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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祭祖是金門最重要且頗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有家祭，也有族祭。「春、

秋二祭」係最主要的祭祖日，春祭在清明節，屬國定假日，秋祭在冬至，瓊

林各宗祠（家廟），名列國家二級古蹟，且其中蔡氏大宗家廟之祭祖儀典亦

列為本縣之無形文化資產，二者均為珍貴的文化資產。瓊林蔡氏家廟每年二

度的祭祖禮儀，傳承古禮，隆重盛大，祭典有條不紊，整個祭祖禮的特色值

得深入探討。 

「金門縣志」「大事志」「史略篇」記載：「晉，中原多故，義民逃居浯

州者六姓，蘇、陳、吳、蔡、呂、顏，金門有民，實自此始。」由於五胡亂

華，中原動蕩，衣冠紛紛南渡，六姓義民由北方輾轉來到浯州荒島，開始拓

墾事業。六姓之中，蔡居其一，然是否就是瓊林蔡家之始祖，史料不全，已

無法考證，「史略篇」又云：「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八○三年)柳冕為閩觀察使，

奏置萬安監，滋養馬匹，泉州之中置五個牧馬區，浯州是其中之一，以陳淵

為牧馬監，跟從他來的有十二姓，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

洪、林、蕭。」從前後兩段記載，足以說明蔡姓乃開拓金門始祖之一，也為

島上之大姓。 

目前金門蔡氏有兩大派系，一為濟陽派，以瓊林蔡所發展而到其他鄉里

者，如許坑、中下蘭、小徑、嚨口、前水頭、後浦、烈嶼等為代表，一為青

陽派，以蔡厝(舊稱山仔兜)、安岐、湖尾等為代表。明熹宗天啟五年，卒於

平越(貴州)苗軍中，而被贈為兵部尚書之蔡復一，就是青陽派之姣姣者。與

獻臣公並稱「同安二蔡」。 

瓊林蔡氏之先祖，於五代時遷到同安西市，再遷浯洲許坑（今金門縣金

城鎮古崗），南宋初年，蔡十七郎入贅平林陳十五郎，成為今瓊林蔡之始祖。

但至第五世時，人丁並不興旺，族人有的外遷開別族，有的早逝，有的為僧，

留住瓊林使蔡氏繁衍滋大者，僅五世祖蔡靜山一人而已。蔡靜山生四子，長

子竹溪，開坑墘房和大厝房，次子樂圃，開新倉房和前庭房，三子早逝，四

子藍田贅於銀同劉家。 

瓊林蔡氏於明代中末葉，在科舉上的成就極為突出，中進士者五位，貢

生、舉人亦有多位，今家廟中的「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登科」、「祖孫父子兄弟

伯侄登科」、「鄉賢名宦」、「御賜里名瓊林里」等等牌匾，就是蔡氏輝煌史的

見證。 

蔡宗道（十四世）在明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所寫的〈蔡氏族譜引〉

中，有「擇日告廟」之句，可推知當時已建大宗宗祠，惟之後興廢不詳。今

之蔡氏家廟係建於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年），可能在此同時，也確立

了「凡非本族血統及非仕宦或科第功名者不得進主至大宗家廟」的規制。今

蔡氏家廟所供奉的神主，為一至五世的祖考與祖妣，計十位，六世祖考三位，

餘為自十三世至二十四世具有仕宦或科舉功名者計二十二位，總計三十五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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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主，祖德宗功，永世受蔡氏族裔所崇奉。 

瓊林蔡氏皆出自五世蔡靜山之後，五世祖實瓊林蔡氏繁衍壯大的關鍵人

物，《浯江瓊林蔡氏族譜》指出：「公能廓大基業，至今祀典不廢，蓋百世不

祧之祖也。」故蔡氏家廟一年春秋二祭，即以五世祖考的忌辰日二月初七（農

曆），和祖妣顏氏的忌辰日十月初六日（農曆）舉行。且為了表示對五世祖

考的感恩，一年二次祭祖皆舉行二回，稱為「頭程」、「二程」。第一回以始

祖考與始祖妣居首位，餘三十三位祔享，第二回祭典以五世祖考和祖妣居首

位，餘祔享。 

為期永續傳承瓊林完整的祭祖儀式及其文化，爰研擬本計畫以為傳承

之。本計畫主要工作內容重點在於「瓊林蔡氏家廟祭祖儀典」之文本撰寫、

傳承組織培力會議召開，並進行傳承祭祖教育研習實作、傳承祭祖文化教材

（成人版、學童版）編纂、傳承祭祖文化摺頁編纂等，俾作為次階段實質傳

承的重要基礎。 

 

