

作，由陳漢光、陳士心負責在臺趕編，終於在五十五年四月輯成初稿，分送有關

審閱，以求詳實。 

  而此同時正逢成立「金門縣文獻委員會」成立，時陳卓凡為主任委員，王秉

垣擔任秘書，接續「縣志」工作，並加聘文獻委員會委員李怡來、顏西林兩人為

編修，負責重編增訂，附加卷篇小引。九月，新任縣長屠森冠履新，要求「縣志」

截年延至五十六年，俾能新政、建設資料，能納入志中，是以又前後經歷六個月

而脫稿，並呈內政部審查。 

  之後五十六年秋，縣長屠森冠，又指示「縣志」稿重校。文獻委員會乃再聘

黃璉、曾紀鎔、蔡鑫銘、王一心、夏明翼、宋劍青、盧文溥、何紀常等，分卷校

正，並責成郭堯齡負責標編、黃璉負責參校，閱兩月竣事，交由金門日報社承印，

於隔年二月，印行上、下兩冊。 

  這部「縣志」前後歷時四年，輾轉編校多次，人員更是一再補充，其為總編

修者雖為陳漢光，但實際全程參與者卻是社教館的館長王秉垣636。 

  這次的修志，前後歷經兩任縣長，參與之人並非一開始便即完全確認，而是

逐步擴增，可算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其中除了本籍仕紳參與「縣志」編修的工

作，該志的總編修陳漢光為文獻專家，其籍貫又是與金門一衣帶水之隔的漳洲龍

溪；還有省政府科長陳士心，其籍貫更是金門昔時母邦同安縣；而郭堯齡等人，

雖非本籍或本省之人637，然多數是在地多年，與土著並無殊二。是以這一編修團

隊，「在地」的色彩，可謂是相當濃郁。 

  在內容部分，五十六年重修的「縣志」，首先在名稱上，因「鎔各志於一爐，

存舊續新，正名為『金門縣志』638」，回復稱「縣志」。再者，在內容方面，則分

為十卷，五十三篇，除依地方志書必備之「土地」、「人民」、「政事」、「經濟」、「人

物」、「藝文」諸項目為志，及「卷首題辭」、「序文」、「凡例」、「目錄」、「圖照」

外，為便於瀏覽，開卷即知本縣史地梗概，特列「史略」、「蔣總統與金門」、「大

事記」，於卷一，命曰「大事志」639。又因「金門為海疆重鎮，現又為反攻復國

                                                      
636王秉垣，〈金門縣志編修始末記〉，收錄於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

縣志․卷後》，p.953～954（金門：金門縣政府，1968 年）。 

637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編修姓名》，p.61～62（金門：金門

縣政府，1968 年）。 

638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8（金門：金門縣

政府，1968 年）。 

639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8（金門：金門縣

政府，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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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雖匪氛未戢，然英勇戰績，更值記載，故於『兵事』一志，增列『反共兵

事』專篇640」。還有，「金門為自由世界反共前衛，蜚聲遐邇，中外人士訪金者甚

多，為立『外賓訪金錄』，併編於卷十，命曰『摭錄志』641」。這些「凡例」所言

新增的篇章，證實了這部「縣志」，「政治宣傳」的編輯用心，為此志最大的特色

所在。 

  除了「政治宣傳」外，這部「縣志」也是有其較為突出的史觀。例如：「華

僑」一志的編立，就有注意到鴉片戰後廈門的開港，產生了磁吸效應，使得金門

迅速的沒落，加上島上生活條件日舛，於是出洋討生活者日眾，「僑鄉」、「移民

原鄉」，成為日後金門歷史走向；而這些旅居海外的金門人，從清代末年開始展

露頭角，到民國時代已躋登成為地方史乃至國史之主角，成為明代進士、清代武

將後，又一批光耀金門史冊的人物，豈能無記。這個問題民初劉敬纂志時，就曾

注意到，並於「列傳」以「貨殖」補列，其曰：「金門孤懸海外，與縣稍有不同，

地瘠民貧，起家多僑商外國，『貨殖傳』宜補列也642。」而此志思忖：「自海禁大

開以後，金門僑居外洋者眾，與華僑直接間接之關係至切，特立『華僑』一志643」。

是更進一步之筆也。 

  還有，關於明鄭時期人物的歷史問題，一直以來也是修纂金門地區史志，一

個相當被重視的問題。從林焜熿修纂《金門志》時，就已提到：「『列傳』間敘明

季事，謹按乾隆四十年（1775 年）閏十月，奉旨評篡《通鑑輯覽》，特命於事涉

唐、桂諸王者書之為『附』，以稍存內外之別；而其臣則書某王之某官某，悉仍

其職，概不必斥以『偽』字。仰見聖度如天，迥越千古。書中或遇其人，謹遵備

載644。」這個精神，不但為其子林豪所承繼，大體上也為民初劉敬纂志時所襲用。

到了此志又有進一步的發揮，「明未鄭成功起師勤王，據島抗清，為近代民族英

雄，舊志語焉不詳，監國魯王，乃大明皇裔，竟納入流寓，尤欠妥善。爰增立『明

鄭列傳』一篇，以志南明與金門之關係，藉正史實645」。 

  而這次修志，除了舊有志書、文集等傳統史料外，也有新史料的引用，其中

                                                      
640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8（金門：金門縣

政府，1968 年）。 

641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9（金門：金門縣

政府，1968 年）。 

642民國十一年《金門縣志․金門縣志凡例》，收錄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第一

冊》，p.7（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年）。 

643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8（金門：金門縣

政府，1968 年）。 

644【清】林焜熿著、【清】林豪增補，《金門志․金門志凡例》，p.13（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1960 年）。 

645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9（金門：金門縣

政府，19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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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影月刊」最為重要，該志「民國卅七年以後資料」，即以「薛崇武先生珍藏

之『顯影月刊』為補實646」，亦為一大突出之特點。 

四、郭堯齡兩修「縣志」 

  六十年代以後至民國八十一年解嚴前的金門，雖然體制上依然處在「戰地政

務」時期，但是隨著時代氣氛的推移，「戰地」的色彩愈來愈少，民間的活力則

愈來愈強。這股新生的活力，基本上是「由下而上」並且「由外而內」，漸漸的

蘊釀形成。其所謂「由下而上」，是指這近二十年的活力來自民間，先從百姓的

沉默，再到抗議，然後請願，使得政府不得不回應，最終完全解放，恢復民主常

制。而所謂「由外而內」，則指這股浪潮是由臺灣拂向金門，由旅臺鄉親影響在

地居民，漸漸成為一股沛然難禦的力量，使得金門民間力量得以完全解放，走向

現代。 

  這近二十年的時間，金門的發展歷史又走向另一個轉折之處，而此二十年，

金門縣政府復又編纂了兩次「縣志」。瞻諸前列經驗，金門地區志書的緣起、撰

由，皆與時代背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以此為衡，評視這一時間「縣志」，亦

稱允當。 

  這一時期兩部「縣志」，前一部重修於六十五年秋，斷限於六十六年，至六

十八年春脫稿，六月付印。該志由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印行，金門縣政府發行，聘

請時任中央社特派員郭堯齡為總編修，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組長李怡來為副，金門

高中校長暨縣府各科室主管為編修647，行政庶務仍由金門縣社會教育館總其成。

這套工作團隊，總編修郭堯齡籍貫是廣東梅縣，然他於民國三十八年即已隨部隊

到金門工作，前後一直擔任軍報系統的記者，先後在「正氣中華報」、「青年戰士

報」服務，後方轉任「中央社」金門特派員，直到七十七年退休，皆在金門工作，

並且有多部與金門歷史有關之著作648，其對土地之認識與土著實無差別，對金門

文化的瞭解也在一般人之上。而副總編修李怡來則是金門地區名宿，與王秉垣二

人，長久以來，皆在文獻委員會服務，對在地歷史文化，均有極深造詣。以他們

二人為首，比之前期劉敬、許如中、陳漢光等域外人士修志，似乎更為能夠掌握

在地脈動、輿情，宜應更加有所發揮。 

  然而細究這部六十八年重修的《金門縣志》，在體例上計分為「十四卷，六

十一篇。其卷目為：『大事』、『土地』、『人民』、『政事』、『文教』、『財賦』、『農

業』、『經濟』、『兵事』、『華僑』、『職官』、『人物』、『藝文』、『摭錄』。另卷首列

                                                      
646王秉垣，〈金門縣志編修始末記〉，收錄於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

縣志․卷後》，p.954（金門：金門縣政府，1968 年）。 

647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卷首․金門縣志編修人員姓氏》，p.95

～96（金門：金門縣政府，1979 年）。 

648陳延宗，〈郭堯齡生平年表〉，收錄於郭堯齡，《鄭成功與金門》，p.202～204（金門：金門

縣文化局，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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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辭』、『序文』、『凡例』、『目錄』、『圖照』及『監、編修姓氏』，卷後則『紀

述舊志』，及本志『編後記』649」。雖數目增擴，篇幅拉巨，然各篇目幾無創新，

僅分項益細，材料滋衍而已。至於撰志理念，察其「序文」、「凡例」、「編纂始末」，

亦無特別深味之言，皆似承命述作，為政府宣傳之用，踵繼五十六年重修之志餘

緒而已。 

  這或許與此次編修團隊有所關係。六十八年重修之「縣志」，與前述五十六

年重修的「縣志」，最大的不同，在於編纂團隊「政府化」程度更深，幾乎所有

參與撰寫的人員，通通是公務系統，不是校長就是縣府科室主管人員；另且還首

次出現將「編修委員會委員」全體列名於志，其中各委員的組成亦都是縣府官員，

甚至有國民黨部相關人員650。這與之前述五十六年重修「縣志」，甚至四十七年

許如中編輯《新金門志》的團隊中，猶有鄉紳宿耆相較，似乎更加「純化」，更

加「官制」。是以該志之撰述，求穩求平，欲以鋪墊「反共復國前哨，三民主義

模範縣，世界人類反共勝利之光明燈塔」之狀，故該志「詳記奇偉史實」651為主。

造成這部「位列第六」652的「縣志」，相對顯得拘謹。 

  不過這部「縣志」仍有其較為進步的作法，例如：在「綱目」中以列表的方

式，將各篇章撰寫人員臚列對應653。這樣比起前期各志，更能清楚瞭解各篇章真

正的作者，亦有益瞭解相關著作來源，算是比較進步的方式了。還有這部「縣志」

中，李怡來所撰寫的「金僑簡史」一篇654，敘述體末俱備，有考有論，將金僑百

年跨海謀生，簡陔呈現，稱得上是這部志書最好的作品之一。 

  至於十年後，於七十五年冬始編，七十七年脫稿，斷限於七十六年，而在八

十年付印的增修「縣志」。仍由郭堯齡擔任主要的纂錄工作，其體例上一仍其舊，

僅由「十四卷，六十一篇」，變成「十四卷，六十二篇655」，其餘各條一無所改；

                                                      
649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25（金門：金門縣

政府，1979 年）。 

650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卷首․金門縣志編修委員會委員姓氏》，

p.93～94（金門：金門縣政府，1979 年）。 

651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25（金門：金門縣

政府，1979 年）。 

652郭堯齡，〈金門縣志編後記〉，收錄於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

․卷後․編後語》，p.1074（金門：金門縣政府，1979 年）。 

653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卷首․金門縣志綱目表》，p.27～36

（金門：金門縣政府，1979 年）。 

654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卷七․華僑志》，p.95～97（金門：

金門縣政府，1979 年）。 

655民國八十年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輯，《增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25（金門：金門縣

政府，19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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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納置的編纂委員組成亦相雷同，但人數卻增加甚多656，投入撰寫的人員亦然657。

雖編纂委員，如前部「縣志」列名黨政軍人士，但是這次加入「縣志」撰寫的人

員，不單再是公務系統的人員而已，較多的學校教師的加入了這部志書的撰寫團

隊，使得這部「縣志」在各別的內容，比較「專精」。金門地區的教師，自民國

以來，一直是在地知識份子的代表，也是金門社會最為菁英的一群，他們在金門，

不但承繼了社會意見領袖的地位，而且也常為風氣之先，為地區與外界新訊息、

新知識的媒介，再加上當代學科分門，日趨專精化，許多篇章非「本科」出身者，

不足撰寫之，例如：本志「氣候」由金沙國中教師符宏智撰寫，「動植物」由金

門高中教師周成來撰寫，「礦業」由金門高中教師蔡鳳雛撰寫等，俱是比較「專

精」之作658。他們加入撰志，自然提升了該志中許多篇章的可看性。 

  另外這部「縣志」，歷時頗長，前後五年的時間，比起「戰地政務」時期各

志，其從議編到成書，費時最久，前後共歷任了四位縣長，造成其序文多達六篇
659，亦算是一個特別之處。由於歷時久，編纂人員擴增，再加上各任縣長交履，

還有資訊累積比前期各為迅便，也使得這部「縣志」的篇幅，創下紀錄，成為一

部超過二百萬字的巨作660。 

  位處解嚴之前的這兩部「縣志」，雖然在體例上、編纂理念上，因襲者多，

創立者少，沒能較為貼切的掌握時代脈流。但是歷史發展的軌跡，卻不會不在這

兩部「縣志」身上，留下印記。前一部六十八年重編的「縣志」，承印者已不再

是公家機構，早期《新金門志》是由國防部印製廠承印，五十六年重修則交給金

門日報社印刷661，都是公家承作。到了六十八年重編「縣志」，印刷單位則是天

信文具印刷有限公司662；八十年增修，則不但印製者亦是民間的全球照相綜藝有

限公司，而且印務方面更加專業化，排版已有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負責，更有

                                                      
656民國八十年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輯，《增修金門縣志․卷首․編修委員》，p.97～98（金門：

金門縣政府，1992 年）。 

657民國八十年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輯，《增修金門縣志․卷首․編修人員》，p.99（金門：金

門縣政府，1992 年）。 

658民國八十年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輯，《增修金門縣志․卷首․金門縣志綱目表》，p.26～29

（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 年）。 

659民國八十年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輯，《增修金門縣志․卷首․序文》，p.18～24（金門：金

門縣政府，1992 年）。 

660民國八十年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輯，《增修金門縣志․卷後․增修金門縣志編後記》，p.1749

（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 年）。 

661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版權頁》，（金門：金門縣政府，1968

年）。 

662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版權頁》，（金門：金門縣政府，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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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家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職司設計663，這點不得不說是時代巨輪運行的碾轍

之痕。 

貳、專業續志的作品 

一、楊肅獻「續修志稿」 

  民國八十一年金門地區解除戒嚴，民間活力更加綻放。在政治環境中，兩岸

局勢和緩，金門解除管制禁錮，終止戰地政務，縣長從官派到民選，縣籍人才受

到重用；社會型態，則有民間社團陸續成立，開放觀光造成社會風氣日漸改變，

人口結構的變化引發治安上的隱憂等現象；經濟發展，政府推動綜合建設方案，

發展農漁畜牧，開放建築物興建，致力公共投資，環境保健的注重，金酒的經營，

陸海空交通與電信郵政的改善；文教育方面，高等教育在金設校，教師會的成立，

體育競技的堤升，教育福利的加碼，著作出版的增加，成立國家公園；重要的在

兩岸關係上，金門又一次扮演橋樑的角色664。這些變化，都是數十年來，甚至是

百年來，未有的變局，對金門的影響自然不言可喻。 

  再者，前度所言解嚴前最近兩次編修的「縣志」，雖然體例、內容較為拘謹，

但是所存的材料豐沛，還有從編的人員，也仍在公門之中，經驗傳承無虞，可輕

車熟路再次操作上路。這些條件，都為民國八十九年續修「縣志」，打下基礎。 

  另外在解嚴前後，也因民間力量的湧現，金門地區，乃至旅臺的鄉親間，出

現了一種「思鄉」、「渴志」的現象。是以民國八十年增修的「縣志」，於八十一

年付梓發行，到了八十八年，因「存書已罄，向隅者眾」，因此便即再版二刷印

行，「供各界購藏」；同時金門縣政府，也予該志「勘誤」，隨之附印《金門縣志

（八十年增修版）勘誤表》一書並行665。 

  既然外在環境劇變的潮流，再者因為修志團隊尚在，加上情感上又有「思鄉」、

「渴志」的需求，以及當時縣長陳水在，「於此重大變革期間，履任接篆縣政」，

期間復又「歷經『軍派』、『官派』，至二屆『民選』」，「藉此書，洞燭轉型機先，

以開創輝煌身前程」，「為吾土吾民留下珍貴史跡，締造金門充滿希望未來之前景」，

爰起意是志666。 

                                                      
663民國八十年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編輯，《增修金門縣志․版權頁》，（金門：金門縣政府，1992

年）。 

664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獻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卷一․大事記․變遷中的金門》，（金門：

金門縣政府，2001 年，未刊行）。 

665陳水在，〈金門縣志（八十年增修版）勘誤表序言〉，收錄於《金門縣志（八十年增修版）勘

誤表》，p.1（金門：金門縣文化局，1999 年）。 

666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獻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卷首․序》，（金門：金門縣政府，2001

年，未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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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修志，「邀集學者專家及從政主管同仁，彙整編撰667」。是亦仍沿舊例，

成立「編審委員會」，並委請專家學者為總編纂，再由縣府各級公務人員，協助

編寫。不過不同於以往「戰地政務」時期各志，委由軍報人員或延聘客卿編纂，

此次總編纂邀請縣籍學者楊肅獻擔任。楊肅獻，為金門官澳人，英國愛丁堡大學

史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另外又聘請了臺灣史專家、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系教授吳密察為總顧問。這是絕不同以往的修志的思維，總編纂、總顧問極

其「專業」的學養背景，著實令人期待這次續修「縣志」，會有不同的發展。 

  這部續修之志，於八十九年五月籌備，到九十年十月脫稿，記述時間「起自

民國七十七年，下迄民國八十八年底668」，最終因受「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之規

範未能付梓印行。這個「地方志書纂修辦法」，係規定地方志書（包括：省志、

直轄市志、縣志及省轄市志）纂修的行政命令，其規定，省志二十年纂修一次，

市及縣市志十年纂修一次。並規定在進行纂修之前，各省（市）文獻委員會及各

縣（市）政府編纂志書時，應先編擬志書凡例、綱目及纂修期限層轉內政部核備。

各省（市）志書編纂完成，應將志稿送請內政部審定；各縣（市）志書編纂完成，

應將志稿送請各該省文獻委員會審查後，由省政府函請內政部審定。省文獻委員

會為審查縣（市）地方志書，得組織審查委員會辦理之。而地方志書印刷完成後，

並需分送行政院、內政部、國防部、教育部、中央圖書館暨有關機關備查669。此

法自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十六日訂行，之後歷經五次修正，到九十二年一月三十日

廢止。 

  這個「地方志書纂修辦法」，其實一直以來都束縛了臺灣地區各地方志的撰

著，對金門各期「縣志」亦然。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

門縣志》中，王秉垣即曾記述：「商訂縣志凡例綱目草案，由縣府呈金門政務委

員會，轉呈國防部核備670」。又其「版權頁」更明確載記，該志是奉「內政部（五

六）臺內民字第二四八七二○號核准671」。這也是金門各代「縣志」中，唯一載

記核准文獻的資料。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郭

堯齡亦回憶說道：「周館長兼負總校之責，嘗三度赴臺，送審洽印，辛勞之至672。」

                                                      
667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獻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卷首․序》，（金門：金門縣政府，2001

年，未刊行）。 

668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獻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卷首․凡例》，（金門：金門縣政府，2001

年，未刊行）。 

669許雪姬等撰文，《臺灣歷史辭典》，p.289（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 年）。 

670王秉垣，〈金門縣志編修始末記〉，收錄於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

縣志․卷後》，p.953（金門：金門縣政府，1968 年）。 

671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修金門縣志․版權頁》，（金門：金門縣政府，1968

年）。 

672郭堯齡，〈金門縣志編後記〉，收錄於民國六十八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重編金門縣志

․卷後․編後語》，p.1074（金門：金門縣政府，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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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見諸此一「地方志書纂修辦法」的制約。 

  雖受到「地方志書纂修辦法」的影響，八十九年續修的這部「續志稿」無法

付梓印行，但現今金門縣政府仍保存其「底稿」，可窺其究裡。 

  首先這部「縣志稿」也設置「編審委員會」，其主要人員也是政府人員，但

政黨色彩已完全褪去，又增加甚多的地區教師、文史工作者，乃至在金設校的大

學教師；而且這批「編審委員」成員，極大部分又與「編纂委員」相重疊673，雖

然有「球員兼裁判」之嫌，但這次確實是一次地區文獻菁英的總集合。 

  在體例上，這次續修「續志稿」雖然仍沿襲傳統史裁，「用述、記、志、傳、

表、錄等體裁記述」，但亦有調整，其「分志延續『金門縣志』（前志）分類略作

調整，俾相延續銜接，亦符現代科學分類674」，共纂錄一十三卷（含卷首、卷後），

新增「社會」、「觀光」，「文教」則分立「教育」、「文化」；另汰除「農業」、「兵

事」、「華僑」、「職官」、「藝文」、「摭錄」等卷。這樣的編排與當代臺灣各地撰志

的篇目較為相同，顯見此時金門與臺灣主流修志漸趨於同；而這樣的分卷形態，

其實也與縣政府組織各部相仿似，顯見此時方志分卷的主流，為了撰述分工方便，

漸次遷就於政府行政組織。 

  在內容上，改變也甚多。首先是這次續修「縣志稿」之時間，斷限「起自民

國七十七年，下迄民國八十八年底」675之間。是以其所採錄的材料與文獻，均是

以此一時期為主，極少旁及「斷限時間」之外者。尤其「人物」一門，僅列新採

人物，「舊志」各傳均無增補，亦無載錄；並打破傳統「生人不立傳」的寫法，

分「『人物傳』、『名人事略』和『人物表』三部分。立傳『人物』，以對社會有重

大貢獻或影響之本籍或長期居住本縣現存或已故人物為主。『名人事略』以事繫

人，記述其身分、地位、職銜及經歷，各志並收錄相關縣政機關組織重要職務主

管人物姓名、任期等，俾為歷史經緯之參據676。」也因為這樣的「新派」撰法，

造成有立傳之人亦是編撰之人的「奇怪」情形，令人十分不能適應。 

  除了「人物」外，該志「大事」、「土地」、「人民」、「政事志」、「財賦志」、「經

濟志」、「觀光志」、「社會志」、「教育志」等分卷的內容，大部分都是堆疊縣府檔

案計畫，甚少有可觀的手筆出現。不過「文化志」內容，就比較為詳盡，從「文

化服務機構與團體」，到「文化資產的保存與維護」、「出版事業」、「傳播事業」、

「美術工藝」、「戲曲音樂」、「電影、舞蹈與民間遊藝」、「金門文學」、「旅外學人

                                                      
673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獻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編審委員會委員姓氏》、《續修金門縣志稿

․編纂委員》，（金門：金門縣政府，2001 年，未刊行）。 

674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卷首․凡例》，（金門：金門縣政府，2001

年，未刊行）。 

675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卷首․凡例》，（金門：金門縣政府，2001

年，未刊行）。 

676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獻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卷首․凡例》，（金門：金門縣政府，2001

年，未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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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金門文化休閒與娛樂」等，皆是當時金門地區各項文化領域一時之選所