計畫緣起 

「金門縣志」「大事志」「史略篇」記載：「晉，中原多故，義民逃居浯

州者六姓，蘇、陳、吳、蔡、呂、顏，金門有民，實自此始。」由於五胡

亂華，中原動蕩，衣冠紛紛南渡，六姓義民由北方輾轉來到浯州荒島，開

始拓墾事業。六姓之中，蔡居其一，然是否就是瓊林蔡家之始祖，史料不

全，已無法考證，「史略篇」又云：「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八 0三)柳冕

為閩觀察使，奏置萬安監，滋養馬匹，泉州之中置五個牧馬區，浯州是其

中之一，以陳淵為牧馬監，跟從他來的有十二姓，蔡、許、翁、李、張、

黃、王、呂、劉、洪、林、蕭。」從前後兩段記載，足以說明蔡姓乃開拓

金門始祖之一，也為島上之大姓。 

目前金門蔡氏有兩大派系，一為濟陽派，以瓊林蔡所發展而到其他鄉

里者，如許坑、中下蘭、小徑、嚨口、前水頭、後浦、烈嶼等為代表，一

為青陽派，以蔡厝(舊稱山仔兜)、安岐、湖尾等為代表。明熹宗天啟五年，

卒於平越(貴州)苗軍中，而被贈為兵部尚書之蔡復一，就是青陽派之姣姣

者。與獻臣公並稱「同安二蔡」。 

瓊林蔡氏家族發展之歷史，記載比較確切可查者，首推獻臣公之《清白堂

稿》及《浯江瓊林蔡氏族譜》。《清白堂稿》載：「五季(五代)時，吾蔡自

光州固始遷同安之浯州。」(註一)又＜族譜序＞云：「其(蔡氏)入閩也，

當在五季之初，已遷于同之西市，又遷於浯之許坑，贅於平林之陳，則自

十七郎始，以其世推之，當在南渡之初。迄今萬曆壬寅(三十年，一六 0

二)四百有餘年。於茲所居多樹林，遠望森然若蓋，世故稱平林蔡氏云。」 

當頭祭祖：金門乃朱文公過化之地，詩禮舊族，為慎終追遠，不論大

宗小宗或各房，清明霜降冬至或祖先忌日，均須祭祀。就大宗而言，分為

廟祭與墓祭，由族中已婚之男丁輪流負擔祭祖事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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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祭：瓊林蔡氏每年農曆二月初七，為六世祖靜山公忌辰日，全族集

於家廟祭拜，行三獻禮(註六)，以族長主祭，族之長者四至六人陪祭，迎

神讚禮，鼓樂侑食(註七)，率遵朱子家禮，族之男丁，依長幼之序與祭，

行跪拜之禮，而婦女則不與焉。祭祖事務，由管理員召集二十名頭家抽鬮

分派工作(註八)。祭後會餐，由頭家在宗廟或自家(註九)中辦酒筵二席，

宴請已婚之男丁，昔日每桌十人，近來因丁口繁昌，而頭家之數依舊，故

每桌已增至十七、八人，是以近年來多擴充為四桌。頭家宴請何人，由管

理員統籌分配，名單一份於祭祀當日公布於家廟，另一份交由頭家挨戶通

知。已婚如無法與宴(如家住島外，或因事因病)者，可指定由某未婚男子

頂替，昔日女子一律不得與宴，近因出外者眾，未婚男子又不夠頂替，已

允許女子與宴矣。宴客之菜單也有定制(註十)，量足質實，否則會遭人批

評，甚至唾罵，但也不敢奢侈擺闊，以示尚儉。近年因經濟好轉，家中烹

飪麻煩，桌椅餐具難備，已全改請外燴辦理。農曆十月初六為六世祖妣忌

辰日，廟祭祭典與靜山公同。 

輪值當頭，費省而易集，法簡而易行，故宗祠祭祀，久遠不絕，且可

團結宗誼，和睦族人，其意義深遠，故金門人多採行之。 

瓊林蔡氏保留幾百年來的傳統文化—宗族生活與祭典，尤其台灣因現

代化與大陸文化大革命之故，消失了很多傳統。下列幾項為學者所尊崇： 

 一、「御賜里名瓊林」瓊林位於金門島中央地帶，村址為凹地形，居所地 

   樹木多，在山上遠眺，只見一片叢林，不見屋舍，故曰：「平林」，後 

   於明熹宗天啟年間，因蔡獻臣學問純正，閩撫鄒維璉，奏賜里名「瓊 

   林」。 

 二、瓊林蔡氏迄今在瓊林發展近千年，明清兩代，出仕甚多，允文允武， 

   故燈號為「文武世家」，在宗祠進匾科舉人物，進士有蔡貴易等六人， 

   舉人有蔡翰等七人，武將有蔡攀龍等七人，尤其在明萬曆年間，賜進 

   土及第，一榜中二甲第五名、第六名是蔡懋賢、蔡獻臣，可見文風鼎 

   盛。 

 三、四、五百年來，宗祠有七座八祠，因出仕多，宗祠也就多，宗祠為祭 

   拜祖先之場所，除了大宗在大祖厝，其餘小宗祭祖，均在各房祧宗祠 

   舉行故祭祖儀節活動，甚為頻繁，宗祠雖歷經兵燹，迄今仍保存完備。 

 四、祭祖儀節，為大三獻禮，據傳係蔡獻臣引自京城官宦之家祭拜之禮， 

   迄今代代相傳，學者倡議登錄為世界非物質遺產，可見其傳統久遠。 

 五、瓊林蔡氏訂有族訓與約規，是促進團結族人，提昇族人人心品行與道 

   德之原因，並激勵族人奮發向上的精神，使家族源遠流長。 

為期永續傳承瓊林完整的祭祖儀式及其文化，爰研擬本計畫以為傳承  

之。 

本計畫主要工作內容重點在於「瓊林蔡氏家廟祭祖儀典」之文本撰 

寫、傳承組織培力、傳承教育實作等，俾作為次階段實質傳承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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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具體計畫內容 

一、 編撰「瓊林蔡氏家廟祭祖儀典」教材：含成人版與國小學童版。製作

「金門瓊林蔡氏祭祖」宣傳與教育摺頁。 

二、 辦理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二次。 

三、 辦理瓊林祭祖傳承教育研習一次。 

四、 規劃祭祖儀典研習營。 

五、 成果製作 

(一) 結案成果報告書 30本(含光碟)數位檔及附件、外接硬碟 1份。 

(二) 瓊林祭祖教材成人版與國小學童版各 500本。 

(三) 瓊林祭祖宣傳摺頁與教育摺頁 5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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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瓊林祭祖傳習教育研習活動辦理（成人組） 

計畫執行： 

一、 活動透過新聞稿發佈，讓社會大眾知道本案研習活動的消息，製作

海報及活動主題紅布條張掛。 

二、 邀請對祭祖文化著有研究陳炳容博士擔任主講老師；另並邀請蔡氏

宗族對祭祖文化及瓊林發展有研究人員蔡清其、蔡顯思、蔡福祿及蔡是

民等擔任課程講師。 

三、 預先由林威宇博士負責錄影祭祖儀節及讀祝文兩部分影片，由蔡福

祿老師錄製禮生部分、蔡顯思老師錄製讀祝文部分，同時邀請到同安蔡

復一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蔡清風老師錄製禮生及讀祝文，於活動進行時，

現場播放，讓學員實際體驗禮生及讀祝文的內容及流程。 

四、 「祭祖教育研習活動」於 106年 8月 5日(星期六)下午 13時 30

分到 17時 30分、6日上午 08時至 12時在瓊林里辦公室二樓進行，兩

天除了學員外，並有金門地區諸多關心祭祖文化的民眾，包含蔡姓之外

的姓氏，還有導遊人員、金門大學教授、研究生及華語系的學生，總計

有六十餘人參加。 

五、 8月 6日參加人員並獲贈蔡主賓先生撰文、蔡是民先生校稿「瓊林

發展史」一書。 

六、 課程中學員並向上課主講老師提問，進行意見交流，對於活動教材

內容有許多討論的機會。 

 

活動計畫目標與課程表： 

一、 瓊林為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重要的聚落之一。且已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十六條登錄為歷史聚落，聚落內以宗祠形塑強烈而完整的宗姓文

化氛圍，瓊林村內除了共同祭祀的「大宗宗祠」蔡氏家廟外，也有各房

祧小宗宗祠，故有「七座八祠」之稱。 

二、 宗祠建築空間，是舉行祭拜祖先的地方。瓊林祭祖，分為墓祭與祠

祭。瓊林宗祠祭祖，每年分春、秋二祭，即農曆二月初七（五世祖靜山

公忌辰），十月初六（五世祖靜山祖妣顏氏忌辰）。宗祠祭拜，行大三獻

禮，由各房祧推選五至七人擔任祭祀官，以長老輩份高者為主祭，分為

二程：第一程祭始祖考妣，第二程祭五世祖考妣。祭祖當日於祭祖儀節

程序完畢，頭家要邀族人「食頭」之宴，「食頭」之宴有定制之菜單，

為承祖訓簡約、質樸，即以「三牲」或「五牲」為食材，即所謂「三牲

開」，固定有麵線盤、白斬雞、蒸魚、蒜仔炒三層肉、蒸芋、叧以魚骨

燉菜湯等為五菜一湯，即俗稱「瓊林宴」。 

三、 為了將此無形文化遺產能夠傳承與推廣，金門縣文化局進行「金門

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並委由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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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理本計畫，其中辦理「瓊林祭祖傳承教育研習活動」，一方面讓瓊