撰677，可觀性頗高。 

  這部由縣籍學有專精學者擔任總編纂，又為金門一時之秀所編纂的續修「縣

志稿」，整體表現差強人意，是否因為受「地方志書纂修辦法」的限制，而未做

最後的修訂，僅以最初「原稿」呈現，而顯得論述較為薄弱，沒有一種統一核心

的感覺？亦或是時間緊迫，人員散列金、臺，無法有效溝通，而導致篇章鬆散，

結構紊亂？現無所據，難法據答。不過總編纂楊肅獻，他並非是一位沒有史識、

沒有史觀，或者是不關心家鄉發展歷程的學者，相反的他是少數投注眼光，在金

門歷史學發展的重要學者之一，例如：九十八年他曾出版的《金門近代史》一書，

就提出要「嘗試重建二十世紀的金門史」678；又他屢在重要場合發表「金門歷史

書寫」等相關議題，如九十九年他「金門學學術研討會」在閉幕前，就曾以「金

門歷史的研究與書寫」為題，指出當今金門史的研究（其所指的係為「歷史學」，

不復其他學科），與金門史書的纂修歷史，有數百年的差距；而且金門歷史再發

現，很少有專業的歷史家參與；以及重建二十世紀前半葉的金門歷史，猶有努力

發掘資料，補足黑洞的空間。這些議論，一語道中當前金門歷史研究的困窘679。

這些都足以證明他史學之專業與對家鄉的關心；然這部續修「縣志稿」，之所以

會「不符人意」，其中必有甚多環節接榫不當，此中極難細究，不過據此可知「縣

志」的體纂修工作，確實是一件很麻煩、很複雜的工程。 

二、李仕德「續修縣志」 

  未能如願出版的八十九年續修「縣志稿」，塵封了數年，隨即又被想起。九

十五年，依據九十二年所發布的「金門縣志纂修辦法」，「金門縣志」已達修訂年

限，由金門縣文化局擔綱，於九十五年四月召開「續（重）修金門縣志第一次籌

備會議」，邀請學者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討論「縣志」修訂的方式和方向，建議

宜採「續修」方式辦理。因為委員意見紛陳，復又於九十五年六月再度召開「第

二次縣志籌備會議」，確定以「續修」方式為之，「續修」時間上接八十年增修之

「縣志」，下迄民國九十六年底為止，這二十年間金門史事為主。 

  確立了編纂方式，金門縣文化局於九十六年一月「公開徵選」編纂團隊，「金

門縣金門學研究會」推舉縣籍旅臺學者李仕德教授負責撰寫計畫，參與徵選，獲

得此次編纂「縣志」之工作。取得纂修「縣志」計畫後，李仕德教授在「金門縣

金門學研究會」協助下，擬訂各部細節，延聘各卷主纂，組成修志團隊，進行修

                                                      
677民國八十九年楊肅獻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稿․文化志》，（金門：金門縣政府，2001 年，

未刊行）。 

678楊肅獻，《金門近代史》，p.9～10（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79郭哲銘，〈再造金門史〉，「金門日報․浯江夜話」，2010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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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工作680。這也是「縣志」，首次採用「公開徵選」的方式，組編修志團隊。雖

然組編的方式不同以往，但是這次修志團隊的組成，一仍舊例是由金門地區的公

教人員、文史學者擔任，不過在比例上，文史學者較以往來得更多。至於總編纂

李仕德，金門古寧頭人，生長於陳坑，獲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並留校任教。

往昔在金門史學領域中著作頗多，早期曾在《臺北文獻》中發表的〈金門早期與

台灣的開發關係〉，後又撰著《十七世紀的海上金門》，以及有關「金門華商『泰

益號』」、「古寧頭戰役前後的中美外交關係」等專文，也是一位有史識、有史觀，

關心家鄉發展歷程的學者681。 

  另外，因為這次編志是由獲選團隊自行撰寫，主辦單位金門縣文化局則另外

聘請學者專家予以審查。參與審核的學者專家，不是重量級的學者，便是專業素

養極豐、熟稔金門文獻的專家682。這樣的團隊撰寫，以及學者專家把關，自然也

再次引燃各界對「縣志」的期待。 

  經歷了兩年多的撰寫，以及多次的審查會議。「續修縣志」於九十八年三月

脫稿，全書計「一十六志、十八卷，約一百五十餘萬言」，「合『舊志』（八十年

增修版），總字數約四百餘萬683」，並於當年十二月付梓印行十二巨冊。 

  如此洋洋灑灑的篇幅，龐大的撰寫與審查的陣容，再加上「思鄉」、「渴志」

的期待。這部「續修縣志」的內容是否相桴鼓應？ 

  首先在「體例」上，對撰寫方式規範要求較為嚴格。「凡例」中一十九條，

其中有八條，對撰寫體例詳細規定684。其用心是要「使縣志更具參考價值，續修

部份在內容和格式上力求趨向於學術標準，冀兼具史料之蒐集、考證以及對舊志

之糾謬，期提供學者專學家對未來相關研究可從中尋繹線索與資料685」。這樣的

作法，為了讓研究者，瞭解文獻出處，苦心可鑑。不過這些規定傾向學術論著的

方式，對學院出身的撰寫者或許沒有問題，可是一般文史專家可能在適應上，就

比較辛苦，因此體例就無法齊一，甚至通篇無注，亦有見及（如：「政事志」、「文

化志」、「觀光志」、「摭錄志」，通篇無注）。這情形自然對要求，「盡量蒐羅原始

                                                      
680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卷後․第二篇 96 年續修金門縣志後記》，p.504（金

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81楊樹清，〈李仕德拓展金門史觀〉，「金門日報․鄉訊」，2010 年 2 月 6 日。 

682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卷後․第二篇 96 年續修金門縣志後記》，p.507（金

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83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卷後․第二篇 96 年續修金門縣志後記》，p.505（金

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84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108～114（金門：金門縣政府，

2009 年）。 

685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卷後․第二篇 96 年續修金門縣志後記》，p.505（金

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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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686，俾知文獻出處的的初心，有了些許的距離。 

  這一點，其實對文獻的保存，是相當重要的。金門地區文獻，每歷經一次編

志纂書時，便即產生一次「災傷」。自黃鏘補錄《滄海紀遺》時，所傳鈔《陽翟

志》、《蔡厝志》、《浯洲節烈傳》687等，幾已不傳。林焜熿父子撰寫《金門志》時，

乃至劉敬編纂《金門縣志》時，許多徵引資料，今亦難復見，皆可為證。特別是

林氏父子成志後，其有關原始資料不存，已有文獻遭「不當」汰刪之嘆。劉敬在

提到《金門志》一書，曾說道： 

    《金門志》十六卷，清林焜熿纂。是書成於道光十六年，子豪續修至同

治十三年。分十六卷，為綱十有二：曰「分域略」、曰「賦稅考」、曰「規制

志」、曰「兵防志」、曰「職官表」、曰「名宦列傳」、曰「選舉」、曰「人物

列傳」、曰「列女傳」、曰「藝文志」、曰「風俗記」、曰「舊事志」；為目七

十有六。其於「兵防」一門考之最詳，或云是書經傅雪湖中翰刪之十之三，

中亦有不應刪者，今原稿不存，無從參考，誠可惜也688。 

  及屆「戰地政務」時期，金門文獻的「災傷」更為嚴峻，如：四十年代縣府

編纂《新金門志》時，徵引民間許多資料，成志後並未歸還，致令下落不明，遂

成亡佚。使得李怡來於裒聚《留庵詩文集》時，曾感慨說道： 

    惟聞《留庵文集》十八卷，《留庵詩集》二卷，《島噫詩》一卷等，迄民

國四十六年尚存其賢眾後裔處；後為編纂《新金門志》者攜去，今不知流落

何處。五十四年編修《縣志》時，獲旅菲鄉僑林策勳先生抄寄留庵詩二十餘

首，已予編載。」故「爰摭錄散見於縣志及他書之若騰詩文，計詩一百四十

七首，文四十六篇，裒成一集，付梓刊行。第此僅得其大海之一勺耳689。 

  甚至借用民書，亦不加珍視，讓借書之人遺恨不窮。如顏西林於「顯影月刊」

影印重刊出版時，說道： 

    民國七十年金門縣政府重修《金門縣誌》，缺少民國十七年至三十五年

資料，商借「顯影」合訂本參考，負責編修大事記為金門日報總編輯郭某，

摘要「顯影」地方新聞，用紅筆圈畫，借人書刊，不加珍惜，信筆塗鴉，殊

維可惡，今影印副本定有瑕疵，實為憾事690。 

                                                      
686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卷首․凡例》，p.108（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87《浯洲節烈傳》一書，原書已佚，本無相關資料；後吳島發現黃鏘《滄海紀遺》中，曾引《浯

州節烈傳》之「貞、烈、節、孝」人數，幾達十之七八，故據此鉤逸，而有輯本（未刊）。見金

門縣宗族文化研究協會編，《金門古典文獻探索》，p.193（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1 年）。 

688民國十一年《金門縣志․卷二十三․藝文》，收錄於陳支平主編，《臺灣文獻匯刊․第五輯․

第一冊》，p.313（北京：九州出版社；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年）。 

689李怡來，《留庵詩文集․弁言》，p.2～3（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69 年）。 

690顏西林，〈影印顯影月刊合訂本感言〉，收錄於《影印顯影月刊合訂本》第一冊（金門：金門

薛氏宗親會，1997 年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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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編書、修志後，原始文獻也屢「不翼而飛」。如前所說，五十八年六月

所鉛印排版印行的《滄海紀遺》，緣於「五十五年春，金門成立歷史文物館，蒐

集文獻資料陳列，始於沙美黃維宣家獲覩此書，為黃鏘之手抄原本，分裝兩冊……

爰將原抄本重加審校，旁搜補漏，惟脫甚者則仍缺之。並為訂正亥豕，標定句讀，

編入『金門文獻叢書』梓行691。」然今「黃維宣家」所藏鈔本安在？又金門文獻

委員會在民國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印行的「金門文獻叢書」中，林策勳

所抄《釣磯詩集》，以及珠浦許氏後人所提供的許獬《叢青軒集》、《四書闡旨合

喙鳴》等書，印行之後，有否歸還提供者，則不得而知？甚至那部歷經劫魔，百

轉千折，方始於「三十六年八月，駐泗水領事林繼明先生將回國述職……特託其

帶回，交還金門縣政府」，並「於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歸檔，並承洪縣長文舉兩

函報收矣692」，後於四十七年，金門縣政府予以鉛印付梓，了卻王植棠一生夙願

──劉敬《金門縣志》（「初稿本」），而今又安在？ 

  何以每修一志、每編一書，就有一次文獻的「災傷」？這些「難忘」的回憶，

卻還是再一次上演！所以此次撰志過程中，就曾有提議，要將撰寫過程中所蒐集

的史料，或考證論辨等資料，另輯一書，俾能保存文獻，並傳承經驗，但也不了

了之。猶可痛也！ 

  在內容方面，「續志」是採「依卷分冊」的方式撰寫，大部分的卷冊，皆「單

獨成冊」，篇幅不足，則數卷合冊。這樣的方式，意味將這次「續修」之志，將

與「八十年增修縣志」及「八十九年續修稿」合輯出版；而且「對『八十年增修

版』為保留時代面貌，除更正錯字，以及有新證據或史實錯誤，另作補充和修正，

原則上不予更動；同時本次撰修內容應避免與之重疊，對『八十九年續志稿』則

依主纂個人撰述需要取捨693」。三志疊架合刊，是一創舉。然而並非各卷皆然，「經

濟志」、「兵事志」、「職官志」即未採用這種方式撰寫，而是將三志合鑄於一爐。 

  除了「三志合刊」，此次「續志」部分內容也有所調整：一、「新闢『社會志』

及『觀光志』，原『藝文志』改編為『文化志』，其餘諸志名稱仍舊」；二、「原『職

官志』第二篇『名宦列傳』和第三篇『人物列傳』，改列於『人物志』」；三、「原

『政事志』第六篇『警政』和第八篇『司法』，改列於『社會志』」；四、「原『政

事志』中『代管烏坵鄉』，當時殆因資料缺乏，僅簡約記載八百餘字，烏坵鄉雖

名為金門縣代管，然這一代管卻已超過了半個多世紀，兩著之間的關係已非『代

                                                      
691【明】洪受撰；王秉垣、李怡來標補，《滄海紀遺․王秉垣、李怡來弁言》，p.5（金門：金

門縣文獻委員會，1969 年）。 

692王植棠〈金門縣志之纂修與保全始末〉，收錄於民國五十六年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重修，《金門

縣志․卷十․舊序》，p.942（金門：金門縣政府，1968 年）。 

693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卷後․第二篇 96 年續修金門縣志後記》，p.505（金

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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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兩字便可一筆帶過，本次於是翻修為八千字」694。這些作法，除了第四點外，

其餘在「八十九年續志稿」時已肇其端。其目的就是為了適應政府組織，方便調

閱檔案所行的「新式」方式編法。 

  除了這些改變，「續志」在新撰寫的內容方面，因是出之眾人之手，筆法、

史觀，甚至金門基元的相關數字，不但通志未能齊一，各卷之內也彼此參差。例

如：「教育志」、「華僑志」、「職官志」、「人物志」各有瑕695。而「社會志」一卷，

僅臚列資料，未能描述各種社會變遷與時代脈動；「觀光志」，則章節雜亂，遺漏

甚多，皆是其不符期待之處。再者「人物志」，更是體例紊亂。歷代「縣志」分

門列傳，皆有其據，到了「八十九年續修稿」為符新式寫法，僅述人物，不分門

別類，亦是可行之法。而此次「續志」，雖恢復了「生人不立傳」的傳統史法，

但是也同時恢復人物分門列傳的方式，這也不是不可之舉，然分門別類要有依據，

史筆必須謹慎，否則望附驥尾求名者、私心自祟者，難掩其跡，徒令珠玉泥沙俱

下之憾。可惜此番立傳，未予檢視，致浮議甚多。例如：「續志」中新撰人物，

其年輪相當，且各有其「能」揚聲鄉里，何為「技藝」？何為「鄉賢」？又撰稿

者不避其嫌，為尊長立傳，難免淪於以情害義，無法秉筆直書之譏。「學術」一

傳，前志所無，且僅列張曉春教授乙傳，若置著「鄉賢」亦屬允當。另有許多近

代重要人物（如金門第一位國大代表，且當選過珠浦鎮鎮長又是重要詩人的王觀

漁）、爭議人物（如日據時代金門行政公署署長王廷植），乃至舊志因資料無傳，

而今有新史料出現的古代人物（如南明的傳奇人物「道宗和尚」）等皆無立傳，

殊為可惜。 

  民國九十年代，兩次專家主持的「續志」工作，雖然引進了新式的編志方法，

也採用了近於學術體例的撰寫方法，但是終究有其不足之處，也不盡符合「思鄉」、

「渴志」的期待。歸根究底，還是在於縣志的編纂是一個臨時的組織，為編志而

編志，總編纂臨時受命，各卷主撰倉促上陣，資料一古腦的奔瀉而至，沒有時間

好好反芻，也沒有時間仔細編排，是以雜亂就章，駕馭無方。而要解決這樣的問

題，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設立專責的修志單位，令其平時存史料，漸次消化整

理，待時機一到，志書之編纂也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了。 

 

  

                                                      
694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卷後․第二篇 96 年續修金門縣志後記》，p.505～

506（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695有關上開各志，未能統一筆法，資料有所參差，詳參九十六年李仕德總編纂，《續修金門縣志

․卷後․第二篇 96 年續修金門縣志後記》，「教育志」，p.514、「華僑志」，p.517、「職官志」，

p.520～521、「人物志」，p.523～5524（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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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特約討論人楊肅獻教授發言記錄 

  同樣身為金門人，我讀這篇文章時，深深感受寫作者對金門家鄉高度的熱情，

寫得非常細膩。剛才透過作者的報告，才知道這是一篇大文章中的三分之一，也

瞭解到他對於金門人為什麼要自己寫自己的歷史，有一個概觀的精細觀察。這篇

文章從 1949年金門進入戰地政務的軍事管理時期以後，總共六次修史中的細節

變化，進行初步考察。這是篇非常好的文章，有些考察我覺得可以做更細緻的呈

現。幾個小問題，我想試著了解一下。 

作者談到戰地政務時期的修志目的是做思想控制和宣傳，那麼寫一本金門志，能

夠做多少、做怎樣的思想控制？這裡還需要進一步的論述，這是第一點問題。 

  另一個問題是，這篇文章特別把１９６８年和１９８６年的兩次編纂合再一

起討論，其他年次的編纂則是個別討論。我以當時和修志的過來人想，其實兩次

編輯其實一定是在不同的社會氣氛、政治情形下進行編纂的，這裡我想了解一下，

作者為什麼認為這兩次編纂要排在一起討論？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疑問必須要跟大家討論，即使是在臺灣的日治時代，以及

金門的戰地政務時期，無論這些政治或軍事機關修這些志到底是什麼用意，就保

存地方歷史資料、歷史記憶來說，我覺得是有相當的貢獻。 

  經常，在我們的觀念中，軍人頭腦中就是只會放槍，但是我們看到過去的軍

人在金門貢獻很多志，表示表現當時是有他的文化理解，最重要的是，我們從裡

面看到什麼。這是屬於金門歷史經驗的修志。台灣很多地方的修志，就是傳統歷

史學者、地方文史工作者，在進行這些保存或者是建立地方記憶的重要動作，其

實並不容易，一直到現在，修志的學術標誌變得很大了，這些地方文獻才受到注

意。到底地方文獻、修地方志的作用、意義在哪裡，也許更需要我們現在去思考。 

  我一直覺得，現在修志也許其實不是這麼重要了，更重要是要怎麼關聯經常

沒有很大關係，但是都在我們地方上發生的事。我會覺得做好檔案管理，好好去

保存資料，也許是比修志更為重要。現在的政府修志，我覺得其實多多少少都有

一些政治動作，而不一定具有什麼學術性的影響，那這樣的政治動作，其實可以

再加以討論。為什麼後來修志的歷史會覺得修志非常困難，因為它很多條件沒有

達到，專業素質沒有達到很理想的重要比例，這是一個原因。 

  我試著說，在現在這種民主開放的尺度環境下，也許應該重新思考不斷修志

的必要性。縣志當然有一些乍看還是屬於政治窺測的相關程度的關聯，它基本上

就是一個地方共同起砥礪自己的力量。 

  從學術來講，我看到的一些志，各個地方修志其實沒有一個共同的準則、也

沒有共同的寫作方式，他們也都能寫一些學術性的話，在學術語言的表現方面沒

有什麼差別，但是很多地方志的修纂，包括我們金門縣志，卻變成一種很奇怪的

組合，這樣的組合到底有沒有達到什麼共同的認識？在哪一部份？ 

  所以在我記得各位從事閩南研究的，可能也接觸到很多過去的一些地方方志，

也許大家可以再來思考一下，在現在知識、資訊都完全開放的選取環境下，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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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志到底要怎麼做、有什麼意義，那就是現在的地方志要做的。 

  我剛在思考，我會覺得現在縣志本身，或者是政統本身，這個本身，國家修

輯的東西主要就是學術的物品，大概就是一個機能性的東西。這樣一來，我與其

要讀國立金門史，不如乾脆去參考學者志，如果有一手資料我就看一手資料。而

舊時的時代，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的檔案留下來，所以我們只好參考當時的縣志，

它還是有價值。在這樣的情況下，怎麼看這些志，其實是我們研究中國史或者是

研究地方史，實際需要去思考的問題。一點淺見，是我對於這篇文章給我一點的

感想跟體會，謝謝各位。 

 

學術委員會匿名審查意見 

(審查意見未授權刊登) 

 

審查結論：建議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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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題目：金門學和閩南文化研究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王秋桂  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引言人：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兼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人：丁荷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曉威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 

陳益源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郭哲銘  金門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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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秋桂教授： 

這個論壇主題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所謂的回顧，一個是所謂的展望。回顧

的事情等一下交給引言人鄭振滿，我先講一些展望的事情。 

這些年來，一年金門學、一年閩南文化的學術研討會，已經是例行性的會，

不只是金門如此，在其他的地方，像是在大陸，也都有不定時的閩南文化研討會

持續召開。這種會開到後來，會有一種疲憊感，說到底，能講的都講了，能請的

人都請了，老的已經老了，年輕的還沒有上來，如此青黃不接，很難繼續再有往

前發展的衝力。而所謂的閩南研究，我是覺得還是要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來講。

我兩年前看一本書，是一個新聞記者寫的，他引用到一個人的話他就訪問那個人，

他提到一個地方他就到那個地方。這本書名《1493》，2005 年有中譯本，講的是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一些物種的大交換，包括細菌、人種、動植物以及技術

等等，這種影響非常深遠。我們知道哥倫布是在鄭和以後，鄭和下西洋以後並不

是沒有發生影響，但對全人類的影響，遠遠不及哥倫布四次去新大陸造成的影響

深遠。主要的影響之一，就是列強到東南亞。我們現在討論的閩南文化、東南亞

等等，其實都跟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發生的事情有關，但是現在講閩南文化的

人，都不會提到以上所說的這些前因。 

另外更少被提到的，也是我個人是比較感興趣的，是像《1493》這樣從生態

學、生物學方面，去討論這些我們所熟悉的文化題目。目前我們在討論的閩南文

化研究，主要是商業的、信仰的，關於人的行為的系統問題。我們極少談到先民

到東南亞以後，他們所遭遇的疾病方面的問題。其實我也想要去馬來西亞、東南

亞，找早期華人到東南亞時，比較詳細的疾病紀錄。 

還有航海技術問題。當時到東南亞，我們先祖坐怎麼樣的船、怎麼到那個地

方，還有憑甚麼技術到那個地方，泉州的海外交通博物館有做一些航海術、造船

術的研究，但是比較零星。我們目前的說閩南研究方面，還沒有把這群能夠做航

海技術研究、醫療研究的人，納入我們的研究團隊，將來的研究發展，要考慮把

這些納入。還有關於生物、生態方面，都是過去的閩南文化研究比較沒有著墨的，

都可以做將來發展研究的方向。 

哈佛大學有一個很有名的生物學家叫 Wilson，他寫了一本書，就是說學問是

要大融合的，他主要的觀點就是：研究人的學問，生物學的知識是少不了的。這

可能是有點困難，因為我們人文學科對於這些理工學科的東西，總是覺得有些隔

閡，但我是覺得要把閩南文化的研究，擴大到跟世界上其他的學科能並駕齊驅，

就不能只局限於人文藝術社會，所以要把我們的視野放大、把合作的對象加強。 

 

紀錄：洪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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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鄭振滿教授： 

很高興來參加這次閩南文化的會議。因為一些特別的機緣，我大概前前後後

參加了 4、5 次這個會。說實話學到很多，交了很多的朋友，特別像文學的、宗

教學的、人類學的、建築學的等等。以前是很少有這樣的機會，我們大家有自己

的專業，開會也都是各自開文學的、歷史的會。所以我要感謝參加這個閩南文化

跟金門學的會議，真是學到很多。 

當然也有些感覺就是，真正的對話似乎沒有開始，基本上自言自語的比較多。

像這次的會上，會後的提問很寶貴的時間幾乎都浪費掉。有一個問題接兩個問題

有時候問題都沒有，這個就是說，真正的對話還沒開始。當然這是需要一個過程。 

王老師剛才提到很高的要求，要我們改變整個世界的話語，是嗎?(王秋桂：

說說而已)。當然王老師應該有野心的，他說的那本書「1493」我也看過。人家

大航海時代改變整個世界，當然是生態學。不過我看不是好事情，他們帶的病把

美國人都殺死了。 

我是覺得現在全球化的時代，研究閩南文化真的很有意義、非常重要，顯示

出閩南文化是比較成功的。但是我們也很害怕，希望我們是造福人類的，是吧！

我這幾天一直參加這個會，私下跟朋友喝酒聊天時，也經常遇到這些問題：通過

各個學門的研究，資料不斷地發掘，我們如何去增進對閩南文化的理解？以下就

提一些看起來還缺乏比較整體性的意見、缺乏一些比較基礎的假設。 

我覺得全球化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講閩南文化，當然就是因為全球化、

國際化而來的變化。我覺得閩南文化可能最大的特點，其實是一直在推行全球化。

我們做全球化本來就比西方人早不是嗎！這段歷史可能最早可以寫到唐宋沒有

問題。他們西方人 1492 才下去了，鄭和下西洋就比他們早一百年左右。(王秋桂：

早有甚麼用?)那就看他演變。我跟你說他們怎麼進到東亞海域的，就是我們閩南

人把他們帶進來的！不然他們哪裡會認得路？他們在麻六甲看到了閩南人，閩南

人把他們帶進來的嘛！所以我們當然比他們更早全球化。 

全球化我們有一個朋友寫了一本書、編了一本書《從澳門開始的中國近代史》。

我當時是跟他吹牛，當然先是吵架，吵架之後我吹牛要寫一本《從廈門出發的世

界近代史》，因為確實是這樣。明清以來外國人只能到廣州，當然帶進了很多東

西，而正式推進了我們中國近代的文化。可是明清以來的制度、特別光緒五年以

後，中國人要出海，只能從廈門走。我們從國境出海，早期是從月港，近代以來

就是從廈門，你只能從廈門出國，因為船只能從廈門出國。因此中國人跑到世界

很多國，最早是我們閩南人做的事情。由此而來，我們就想到了閩南文化可以說

很多特質，特別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歷史上都是不可替代的。我們以前的人比

較會去講海文化，因為我們不怕海、我們敢出海。 

這幾年我也跟各位台灣的朋友開玩笑，說你們台灣歷史不要整天去講平埔族、

高山族等等，台灣史基本是難民的歷史，是我們福建難民的歷史。閩南文化也是

難民的歷史。因為世世代代都在海上謀生，因為在海上謀生，後來我們就創造了

很多的歷史。這個歷史本身的特性，就是一種流動性，所以這次會議的題目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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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喜歡的，閩南文化的流動。我們如何在一個流動的過程來理解閩南文化，來