林蔡氏子孫藉由宗親血緣的凝聚，形成極強烈的聚落內聚力，一方面讓

民眾對於單姓血緣聚落宗族的發展與綿衍有更深入的體驗與了解。 

活動製作紅布條及海報，並發佈新聞稿，廣邀對祭祖文化有興趣的民眾旁聽。  

四、委託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五、主辦單位：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 

六、協辦單位：瓊林社區發展協會 

七、研習活動對象：瓊林蔡氏裔孫 

八、研習活動時間：106年08月05、06日(星期六、日)上午8時至12時 

九、研習活動人數： 15人(開放旁聽) 

十、活動內容、行程： 

106年08月05、06日(星期六、日)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師(工作人員) 備考 

13：30-13：40 

08：00-08：10 

報到 本計畫志工 金湖鎮瓊林村

辦公所二樓 

13：40-14：30 

 

08：10-09：00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

傳承計畫--蔡氏家廟

祭祖 

陳炳容老師 

 

 

14：30-14：40 

09：00-09：10 

休息   

14：40-15：30 

09：10-10：00 

瓊林蔡氏發展史 蔡清其老師  

15：30-15：40 

10：00-10：10 

休息   

15：40-16：30 

10：10-11：00 

蔡氏祭祖預備與分配

工作 

蔡顯明老師 

蔡是民老師 

 

16：30-16：40 

11：00-11：10 

休息   

16：40-17：30 

11：10-12：00 

瓊林蔡氏祭祖儀節 

 

蔡顯明老師 

蔡福祿老師 

蔡顯思老師 

 

17：30- 

12：00- 

賦歸，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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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活動新聞稿：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傳承教育研習活動新聞稿 

【主題】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預訂於 106年 08月 05-06日

辦理「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傳承教育研習活動」-透過研習傳承

祭祖文化 並凝聚宗親的共識 讓社會大眾了解聚落的發展與繁衍。 

【活動內容】 

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受金門縣文化局委託辦理「金門縣

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瓊林位於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為重要的聚落之

一，且已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六條登錄為「歷史聚落」，聚落內以宗祠形

塑強烈而完整的宗姓文化氛圍，瓊林村內除了共同祭祀的「大宗宗祠」蔡氏

家廟外，也有各房祧小宗宗祠，故有「七座八祠」之稱。 

宗祠建築空間，是舉行祭拜祖先的地方。瓊林祭祖，分為墓祭與祠祭。

瓊林宗祠祭祖，每年分春、秋二祭，即農曆二月初七（五世祖靜山公忌辰），

十月初六（五世祖靜山祖妣顏氏忌辰）。宗祠祭拜，行大三獻禮，甴各房祧

推選五至七人擔任祭祀官，以長老輩份高者為主祭，分為二程：第一程祭始

祖考妣，第二程祭五世祖考妣。 

為期永續傳承祭祖無形文化遺產，特別規劃辦理「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

傳承計畫--傳承教育研習活動」，時間訂於 106年 08月 05日下午 1時 30

分及 08月 06日上午 8時至 12時辦理研習，地點在瓊林里公室二樓，對象

為瓊林蔡氏裔孫，邀請對祭祖文化深入鑽研的陳炳容老師及在地的蔡氏宗親

蔡清其、蔡顯明、蔡顯思、蔡福祿諸位老師擔任講師，課程內容包含： 

106年08月05、06日(星期六、日)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師(工作人員) 備    考 

13：30-13：40 

08：00-08：10 

報到 本計畫志工 金湖鎮瓊林 

村辦公所二樓 

13：40-14：30 

08：10-09：00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

畫--蔡氏家廟祭祖 

陳炳容老師 

 

 

14：30-14：40 

09：00-09：1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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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30 

09：10-10：00 

瓊林蔡氏發展史 蔡清其老師  

15：30-15：40 

10：00-10：10 

休息   

15：40-16：30 

10：10-11：00 

蔡氏祭祖預備與分配工作 蔡顯明老師 

蔡是民老師 

 

16：30-16：40 

11：00-11：10 

休息   

16：40-17：30 

11：10-12：00 

瓊林蔡氏祭祖儀節 

 

蔡顯明老師 

蔡福祿老師 

蔡顯思老師 

 

17：30- 

12：00- 

賦歸，珍重再見  

 

 

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董事長蔡是民表示，瓊林各宗祠

(家廟)，名列國家二級古蹟，且其中蔡氏家廟之祭祖儀典並列為無形文化遺

產，二者均為珍貴的文化資產，因此希望藉由傳承教育研習活動，可以代代

傳承祭祖文化。 

 

 

十二、活動後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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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瓊林祭祖傳承教育研習活動」（成人組）活動照片： 

 

   
活動海報 活動識別證 活動第一天簽到表 

   

金門縣文化局呂局長坤和

致詞 

陳炳容老師上課 蔡清其老師上課程 

   

蔡是民老師上課 蔡福祿老師上課 第二天學員簽到 

   

第二天學員簽到表 陳炳容老師上課(第二天) 學員交流 

 

  

學員交流 蔡顯思老師上課 學員交流 

 

  

學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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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傳習教育研習活動研習成效： 

（一） 官宦之家之祭禮，祭祖初為二世，後增加為四世。而瓊林蔡氏

之祭禮，係自始祖至二十四世，超過四世，並以祖德宗功為進主

之標準，應屬民間之祭禮。 

（二） 恢復啟龕儀式，根據朱子家禮出主祭祀應有告詞之儀節。 

（三） 恢復祭品有豬、羊之古禮。根據朱子家禮、祝文均有。 

（四） 祭祖場所之氣氛力求「恭敬、肅靜、潔淨」。以達「敬祖尊祖」

虔誠之心。 

（五） 祭祖祭拜時，包含「行動、方向、位置」、「祭祀時之手勢與跪

姿」、「酌酒時之次序」，均應遵循古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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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瓊林祭祖傳習教育研習活動辦理（學童組） 

一、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小小禮生傳承教育研習活動計畫書 

  計畫目標： 

瓊林為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重要的聚落之一。且已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十六條登錄為歷史聚落，聚落內以宗祠形塑強烈而完整的宗姓文

化氛圍，瓊林村內除了共同祭祀的「大宗宗祠」蔡氏家廟外，也有各房

祧小宗宗祠，故有「七座八祠」之稱。 

宗祠建築空間，是舉行祭拜祖先的地方。瓊林祭祖，分為墓祭與祠

祭。瓊林宗祠祭祖，每年分春、秋二祭，即農曆二月初七（五世祖靜山

公忌辰），十月初六（五世祖靜山祖妣顏氏忌辰）。宗祠祭拜，行大三獻

禮，由各房祧推選五至七人擔任祭祀官，以長老輩份高者為主祭，分為

二程：第一程祭始祖考妣，第二程祭五世祖考妣。祭祖當日於祭祖儀節

程序完畢，頭家要邀族人「食頭」之宴，「食頭」之宴有定制之菜單，

為承祖訓簡約、質樸，即以「三牲」或「五牲」為食材，即所謂「三牲

開」，固定有麵線盤、白斬雞、蒸魚、蒜仔炒三層肉、蒸芋、叧以魚骨

燉菜湯等為五菜一湯，即俗稱「瓊林宴」。 

為了將此無形文化遺產能夠傳承與推廣，金門縣文化局進行「金門

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並委由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

會辦理本計畫，其中辦理「瓊林祭祖傳承教育研習活動」，一方面讓瓊

林蔡氏子孫藉由宗親血緣的凝聚，形成極強烈的聚落內聚力，一方面讓

民眾對於單姓血緣聚落宗族的發展與綿衍有更深入的體驗與了解。同時

為了厚植傳統教育人才，向下扎根的教育是不二之門，因此特與開瑄國

小合作辦理學童的聚落祭祖傳承教育活動，以開瑄國小高年級學童為研

習之對象，除了一般祭祖活動儀典之認識外，也讓學童實際演練祭祖過

程中禮生之事務，包含贊、通、引等事務之實作演練。 

二、委託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三、主辦單位：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 

四、協辦單位：金門縣開瑄國小 

五、研習活動對象：開瑄國小五六年級學童自由報名參加 

六、研習活動時間：106年08月23日(星期三)上午8時至16時30分 

七、研習活動人數： 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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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內容、行程： 

106年08月23日(星期三)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師(工作人員) 備       考 

08：00-08：30 報到  瓊林蔡氏家廟 

08：30-10：00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

--蔡氏家廟祭祖 

陳炳容老師 

 

瓊林蔡氏家廟 

10：10-11：00 瓊林蔡氏發展史 蔡清其 開瑄國小圖書室 

11：00-11：50 蔡氏祭祖預備與分配工作 蔡顯明老師 

蔡是民老師 

開瑄國小圖書室 

13：30-16：30 

 

瓊林蔡氏祭祖儀節 

 

蔡顯明老師 

蔡福祿老師 

蔡顯思老師 

開瑄國小圖書室 

16：30- 

 

賦歸，珍重再見  

 

 

   