認識閩南文化。因為在這一個流動的背景下面，特別是往海外走的，閩南文化就

有很多特點。它一定是是多元的，它去海外不同的地方又跟當地不同的制度、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互動，使得閩南文化後來又發展出很多分支來。 

在台灣看到的閩南文化、到海南島看到的閩南文化，跟在馬來西亞、印尼……

等等，看到的閩南文化，一定不一樣，因為那就是一個互動的結果。另外，閩南

文化肯定是有變化的。因為不斷面對這些、那些的情況，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要流落到不同的社會……等等等，很難一成不變。我經常在想這些問題，因為我

自己主要就是受著那種變動影響的。 

我不記得哪一年，我跟台灣一個很大牌的的教授小小的吵過一架。他整個就

是認定閩南文化從元朝開始納入了正統，就被教化了，然後就計算在福建建立了

多少個學校、多少人念了多少本書、考上了進士，然後我們越來越正統，後來就

代表了中華文化的正統。有些東西現在看起來好像就是，比如說家族。然而我們

的家族其實不是正統意義的家族，原來的正統家族是聚族而居，而我們閩南人的

一家人，是擴散在全世界的。同一個姓、同一個族、同一個村的人，在世界各地

都有。 

像那個海澄三都比較有名的就是檳城五大家族。姓邱的家族在麻六甲、在新

加坡，還有我後來在台南好幾個村落都「發現了」他們。他們天天為那個海在跟

人家打官司。他們要控制那些海灘，從剛開始的海運，到做養魚魚塭，到後來圍

墾、做鹽場，天天的在跟人家打官司，因為他們很懂得怎麼去利用你的海去控制

他所要做的經營。另一個，家族分布在世界各地，你不可能按照原來的原則去編

族譜、做祠堂、搞儀式……等等，必須為家族中有很多新的利益，去做很多新的

設計，所以會創造出新的宗族文化、新的宗族模式。 

我們的廟也是，我們的神也是滿世界跑。以前古代對神的概念是祭不越望，

神只照顧本地的人民的，他們是有領土，他們是有地盤。但是我們的神是可以飄

洋過海，所以對這些神、對這些儀式，我不知道應該請教那個教道教學家們，在

這個過程中，道教有沒有發展？丁荷生，你們的道教有沒有發展？(丁荷生：有

一些流動性的儀式、事情……)。所以一定是要轉型，因為要不斷進步。 

但是其實我最有興趣的事情是什麼?是鄉土學。我們不管去了世界哪一個地

方，我們老家不會忘記，無論多久。這其實是我一直跟丁荷生在東南亞跑，我一

直有興趣的是這個問題：老家對這些海外鄉親的意義是什麼？ 

有一些人說老家的記憶，在四代、五代以後就不見了，後代可能也不會再回

老家去看。但是我們發現，在海外的閩南人，其實有很多很基本的東西，被一代

一代的傳承下來，比如說孝道、比如敬畏神明，一代一代都在傳。還有更仔細的

存在生活中，我們還沒有想出其中的原因，比如說「九八行」，為什麼不管去了

哪裡，老家的東西總是還令人想，還要不惜代價的回老家買土產出來；建廟也要

到老家去搬材、買石材、買建材，有時候一個紅木都要去拿老家的樣子來做。我

們在東南亞看到一些老家的工匠，他們出去幫人修廟、做規劃、做油漆。確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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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裡面，有很多東西跟故鄉是切不斷關係的，當然更不用說什麼歌仔冊、

諺語等等。這背後的機制是什麼？ 

不過有一點，我們是很清楚的，也是我們這些年比較關注，大概思考的也比

較多的，就是海外華人，特別是閩南人，在外面打天下靠的是什麼？靠的是從老

鄉帶去的社會文化的網絡。他們在外面做生意，其實主要是利用了鄉土的關係、

鄉土的網絡。我跟丁荷生還有陳益源老師，我們現在做的那個項目，「廟宇和商

業的網絡」，我們理解到那背後有個核心的概念，是信念、信任，人跟人之間的

信任關係，他們做生意不需要寫契約，其實是背後的社會文化和形態的一種基本

信念。只要有老鄉在那裡，帶一句話過去，他就會幫我買，然後可以過很長時間，

我們再來結算生意，所以他商業網絡很容易做到很大。那個董老師講的就是這個。

我今天很高興拿到他們的論文，雖然有些底限，那是人家的秘密我不能講，但是

還是告訴我們很多知識，就是老鄉跟老鄉之間如何做生意。所以我想就是有這樣

的意義，故鄉的意義，對那些海外華僑，在海外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從這個特點

來看，僑鄉的本土文化，也是在不斷地伸縮潛化、不斷地創新。我們從這些會注

意到的事，把其中道理說出來，然後也許就會像王老師的那樣，去跟洋人吵架、

到國際舞台去對話。我就說到這裡。 

 

紀錄：陳志弘 

 

與談人丁荷生教授： 

我剛學中文不到一年的時間，所以也沒資格回顧閩南學。但是我可以想起來，

我們以前一些老前輩學者們，現在是經歷了很多變化，我們系(新加坡國立大學

中文系)也是面臨很多挑戰，但是也有很多校友的支持，所以有校友幫我們建立

研究中心、圖書館，建立了一個基金，為了收集海外華僑資料。另一個計畫，就

涉及到我們圖書館，我們前任館長一直在跑很多地方，收藏了四、五百本各個地

區的會館特刊；圖書館也做了很多文獻整理，包括早期的畫報。最近也請了這方

面的專家加入圖書館，一步一步地將文獻跟地圖結合起來，做成資料庫。最重要

的是，我們正在進行(資訊整合)這方面的研究，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方便給大家學

習。 

這次的會議對我自己來講，是學到很多東西，真的覺得閩南文化是非常寶貴

的一個研究題目，是一個無底洞，完全是一個不能研究完的東西，裡面的研究話

題太多了，所以才有這麼多的會議，也是因為有這些方面的努力，確實是相當重

要。這次會議有人講了地方文獻，也有人講到社會組織的演變，還有人提到宗教

儀式、廟宇這些不同的題目，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多講，但是我還想回應一下王

鴻泰教授所提出的海上帝國，因為這個閩南文化不僅僅是台灣的或福建、東南亞

的，也是全世界的一個重要的文化。所以我們可以考慮王鴻泰教授提到的這個明

朝的士大夫文化怎麼看待閩南文化，這是很有趣的問題，這也涉及到很多關於道

教的一些專題論文。當時明朝的道教是正統，所有國家的祭典都是道教在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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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時候道教就變成不是正統，這我不知道，我覺得這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說

不定道教一直把正統的儀式帶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帶到我們的廟宇，維持幾百

年、幾千年的一些文化正統，但是正統的儀式文化也有它的地方化，有一個在地

化的過程，也會跟當地的一些其他的文化因素結合，所以一方面正統、一方面地

方化，這是正常的事情。那麼道教也被帶到國外，也被帶到海外廟宇，成為傳統

文化很重要的一塊，但是在海外也會面臨很多不同的環境，很多不同的情況，會

產生一些儀式的改變，它也會影響當地文化，所以閩南文化也不能限制在閩南本

土以內，它也是一個跟其他文化交流的文化，這點我覺得很值得考慮，繼續研究

下去，尤其是它這些道教儀式也好、種族或是其他社會組織也好，它到了海外面

臨不同的情況，它就會有些變化，做一些實驗，在哪裡生存、哪裡發展，透過甚

麼新的改造在海外發展，這些實驗成功，也會被帶回來，也會影響當地文化，所

以它有它一個流動性的文化創造，可以從很多不同的方面去思考它的文化意義和

文化創造。 

回到金門來，我覺得金門是保存閩南文化最集中的地，尤其她是個僑鄉，是

保持跟海外關係最集中的一個地方。從這兩個地方來看，它既是地方化也是全球

化。所以我也是希望繼續開金門學的會議，它其中的內容真的太豐富，閩南文化

真的是早期全球化的重要文化，我們要了解全球化，要了解它一個長久的歷史，

這個閩南人怎麼跟馬來人、印尼人、菲律賓人、越南人怎麼結合，這些都是非常

值得考慮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有把槍帶過去。現在能不能再創造一個鄭和，能不

能用暴力的形式來建立一個絲綢之路？那是來不及了。就是要從閩南文化的這些

經驗，來了解怎麼跟和平地跟其他文化交流，還有這些交流怎麼豐富了閩南文化，

這本身也是很好的研究話題。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記錄：洪維君 

 

與談人張曉威教授： 

謝謝主持人王教授，也是非常感謝大會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讓我在這邊做一

下有關於馬來西亞的一些研究的回顧，我就回顧這十年來，馬來西亞在做閩南文

化研究方面，有哪一些發展的情況，簡單的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馬來西亞閩南文化研究，剛好就是十年前，馬來西亞有一場就是由雪蘭莪暨

吉隆坡福建會館辦的第一屆東南亞的福建學。有一個研討會專門探討福建，當然

這可能相對稍晚於閩南，但這是跟閩南文化研究一樣有蠻大的突破的一個開始。

那我就說明為什麼他們會辦這樣一個研討會，最主要是 2005 年正好是他們會館

自 1885 年創辦以後的 120 週年紀念，有一個蠻大型的一個慶祝活動，連帶辦了

一個研討會。接下來馬來西亞有一些學術單位，也開始辦一些年會，比如說一個

是叫馬來西亞華人華社研究中心，他們從 2012 年開始就辦所謂的雙年會，每一

個雙年就辦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研究的一個年會，所以在 2012 年的時候這華研辦

的一個研討會，裡面大概有幾篇文章，就是跟閩南文化相關的。到 2013 年，我

們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華研究中心，承辦了一個第八屆的世界海外華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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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因為我們從 2011 年開始有一個計畫，就是閩南文化研究的計畫，所以