九、活動新聞稿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開瑄國小辦理小小禮生 

傳承教育研習活動新聞稿 

【主題】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與開瑄國小協同辦理聚落祭祖

傳承計畫，預訂於 106年 08月 23日辦理「小小禮生傳承教育研習活動」-

透過研習傳承祭祖文化 讓國小學童認識聚落祭祖之儀禮，從小紮根以延續

聚落傳統祭祖儀典並培養未來禮生人才。 

【活動內容】 

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受金門縣文化局委託辦理「金門縣

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繼 106年 8月 5-6 日辦理一般民眾之聚落祭祖傳

承教育研習活動後，又與開瑄國小合作辦理小小禮生的傳習教育，研習之對

象為開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凡是對聚落祭祖活動有興趣之學生皆可自由

報名參加。 

開瑄國小位於瓊林里，校內學生大都來自於瓊林里，而瓊林位於金門國

家公園範圍內，為重要的聚落之一，且已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六條登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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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聚落」，聚落內以宗祠形塑強烈而完整的宗姓文化氛圍，瓊林村內除

了共同祭祀的「大宗宗祠」蔡氏家廟外，也有各房祧小宗宗祠，故有「七座

八祠」之稱。宗祠建築空間，是舉行祭拜祖先的地方。瓊林祭祖，分為墓祭

與祠祭。瓊林宗祠祭祖，每年分春、秋二祭，即農曆二月初七（五世祖靜山

公忌辰），十月初六（五世祖靜山祖妣顏氏忌辰）。宗祠祭拜，行大三獻禮，

甴各房祧推選五至七人擔任祭祀官，以長老輩份高者為主祭，分為二程：第

一程祭始祖考妣，第二程祭五世祖考妣。 

為期永續傳承祭祖無形文化遺產，金門縣文化局與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

孫基金會特別規劃辦理了「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傳承教育研習活

動」，已於日前於瓊林里辦公室二樓辦理完畢，為讓整個傳習計畫向下紮根，

也為了培養未來人才，又與開瑄國小合作開辦「小小禮生傳承教育研習活動」

對象為開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邀請對祭祖文化深入鑽研的陳炳容老師及

在地的蔡氏宗親蔡清其、蔡顯明、蔡顯思、蔡福祿諸位老師擔任講師，課程

內容包含： 

106年08月23日(星期三)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師(工作人員) 備  考             

08：00-08：30 報到  瓊林蔡氏家廟 

08：30-10：00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

計畫--蔡氏家廟祭祖 

陳炳容老師 

 

 

10：10-11：00 瓊林蔡氏發展史 蔡清其 開瑄國小圖書室 

11：00-11：50 蔡氏祭祖預備與分配工作 蔡顯明老師 

蔡是民老師 

開瑄國小圖書室 

13：30-16：30 

 

瓊林蔡氏祭祖儀節 

 

蔡顯明老師 

蔡福祿老師 

蔡顯思老師 

開瑄國小圖書室 

16：30- 

 

賦歸，珍重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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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活動後新聞稿： 

 

瓊林小小禮生 傳承有人 

2017/08/28  

記者：陳麗妤/綜合報導。  

 金門縣文化局繼以一般民眾對象辦理「聚落祭祖傳承教育研習活動」後，日昨與開瑄

國小合作開辦「小小禮生傳承教育研習活動」，校長孫麗琪率高年級學生把教室移到瓊

林蔡氏家廟，由里長蔡顯明、蔡清其老師以及文史專家陳炳容帶領學子體認瓊林蔡氏祭

祖儀節，在了解之後未來能成為是項祭祖文化的新血，讓這項重要無形文化遺產能代代

相傳。 

金門縣文化局委託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辦理「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

計畫」，繼 8月 5、6日就完成一般民眾之聚落祭祖傳承教育研習活動後。為期永續傳

承祭祖無形文化遺產，日前與開瑄國小合作開辦「小小禮生傳承教育研習活動」，對象

為開瑄國小五、六年級學生。學子在校長孫麗琪帶領下，將上課的講堂移往瓊林蔡氏家

廟，學習瓊林祭祖文化儀典。 

活動第一單元為「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蔡氏家廟祭祖」，陳炳容老師告訴學

童，講堂選在蔡氏家廟，是要讓學童在多樣的環境中更能深刻感受祭祖的虔敬與莊嚴。

而陳炳容老師長期研究宗祠祭祖文化，他告訴學童祭祖的虔敬是第一要務，並一一為學

童解說家廟中的「文昌帝君」、「福德正神」及「進士」、「副魁」、「將軍」等匾額，

還有牆上的「忠、孝、廉、節」等，接著再引入祭祖文化，從體驗之中帶領學童一起學

習祭祖的「大三獻禮」，如何在「通、引、贊」的流程裡，了解祭祖文化的莊嚴肅穆。 

而在「瓊林發展史」課程中，則邀請退休教師蔡清其老師解說，帶領學童了解蔡氏祖先

如何從河南固始上蔡，遷徙至同安西市，再到金門許坑（今古崗）、瓊林等。開基祖十

七郎公繁衍至今約九百多年的歷史，學童們對自己的房祧感到興趣，課堂上頻頻提問，

同時也對大厝？大宅？樓仔下？還是坑墘？感到好奇。 

最後，由瓊林里里長伯蔡顯明主講「蔡氏祭祖預備與分配工作」、「瓊林蔡氏祭祖儀節」。

里長伯長期負責瓊林祭祖的實務工作，對於祭祖的準備及流程十分的熟稔，他為學童解

說介紹也語重心長的希望學童能夠成為未來祭祖文化的新血，讓這項重要的無形文化遺

產能代代相傳。  



16 
 

 

金門縣文化局日昨與開瑄國小合作開辦「小小禮生傳承教育研習活動」，盼藉研習為祭

祖文化培育新血，讓是項無形文化遺產代代相傳。（文化局提供） 

 

十一、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小小禮生傳承教育研習活動（學童組）

活動照片： 

   

蔡氏家廟學習祭祖文化 小小禮生認真學習祭祖文化 小小禮生認真學習祭祖文化 

   

小小禮生認真學習祭祖文化 小小禮生學習祭祖跪姿 開瑄國小學習瓊林發展史 

   

小小禮生學習瓊林祭祖儀節 小小禮生學習瓊林祭祖儀節 小小禮生祭祖儀節討論交流 

 

http://www.kmdn.gov.tw/media/141338/w_1060828b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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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小小禮生傳承教育研習活動」成 

   效： 

（一） 課程安排在瓊林蔡氏家廟進行，讓學童從認識自己的祖先開始，

並且了解祭祀空間的環境。 

（二） 互動教學，讓學童實際練習祭祖的拈香動作、跪姿及祭祖進行的

動線。 

（三） 該識瓊林的歷史，讓學童明白各房祧的繁衍。 

（四） 祭祖準備和儀節的項目，引導學童對於祭祖流程的了解，並激發

其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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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 

一 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第一次會議 

（一）時間：訂於 106年 11月 11日上午 9時 

（二）地點：瓊林里辦公室二樓召開。 

（三）出席人員：本案顧問、協同主持人、行政人員、攝錄人員（詳如 

后附會議紀錄） 

  （四）列席人員：金門縣文化局郭澤萍、梁靜怡小姐、英國人類學博士 

後研究邱筱喬博士 

  （五）討論題綱：   

第一次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討論題綱 

項次 主題 內容(議題說明) 請議決 備註 

壹、蔡氏家禮-祭祖儀節教材(成人版) 

一、祝文、祭文、告詞 

1、祝文 (1)頭程 

(2)二程 

  如附 

2.告詞 啟櫝告詞   如附 

二、祭祖程序 

1.啟櫝    如附 

2.大三獻禮    如附 

貳、瓊林蔡氏祭祖之對象 

一、確認先祖

之世系 

房祧之確認   如附 

二、確認先世

之名諱 

祖考、祖妣

之名諱 

   

參、設置祭祖活動區 

1.討論祭祖

管制範圍 

以大祖厝四

點金為管制

之範圍 

每季祭祖，祭祖現場

均因學者、研究生、

記者、參觀人員等穿

梭其間，對祭祖嚴肅

之問題，遭人質疑，

有必要加以管制，方

能符合「誠敬之原

則」。 

  

2.設管制人

員 

建議以四人為

主，並著背心

以資識別，以

女性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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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立誠敬、肅敬、潔淨之祭祖氛圍 

一、鼓吹 討論服裝儀

態 

1.服裝 

2.儀態 

每季祭祖家係家族大

事，來自大陸、台灣、

海外及在地之宗親均

會來參與神聖「祭祖

儀程」，為維護「嚴肅」

之場地，又兼顧宗親

及參觀人士目睹之需

要，爰建議進行本項

之討論，以凝聚共識。 

  

二、祭器 討論清潔事

宜 

1. 祭器檢查 

2. 祭器清潔 

  

三、設置觀禮

區 

觀禮區位置

討論 

1. 觀禮區之規範 

2. 設置協助導引 

  之人員 

  

四、禮生態度

規範 

禮生之規範 1. 儀態之要求 

2. 虔敬之心 

  

五、祭祖文化

資訊提供 

    

伍、祭祖儀節預習 

一、主祭、陪

祭長老預習 

提前一日 在大祖厝   

二、禮生預習 提前一日 在大祖厝   

三、工作人員 提前一日 在大祖厝   

四、新進之禮

生(通) 