我們在那個場次裡，我們也組了一個小場次，來談馬來西亞的閩南文化課題。2014

年，華人社會研究中心，他也是一個雙年會，也有一些閩南文化相關的課題。今

年年底前，至少會有兩場與閩南文化或福建學有關的會議，第一場就是在兩個月

後就是十一月的時候，拉曼大學會辦的拉曼大學 2015 年閩南文化研究學術研討

會，然後一個月之後就是剛才所講的這個雪蘭莪暨吉隆坡福建會館，今年 130

週年的研討會議。 

以馬來西亞當地的情況來看，以上研討會的豐富，我想和 2002 年以後有蠻

多大專院校的成立有很重要的關係。院校成立都有所謂的中文系，在這個科系裡

頭，其實比較屬於西方漢學、Chinese studied 的系統，其中一個部分就討論到當

地華人的課題。在這樣的一個機緣下，大專院校裡面陸續成立的這些系所，就提

供了一批年輕的、或者是更多的學術人員參與這些研討會。所以參加的是從這幾

所學校裡面的一些學術人員，大概就是新紀元學院、韓江學院、南方大學，然後

拉曼大學、還有馬來亞大學。除了大學有研究機構、學術單位，還有就是華社研

究中心，大概在 1980 年代已經成立了，早期只是一個資料研究中心，就是收集

資料，當然也希望能夠做研究，但是後來他們發現資料大概收集了一個程度，應

該要改變，所以把名字改了，叫做研究中心、華社研究中心，所以他們在這些年

也有一些計畫去承接，一些相關單位委託他們去做一些研究報告，所以他們也在

這方面提供了這樣一個角色。所以從研究機構來看，馬來西亞目前有參與有關閩

南文化研究的，除了幾所大專院校以外，華社研究中心也是一個蠻重要的角色。 

除了辦大型的研討會，我們隨時也會辦一些小型的座談會，或者是工作坊，

或者是我們知道某一位老師或學者從中國或是從台灣來的，剛好有時間，我們也

會邀請他來給我們一場小型的講座。這樣當然不能夠跟台灣或中國這方面的研究

一樣得到比較大的發揮。在經費比較侷限的情況之下，我們有時候還是得靠一些

會館提供一些資源，比如編一些會館館史之類的。在這十年裡面，也陸續有一些

研究計畫出現，當然如果談到比較大型的研究計畫，我想就以我們拉曼大學跟馬

大，這幾年是比較有獲得比較大的研究經費來從事這樣的研究。那至於其他三院

的話，新紀元、韓江、還有南方大學學院，他們也個別獲得企劃，也許是比較屬

於一個個人的研究，比如說某個福建人、閩南人比較多的村，他們可能去幫他們

修他們的村子或地方史。馬大的計畫比較大型，昨天鄭老師也提到，他們從馬來

亞北部，可能是打算是整個馬來半島的福建人都找出來，他們去抄碑，我知道他

們在馬來北部玻璃市州從最北邊州一直往南一直做，大概有些成績。目前大概在

吉隆坡一帶，也有福建義山，這一帶是廣東義山比較多的，之前提到吉隆坡，很

少人會提到福建人或閩南人，現在在馬大這樣一個計畫之下，他們也興起了對吉

隆坡一帶福建人跟吉隆坡歷史關係的注意。 

我們拉曼大學比較幸運的一點，是我們找到了一個很重要的支持計畫的贊助

人，也就是楊忠禮先生，那就是我們今天會場名稱陳開蓉女士的先生、楊忠禮集

團的董事長，他贊助我們拉曼大學馬幣三十萬，來推動有關閩南文化的研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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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提的計畫大概是往三個方向去處理，第一個是希望能夠做閩商方面的研究，

第二個相關的就是做閩學、朱子學，因為也要配合我們院內的人力資源、師資，

我們有老師是比較偏向於這方面的，所以就也納入這個計畫裡頭。第三個，也跟

馬大的方向有一點接近，但我們比較集中在做馬六甲，因為我的同事黃文斌在做

馬六甲三寶山這一帶早期跟閩南或福建人關係密切的的墓碑資料的收集。另外，

我們金寶校區的系主任杜忠全老師，長期以來做檳城的研究，檳城本身就是閩南

人集中的地方，他做了一些歌謠、童謠的收集。所以今年 2015 我們辦的閩南文

化會議，大概也是這些成果的小型報告。以上就是馬來西亞關於閩南文化研究的

情形。我想我就簡單報告到這裡，謝謝。 

記錄：顏加佳 

 

與談人陳益源館長： 

我就接著曉威院長的話，然後針對座談的主題講講一點點我自己的淺見。曉

威老師能夠來參加我們金門大學的閩南文化國際學院研討會，然後下下個月十一

月初的時候，我們金門大學的閩南文化研究的學者，也會到拉曼大學去。當我知

道兩邊都要開會的時候，我第一個想做的事情就是請他來，然後請金門大學的去，

不要各辦各的，至少拉曼大學跟金門大學中間只隔一個半月，然後分別召開閩南

文化國際研討會，兩校又有直接的關聯──楊忠禮，一個捐你們的錢，一個捐他

們的錢，所以本來就應該連結，如果你們兩個中間沒有連結那真是很奇怪。 

剛提到馬大那邊，我跟鄭振滿老師在他們第一年的期末結案前，我們兩個也

特別去分別做了一個小型的報告，其實馬大校長破例的支持在馬大裡面成立華人

研究中心，開展的第一個課題就是他們馬來西亞的福建義山的調查，跟我們成功

大學有關，這是成大在跟馬大建立姊妹校的時候，我們做這樣的提議，而他們的

校長很在乎成大的意見，否則以前馬大根本不可能成立這樣的中心，更不要說推

動相關的事情。馬大跟雪蘭莪福建會館之間，甚至幾十年都沒有來往，卻也是因

為這一次合作，打破了一些狀況。所以我很高興接著曉威後面來講。 

我還是針對主題的部分，一開始秋桂老師作為主持的時候，他就說疲憊感吶、

該找的都找啦、青黃不接呀，還是呼應一下，如果是那樣的話好像很悲觀，我覺

得研討會──學術研討會，特別是有意義的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就好像我們文學

或歷史上的經典一樣，是需要不斷地被提起的，所以不能太早有疲憊感。那麼老

的過去，新的就上來，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傳承的，有很多的經典，其實一個世代、

兩個世代不講之後，經典就消失了。假設我們現在認為閩南文化研究很重要，然

後等我們都講得沒力氣再講了，然後底下沒有人接著講，閩南文化也就過去了，

因為他不能成為類似像經典這樣的東西，不斷地被記憶、不斷地被討論。以我自

己中文系出身的，我們有多少經典，我當然約略知道，那麼有的經典時間未必很

長，但是他不斷地被提起的頻率之高，有時候甚至還產生反效果，年輕的學者甚

至還不敢碰，但是不被提起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經典，所以我是覺得，我也勉勵我

自己盡量不要有甚麼疲憊感，而我覺得要不斷地被提起，並且希望後繼有人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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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大學的參與──積極的參與可能是重要的。當然我們都會考慮到研討會缺少

互動、自言自語，像剛剛鄭老師說的，但是不要忘了在大學裏面的學術研討會，

其實也是一種教育的過程，所以其實我更希望的是：學者當然可以，甚至由會上

以文會友之外，會後還有很多的交流、很多的對話；但是學術研討會的現場，大

學生、研究生的積極參與，其實也是評斷那一個學術研討會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

指標，因為那跟傳承有關。其實我很高興成大參與了一些，包括這次受邀來發表

論文的，在五年前、六年前、八年前，其實他們就是工作人員，他們就是現場服

務的同學，他們當時可能是研究生而已，現在已經拿到博士學位，已經可以發表

論文了。類似這樣的，我也都覺得參與這次的研討會特別高興。另外一點就是，

不是每一個縣都可以推動剛剛鄭老師說的那個生意。請問在座的各位，或者是國

外的朋友，有哪一個國家、地區、一個縣願意用 12 年的時間，1 年當地學──

就是金門學，1 年閩南文化，然後這樣交替，中間還歷任過幾個縣長、幾個局長。

我是彰化人，我就想到彰化學，我一想到彰化學就想到林明德老師，他去當彰化

縣彰化師大副校長的時候，大力堆動彰化學，出版彰化學叢書，他不是彰化人，

但是我是彰化人，感動啊！感動的不得了！有人願意來為彰化做這些事情。但是

彰化學跟金門學，真的沒有辦法相提並論，其中一點是，假設彰化學要召開國際

學術研討會，請問國際間能夠找到誰來研究彰化？我自己是彰化人，我都可以說

基本上是沒有，除非他們研究我們彰化的賴和算得上，其他他對我們彰化的歷史、

地理、宗教、民俗等等，有哪一個國際學者擔心如丁荷生擔心金門、如宋怡明關

心金門、如張曉威也可以研究到金門？真的，少有的，金門是有很多歷史條件造

成的，金門也是台灣中華民國唯一一個縣份跟東南亞有長久的血緣關係的，台灣

中華民國如果要發展南洋的外交關係、經貿關係等等，以現階段來說，我們大概

只能說台商，就是去那裡做生意的台灣商人，我們個東南亞就五個台灣學校，他

們的孩子就在那裏讀書，勉強的說這個是有血緣關係。但是這個比起早期的這些

移民來講，那完全不同，我們跟會館沒有辦連結，我們跟同鄉會沒有辦法連結，

我們跟還有很多很多相關的團體，其實是毫無關係的。所以中華民國政府其實應

該非常珍惜金門，因為有金門，所以跟東南亞做連結，大概成功大學在這方面的

貢獻，就是我們在東南亞的校友，那也是一種連結，但是那種連結跟血緣的連結

是不一樣的，完全不一樣！而且很快，留台學生總會很快就會被留華學生總會給

幹掉！就我覺得，連政府單位也未必會知道這些，但是作為金門人，自己當然應

該有這樣的體認，這真的很重要。 

所以，金門學跟閩南文化能夠在金門，從 2003 年一年閩南，2004 年一年金

門，閩南、金門學年，先不要去計較那個金門學，他本來就不是一定要去建立一

個什麼學科，反正就是金門研究。在這互為表裏、相輔相成的推動下來，到現在

12 年，前 6 年──2003 年到 2008 年都在金門，但是從 2009 年開始，6 年當中

有 3 次離開金門，不止到成大，還到中興大學等等，就已走出金門了。這是第二

個階段的這 6 年，從今年開始，假設我們也以 6 年來算的話，那就會有閩南金門、

閩南金門、閩南金門的未來 6 年，這 6 年的未來，在第一階段的 6 年、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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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 年，之後的第三階段的 6 年該怎麼走，其實是可以好好想一想。從第一階段

到第二階段其實有很大的進步，那個進步就是走出金門。可能前6年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文化局在推動閩南文化跟金門學研究的時候，不要說國際上不太了解，連

台灣本島都不太清楚。但是最近的這 6 年就完全不一樣，當然一定也還有很多值

得在未來 6 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去推動的事情。所以從我們彰化來看、從宜蘭來

看、從台南(南瀛)來看、甚至從澎湖來看，都有類似的推動，但是恐怕真的跟金

門的狀態完全不同。就包括這次，這次也是難得的一個因緣機會，第四屆世界閩

南文化節在金門辦，去年在澳門，前副縣長接旗，那接完旗之後呢？一個選舉，

所以縣長、副縣長全部都換人，所以其實本來還可能不辦，我是憂心忡忡，覺得

這樣很丟臉，所以我還私底下我能說的人我還盡量去說：要辦、當然要辦！那麼

今年的閩南文化研討會，我不只建議要辦，我覺得這兩者還應該有所結合，否則

那個力量會分散，但是還是很可惜喔！因為大家也注意到了──一定注意到了，

這次來自那麼多地方的那麼多代表，甚至汶萊、甚至很多地方等等，但是他們只

參加那個熱鬧的閩南文化節和我們閩南文化研討會的開幕。其實那裏面有很多就

是我們要研究的對象、就是我們要訪談的對象，但是我們對他們沒有辦法及時的

掌握，甚至連見個面、連交換個名片、留下個聯絡的方式都錯過了，對我們研究

者來講，那如果你們在留意那些代表的話，你會發現，其實那邊有一些代表應該

坐在這裡的，因為他本身是學者，但是他作為那個閩南文化節的代表，他就只能

坐著瀏覽車去參觀然後去吃飯、去看表演，我們也沒有好好地去掌握那些參與閩

南文化節裡面的學者身分的代表。當然這個機會以後也不會有，因為明年也不會

再來這裡了，明年到馬六甲去，後年去哪裏都還不曉得。而我是覺得不管怎麼樣，

該做的還是得做。 

前面從王老師、鄭老師到曉威，當然都點出了一些方向，因為提到了成功大

學，所以我就回應一點點就好。秋桂老師確實很早就說：你們成大的閩南文化研

究當然台南是大的優勢，你們跟馬來西亞的關係、或者你們跟大陸的互動等等，

那都可以發揮；但是他特別在專業的、跨領域的部分，提到醫療疾病跟造船水利，

我們都一直謹記在心，也試著看看除了我們目前勉強地跟建築有一點點關聯之外，

其他他提示的這兩個方向，成大都有條件，但確實在合作上或者在學校的那個整

個能力的布局上面，我們還需要再努力，我就很簡單的說這個。 

然後我也希望今天的座談的題目既然是金門學和閩南文化的回顧與展望，所

以我也希望如果大家對於明年結合各方的力量，當然也是在金門縣政府跟金門縣

文化局的支持底下，讓明年的金門學到馬來西亞去辦，不只是走出金門、走向台

灣，或者像去年在台南開幕，然後移師回金門，最後在廈門閉幕，其實如果真的

可以到馬來西亞去的話，那應該也是金門學、金門研究一個發展的新的階段。如

果這方面大家覺得可以，或者是有什麼憂慮、或者有什麼建議，大家還可以再談

談，因為目前也還沒定好。我就很簡要的把我自己這些想法說給大家聽，謝謝大

家！ 

記錄：范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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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人施國隆局長： 

實際上我本來對這個閩南文化跟金門學界的國際論壇是有點陌生的，但是聽

了以後，我覺得秋桂老師的意見我很深深的贊同，他的再思考，就是研究範圍的

跨領域如何更具豐富性這部分，我深深有同感。我來之前也在思考，這個議題到

底要說的是什麼東西？閩南文化要談的是什麼？實際上閩南文化包括所有的有

形文化資產和無形文化資產，未來要有政府資源的提供是沒有問題的，因為我們

在推動的世界文化遺產，談的就是有形跟無形的跨領域結合。 

回過來再看這個會議所談到的這些課題，好像偏在生活面、文獻面、宗教面，

但建築的就有兩篇，但也就是在實踐上、功能上的文章好像不多，就是偏在文獻、

生活宗教的這一部分，當然這部份這我也支持。實際上我下午抽空去看了一個歐

厝的頹屋，這歐厝頹屋我要幫他修，但修不是目的，那是一個工具，透過這個修

繕，我要把傳統匠師帶進來，做一個傳習活動，把一個閩南的建築物修建中包括

的土木、包括土水、大木等等閩南的傳統匠師，要把他組織建構起來。因為現在

匠師慢慢減少了，現在金門修理房子要到哪裡去找匠師？做這一些事，是這樣子，

怎麼樣落實到應用面。所以我不認為秋桂老師是悲觀的，但是陳益源館長是提醒

了我，這些討論在國際論壇上確實是有教育作用，因為延伸的影響力非常廣。所

以秋桂老師的再思考也不悲觀，因為這個領域確實已經在擴充了。所以我覺得這

些跨領域的東西，真的都可以把他拉近來，剛剛講的造橋技術、醫療啦，以及一

些宗教信仰的、生物性的領域這些，要靠承辦單位去用心，主動去找這些領域，

在這些閩南區域範圍內，請他來發表，要不然他們不會去關注到這裡。 

就整個趨勢來講，聯合國 2008 年的時候，就以一個場域精神在思考文化遺

產。因為以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登錄世界遺產的時候，都偏重有形物體啊、建

築物的部分，可是後來他們發現不對，那個物的東西是古老的，不過沒有人的精

神、沒有人的生命的脈絡，就沒有意義了。所以 2008 年在魁北克宣言裡面，談

到場域精神的再思考。所以也許我們可以思考閩南文化的精神脈絡，除了無形之

外還有有形的東西。 

實際上以我們在金門追求世界文化遺產，實際上不用什麼包裝，金門學我們

都可以協助，提供資源是沒有問題，幾百萬都可以處理掉，只是說金門縣政府有

酒廠，金門縣政府經費也很多啦（哈哈哈哈...）。我的意思是說，金門縣政府文

化局他們自己要去包裝他，要把他建構在整個世界遺產最終計畫裡面，他要有個

完整的計畫，要不然文化部不可能隨便拿錢出來。我覺得還是收穫很多，對於未

來我們在金門發展的世界文化遺產還是有幫助的，非常謝謝各位。 

記錄：顏加佳 

與談人郭哲銘科長：  

 謝謝各位！先不要說做不做主，剛剛我們施局長提到，其實有形跟無形的文

化都是我們建構金門、或者閩南文化的一個核心。 

 話說從頭，從我們原始初衷來出發。大概從民國 92 年開始，金門縣文化局

就是一年辦閩南文化研討會、一年辦金門學研討會，至今延續了 12 年。我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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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的一個出發點就是說，我們在這之前已經不斷累積了金門的文獻跟材料，想要

為這個文化的研究架構一個基礎。可是我們後來發現地區的文史工作者，就是右

手抄左手、左手抄右手，長得所有的研究或者是一些論述都很類似。所以我們想

說一定要再深入把它挖下去，所以想了這樣一個平台的機會，就是來辦學術研討

會。剛好也搭配了金門那一波的學潮，當時金大、銘傳大學也進來金門了，讓我

們很多現在的同事、包括在地的教師，都能繼續進修。所以對這個領域的投入就

漸漸能通。 

當然或許大家覺得良莠不齊，但是我覺得參與的人多，就會有好的點子出現，

就會有精彩的文章論述。然後這幾年反映在國家圖書館碩博士論文的系統，確實

是已經擴大了非常多。我其實在這個系列研究裡面有一些發現，我的下一篇文章，

就是在論述這個問題。金門縣政府四百多個員工，有一百多個以上有碩士學位，

大概將近三成。大部分的人也是在做這塊閩南文化跟金門學的研究。這幾年有一

個走向，不單單只是在人文科學或者社會科學，我前一陣子有看過一篇是醫學的。

他在研究我們金門人血液的基因的多樣性是低的，因為我們後面的人際關係是非

常複雜，所謂複雜就是人跟人的關係，可能近親姻配的機會很大，所以我們跟台

灣人比起來我們的基因多樣性就不足。我有看過類似的文章。剛剛也講到疾病跟

研究，去年請中興大學林正珍老師在做，我們楊肅獻老師有來做審稿，其實就有

提到一些基因、醫療疾病的問題。如果有適當的材料，我想跨領域、多元化的部

分就可以展開。所以我希望未來我們配合的團隊，主題上面可以不要單單就在人

文領域或社會科學，大膽一點就跨出一步，可能在下屆金門學，就組一場屬於醫

療問題的研討會。當然資料的蒐集必須要很用心。 

剛剛施局長提到的我們設定的主題這個部分，其實我一直到現在都還是覺得，

兩年前龍部長來金門授證時候說到的兩個口袋拉鍊說，是最經典的。因為金門文

化以前對於漢文化挹注進來，再一手再把漢文化往東南亞延伸、往台灣延伸。其

實我們以前走南洋跟走台灣應該是差不多的。所以林衡道當年在世的時候，他說

金門是一個閩南移民去台灣的一個跳板，有她特殊的地理背景。我們不管從漳州

下來、從泉州往上都要到我們料羅，從前它是一個航線上很重要的指標。所以金

門的古塔非常多，幾乎都是那種航水的塔，所以我們這個部分當然我們有這個歷

史跟地緣的一個背景。以後在我們架構的場域裡面，我們會盡量強調這些關聯性。

其實最後也要呼應一點，我們局長託的，我們縣長一直說要創造我們說故事的能

力，所以這一切的核心跟養分都來自於我們學術研討會，只是我們用文言文講，

要讓他們觀光解說員把它變成白話文。我們當然會繼續辦，老師們的費心相挺，

我還是覺得很有衝勁，我會繼續持續走下去，最還還是要謝謝各位的捧場跟支持，

謝謝！ 

記錄：陳志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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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開放討論發言記錄 

現場發言：江柏煒教授 

  主持人、唐老師、鄭老師，還有在座的幾位學術先進，台下的各位師長、各

位同好大家好，我是江柏煒。一開始，楊樹清發起的金門學討論，會比較想關注

一些在地的議題，特別是那時是解除戰地政務的初期，比較多的關注戰爭的經驗、

回顧一些戰地生活。研討會的討論，是希望能夠在這個會裡頭，通過在地人的詮

釋，去展開討論。那時候大概碰到兩個層面的問題。 

  一個層面是那時候金門剛剛要進入所謂大的開發的發展壓力，所以對於聚落

的保存、對於宗族的重建，是一個需要去思考的問題。另外一個是與此同時，僑

鄉網絡正在重新的接回來，那時候透過各種活動，開始面對特別是東南亞的僑社，

開始需要辦些活動，比如說出經費讓馬來西亞的金門裔青年能夠返鄉尋根這件事

情，在那之前，連新加坡年輕人講英語的都回來拜宗祠了。 

  因此，在金門學的思考上，就有了跨界移動的閩南文化的視野。所以我在２

００３年就辦了一次，我記得很清楚，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辦的那次，我想盡辦法

辦了日本神戶的王敬祥的長孫王柏霖回來。他們因為日本政策的關係，只有日本

的永住權，拿的始終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當時他是七十多歲。他在七十歲

的時候，特別跑到廈門，買了望遠鏡，看他家山后的村子。儘管思念著家鄉到這

個程度，他始終是回不來。２００３年底辦了這個會，非常麻煩那個手續之繁瑣，

終於讓他回到金門。我覺得那時開始有那樣的契機，在思考跨境的閩南文化研究

的可能性。我就在思考怎樣建立學術單位，能夠真正讓這個事情比較多人、多受

到重視。所以我在２００５年那時候辦了一個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系，２００６

年閩南文化研究所就接續成立。這幾年，閩南所累積了至少超過５０～６０篇的

碩士論文，當然不一定都是非常所謂高水準的學術論文，但至少我們的要求下都

有一定程度的田野調查的一手資料的累積，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於金門以及跨地的

比較研究，至少在學術構建上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我是想特別呼應施局長講的，一旦金門縣打算把傳統聚落作為所謂世界遺產

的對象的時候，你知道外國專家澳洲那幾位專家第一句話問的是，請你告訴我閩

南文化的這個傑出普世價值在哪裡？閩南文化的這個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是什麼請你告訴我。結果大家講不出來。換言之，如果我們能夠進一步思考這個

閩南文化的傑出普世價值，也就能問：閩南文化到底有什麼困境？ 

  剛剛王秋桂老師提過的，他用世界史的觀念舉了很多其他民族的這些概念或

是其他的一些想法。那換言之，閩南文化其實有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跨學跟科跨

地域。因為這些閩南人跑來跑去，那我們在學術界挖掘幾個角度怎樣把這個拼圖

拼回來。 

我在辦閩南文化研究所時候，我很注意應用性的問題。因為學生現在都要就

業，學了閩南文化以後，你要做什麼？我覺得這對文化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文

化遺產的保護應用經營這些事，是有幫助的。當我們的畢業生論文寫得不怎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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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洋宅的東西交到他手上去經營的時候，我發現他們搞得很有創意。我們一

些學生出去在金門的民宿的經營上，我發現他比那個沒有讀過閩南文化研究所來

經營民宿的時候，我覺得更有 sense 對待那個房子、並且具備說故事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金門學跟閩南文化，特別是金門學，我覺得在地的經驗這件事情

很重要。學術界對於島嶼環境的研究，正在如火如荼的興盛發展。跟我們閩南文

化一樣，島嶼研究結合各種領域，包括島嶼生態、環境資源、自然史的研究、公

共衛生、城市規劃、聚落保存，還有對技術保存者的研究，我們這幾年花一些時

間去記錄它們的價值，然後想辦法把它傳承下來，甚至跟著學。還有文獻的數位

典藏，金門有大量的族譜、地方史料文獻，在座有些老師都直接接觸過。 

  這些事情的數位典藏，整個 Digital file 整體的建立，至少是有助於留下很多

材料的。我們很怕被說辦這個會議是放煙火，每年放一次煙火，放完就沒有了。

也就是在我們的角度來講，如果我們真要變成全球在地化的閩南文化的研究重鎮，

除了剛剛幾位老師主要提醒的世界史的視野、東亞的視野……等等，之外我覺得

我們真的可以梳理一下，我們如果目標是世界遺產，那我們現在 UNESCO 有很多

世界奇異文獻的典藏，各種口述歷史的建立，那個 memories 的事情也是 UNESCO

很關注的焦點。我們應該更有戰略的把我們的預算放在這個上面，然後逐年去推

動這件事情。剛才王老師還虧了一下，說閩南文化研究的年輕人都還沒長上來，

坦白講我覺得比起客家研究會議幾乎是沒有年輕人，金門學或者閩南文化研究，

至少已經在過去十幾年，累積了相對豐厚的基礎。  

  當然這方面我沒有資格管的，但是可能光靠地方文化局壓力是很大的，台灣

的文化部一定要有金門的份量存在，它可能不是人口面積所占的份量，可能是很

重要的要替台灣代表隊打進 UNESCO 要加碼的準備。所以我才說在座有很多我們

學術研究很高的學者，請大家共同來一起思考閩南文化的發展方向和金門學的發

展方向，我在此拋磚引玉，請大家指正，謝謝。 

記錄：蔡姵玟 

 

現場發言：楊清國先生 

關於金門學是怎麼來的？金門學是金門縣政府在開縣政研討會的時候，有一

個金門籍的台灣報導文學作家楊樹清，就在會上一再附議說要仿造海南學來寫金

門學。那是陳水在縣長時代，戰地政務的年代，言論還不是很開放，陳水在縣長

說你這開玩笑，金門可以成學嗎？他硬是說可以，那個縣長也很有魄力，說你既

然講得那麼肯定，那你去辦！就這樣辦出來了。我們辦了三次金門學叢書，一次

十門，三次三十門。現在金門學這麼多人研討，是不容易的，真的是要珍惜，所

以是靠大家來輪棒，謝謝。 

記錄：范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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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發言：王先正先生 

關於縣志編修的問題。在座有一些人都有從事過金門縣志的編纂工作。在陳水

在縣長時代，是在座的楊肅獻教授做總編纂，請李增德老師做副總編纂，我記得

當時人物志是大家感覺最棘手的部分。當時陳水在縣長的意思，是希望生人也可

以立傳，大家也提供很多名單，把一些燙手的人選給一個人主撰，但是好像他後

來也都沒有寫，因為都是政治人物。當時的總編纂規定說活的人不能寫，一定要

寫已經走的(不在世)，我們當時說那樣選擇實在很有限，所以是採取說如果有人

自告奮勇要寫某人，我們原則上不反對，但是這個稿子是讓這些編纂委員們一起

看，後來人物志的產生，是讓大家投票決定的。我們姓王的在金門名人不少，但

是因為有的是在日據時代擔任要職，那麼有的人雖然官做的很大，但是可能有一

些私生活，或者有一些跟地方的同胞有一些債務的糾紛，比方說他請人家做工，

但是工錢沒有支付，所以說有時候、雖然是名人，但是你在下筆的時候就有所考

慮，因為變成你在寫他的負面。也有審查委員建議說，有個某某軍人，把戰地經

營的不錯，而且在民生的建設也不錯，要特別給他立傳特別來表揚一下。金門當

時剛解除戰地政務沒有多久，大家對於軍管體制還有一種反抗，甚至有一種負面

的評價，對於這個軍人，要去表揚他的功勳，有些人覺得軍人的作法畢竟都比較

霸道一點，寫出來恐怕會有許多問題。大概我就補充到此。 

記錄：顏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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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8（週五） 
08:10-08:30 報到 

08:30-09:30 
楊肅斌演講廳 

主持人：黃奇校長 
陳縣長福海致詞 
呂局長坤和致詞 

貴賓致詞-陳益源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 
09:30-09:50  茶敘 

09:50-10:50 
楊肅斌演講廳 

專題演講(一) 

主持人：王秋桂教授 

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主講人：Kenneth Dean丁荷生教授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講題：海外的閩南人與廟宇文化 - 新加坡廟宇的興衰與未來 
10:50-11:00  茶敘 

11:00-12:00 
楊肅斌演講廳 

專題演講(二) 

主持人：林明德 教授 

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主講人： 汪毅夫教授 
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生導師、中華全國台聯會會長 

講題：閩南文化的生態和閩南文化的基因庫 
12:00-13:30 午餐 

場次 發 表 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人 

第一場 
13:30-15:20 

主持人： 

汪毅夫教授 

陳開蓉國際會議廳 

張曉威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 
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 

吉隆坡閩南人的宗教信
仰:以威鎮宮觀音寺為考

察中心 

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兼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

主任 

邱彩韻 
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 

一張失而復得的藥籤-新
加坡天福宮與保生大帝信
仰研究 

戚常卉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林振源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
心博士後研究員 

潘君亮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 

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講師 

溫州蒼南地區閩南語族群
的道士（師公）與儀式 

謝聰輝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

授 

15:20-15:30 茶敘 

第二場 
15:30-17:20 

主持人： 
謝聰輝教授 

陳開蓉國際會議廳 

張秀蓉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從閩南到潮州： 
人群與文化的流動 

陳春聲 
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兼人文科學學院院長兼副

校長 
鄭振滿教授 

宣讀 
曾葉萌恬 
金門大學 

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 

福建龍巖蔣鍾英紀念堂宗
族活動的當代模式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助理教授 

董群廉 
金門縣政府秘書退休 

金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
師 

金門地緣關係為基礎的商
業網絡-以新加坡和印尼
土產貿易為例的探討 

唐蕙韻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副教授 

18:00-20:00 晚宴 

發表人 20分鐘，討論人 10分鐘。主持人 10分鐘，開放討論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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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19（週六） 
場次 發 表 人 論 文 題 目 特約討論人 

第三場 
08:30-10:20 

主持人： 

 江柏煒教授 

陳開蓉國際會議廳 

黃啟書 
臺灣大學 

中文系副教授 

由方志所見圖繪淺談 
臺閩孔廟建築形式之特殊性 張崑振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建築系副教授 曾逸仁 

金門大學 
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金門與南安地區 
傳統建築仿木構的現代發展 

蔡侑樺 
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日治時期北港朝天宮 
媽祖遶境活動之變遷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局長 
10:20-10:30 茶敘 

第四場 
10:30-12:20 
主持人： 
楊肅獻教授 

 
陳開蓉國際會議廳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 
歷史系助理教授 

明清文獻中的閩南形象 

 王鴻泰 
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 
副研究員  

楊玉君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閩南俗曲中的飲食及民俗 
林明德 

財團法人中華民俗
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柯榮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漢學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 

閩南稀見通俗小說 
《臺灣外誌》考辨 

王國良 
臺北大學中文系

特聘教授 
12:20-13:30 午餐 

第五場 
 

13:30-14:50 
主持人： 
王國良教授 

 
陳開蓉國際會議廳 

黃文車 
國立屏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台廈語片的記憶與娛樂流
動—以小艷秋、白虹為探討對象 

楊玉君 
中正大學中文系

教授 

郭哲銘 
金門縣文化局 
文化資產科長 

戰地政務以來 
金門縣志修纂歷程 

楊肅獻 
臺灣大學歷史學

系教授 

14:50-15:00 茶敘 

第一回15:00-16:15 
 

休息̇ 茶敘 
16:15-16:20 

 
第二回 

16:20-17:20 
 

陳開蓉國際會議廳 

學術論壇：金門學和閩南文化研究回顧與展望 

主持人：王秋桂  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引言人：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兼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人： 丁荷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曉威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 

陳益源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郭哲銘  金門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長 

17:20-17:30 
陳開蓉國際會議廳 

會議觀察報告 
             陳益源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王鴻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閉幕式17:30-17:40 
陳開蓉國際會議廳 

           陳益源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唐蕙韻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18:00-20:00 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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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名單 (依議程出場次序) 

-主持人- 

王秋桂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林明德  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汪毅夫  中華全國台聯會會長 

謝聰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江柏煒 國立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楊肅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國良 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開幕致詞貴賓- 

陳福海 金門縣縣長 

呂坤和 金門縣文化局局長 

陳益源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專題演講主講人- 

丁荷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汪毅夫 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博士導師、中華全國台聯會會長 

-論文發表人- 

張曉威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 

邱彩韻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博士 

林振源 政治大學華人宗教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潘君亮 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東亞語言與文化系講師 

張秀蓉 中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曾葉萌恬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 

董群廉 金門縣政府秘書退休 金門大學通識中心兼任講師 

黃啟書 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曾逸仁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蔡侑樺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楊玉君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柯榮三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 

黃文車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郭哲銘 金門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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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討論人- 

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兼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戚常卉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謝聰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卜永堅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唐蕙韻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張崑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 

王鴻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明德 財團法人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王國良 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楊玉君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楊肅獻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學術論壇引言人- 

鄭振滿 廈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兼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學術論壇與談人- 

丁荷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張曉威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 

施國隆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局長 

陳益源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人社中心副主任 

郭哲銘 金門縣文化局文化資產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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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名單 

姓名 任職/就學單位  姓名 任職/就學單位 

林建育 浯江歷史田野工作室  楊世榮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張慧雯 浯江歷史田野工作室  洪豐玉 民宿 

陳麗妤   黃建霖 民宿 

莊宗翰 金城幼兒園  楊惠玲 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 

黃慧敏   許志彬 社會處 

陳世聰 金門金城國中  許獨鶴 觀光處 

吳秀琪   顏加佳 國立金門大學 

王賢德 金門縣立體育場  范玟意 金門大學 

莊錦智 金門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薛中仁 金門縣政府觀光處 

劉家君 金門縣金城國中  黃逸歆  

許寬 金門縣政府參議  陳和海  

宋愛華 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  葉育倫 廈門大學 

林美吟 金門大學建築學系  李國偉 金門酒廠 

陳昱廷 金門大學  邱雅惠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 

陳寶珍 銘傳大學應中所  陳志弘 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 

王先正 國立金門高中  王水彰 金門縣紅十字會 

許添陞 金門大學閩南所  張又諳 高師大學生 

黃明仁 閩厝建設有限公司  莊唐義 福州師範大學 

周紅玉 楓蓮 A 之旅  葉鈞培 金門農工 

蔡明雄 社會人士  呂成發 金門縣選委會 

洪菁徽 金門大學  陳金城 金門縣消防局 

李月珍 金湖國中  施志勝 英瑋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室 

施佩妤 金門大學工管系  王石堆 福建師範大學博士班 

劉家君 金門縣金城國中  許玉珍 金門縣文化局 

何志強 金湖警察局  孫國欽 福建師範大學古代文學博士生 

黃碧華 金門國家公園  陳淑儀 台灣博物館專業協會 

陳成基 德譯建設有限公司  趙惠芬 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系講師 

黃國賓 金門高中  蔡振義 品宏建設有限公司 

莊武緯 閩南所三年級生  李木隆 福建師大博士生 

陳玉淋 閩南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吳啟騰 閩南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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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 

王秋桂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教授、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兼任客座教授 

王國良  國立臺北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陳益源  國立臺灣文學館館長、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 

施懿琳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台文系合聘特聘教授 

林正珍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 

蔡欣欣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楊玉君  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王志宇  逢甲大學歷史系教授 

張崑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李仕德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副教授 

鄭文韜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 

戚常卉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李宗翰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劉名峯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唐蕙韻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本會議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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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工作人員 
 

翁惠萱  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研究所代職助理/會議聯絡、行政庶務 

陳于薇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會議聯絡、論文編輯 

洪維君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會議聯絡、會議記錄 

林明柔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行政庶務 

蔡珮妏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會議記錄 

陳志弘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會議記錄 

顏加佳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會議記錄 

范玟意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會議記錄 

謝岳倫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交通接送 

吳其瑾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會議庶務 

陳柏瑋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交通接送 

曾祥柔 國立金門大學華語文學系/會議庶務 

吳品誼  國立金門大學建築學系/文宣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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