提前十日 在大祖厝--由舊禮生

(通)指導 

  

五、新進之禮

生(讀祝文) 

提前十日 在大祖厝--由舊禮生

(讀祝文)指導 

  

陸、聘請本計畫攝錄影工作人員 

一、攝錄影工

作人員 

約四人 著工作人員背心以資

識別 

  

二、在祭祖管

制區進行攝

錄影工作 

管製區確認    

三、錄影之成

果 

提供金門縣文化

局完整之紀錄 

   

 

 

（六）討論內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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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討論題綱資料 

壹、蔡氏家禮-祭祖儀節教材-成人版 

一、祝文、告詞 

1.祝文(1)頭程— 

二月初七、十月初六，祭始祖祭文(頭程) 

 維 

中華民國○○年(花)(陽)月○○朔越月七(六)日○○當祭裔孫○○等 

  謹以牲醴、剛鬛(豬)、柔毛(羊)、庶饈果品、香楮(冥紙)之儀，敢昭告于 

始祖考十七郎蔡公暨 

始祖妣孺人陳氏 之前曰：追惟我  祖，植德于前，同安是 

  徙，古坑是遷，瓊林卜宅，地協瑞蓮，昌熾子姓，挺起名賢，水源木本，百

代永延，桃花正艷(陽春佳景)，寅賓豆籩，伏祈降格，鑒此情專，介以景福，

於斯萬年。 

   恭請 

二世祖考宣義公            妣趙氏 

三世祖考子春公            妣莊氏 

四世祖考國學上舍人東臬公  妣宋氏 

五世祖考靜山公            妣顏氏 

六世祖考竹溪公 

六世祖考樂圃公 

六世祖考藍田公 

十三世祖考歲進士廣東乳源縣訓導履素公 

十三世祖考歲進士莆田縣訓導榕溪公 

十四世祖考鄉進士廣西梧州府通判贈中憲大夫兼峯公 

十五世祖考鄉進士雲南臨安府知府海林公 

十五世祖考賜進士貴州提學浙江按察使司肖兼公 

十六世祖考賜進士雲南布政左布政使司發吾公 

十六世祖考賜進士光祿寺少卿浙江提學晉贈刑部侍郎虛臺公 

十六世祖考鄉進士山東蒙陰縣府教諭昭宇公 

十七世祖考賜進士禮部給事中賁服公 

十七世祖考歲進士豈夫公 

十七世祖考恩進士諍虎公 

十七世祖考副鄉進士雉胎公 

二十世祖考歲進士長樂縣訓導慎齋公 

二十世祖考歲進士光澤縣訓導達峯公 

二十世祖考誥授振威將軍福建水陸提督軍門江南江北狼山總鎮躍州公 

二十一世祖考副鄉進士披星公 

二十二世祖考鄉進士毅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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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世祖考鄉進士臥樗公 

二十二世祖考鄉進士建寧學正堂潤亭公 

二十二世祖考鄉進士嘉愛公 

二十二世祖考賜進士江西南昌府河防同知通判秋園公 

二十三世祖考恩進士樹德公 

二十四世祖考副鄉進士志仁公      仝祔席，尚 

饗 

 

(2)二程 

祭五世祖考二月初七祖妣十月初六忌辰祭文(二程) 

   維 

中華民國○○年歲次(花)(陽)月○○朔越月七(六)日○○當祭裔孫○○等 

  謹以牲醴、剛鬛(豬)、柔毛(羊)、庶饈菒品、香楮(冥紙)之儀，敢昭告于 

五世祖考靜山蔡公暨 

五世祖妣孺人顏氏之前曰：爰求厥卜，于茲卜宅，五世其昌，支分派衍，分支

布葉，孫謀長光，設主立廟，先祖是皇，朝濡春露(雪霜既降)，怵惕心傷(我

心悽愴)，茲值諱日，報本難忘，致愛致愨(誠也)，黍稷馨香，來格來享，

降(貽)我百祥，凡厥孫子，蔚起文章 

   恭請 

六世祖考竹溪公      六世祖考樂圃公 

六世祖考藍田公 

(餘照前式至尾位)     同祔席，尚 

饗 

 

 

2.告詞 

啟櫝告詞 

詞曰：歲序流易，時屆仲春，花月初七， 

            (時屆孟冬，陽月初六) 

  本族春祭復臨，裔孫撫景興思， 

   (秋祭) 

  祖澤延綿餘慶，不勝孺慕於心， 

  謹以牲醴粢盛，蘋藻時薦，翼求 

景福，敬請始祖考妣，爰及列祖 

登科數士，神主初就正位，恭伸 

奠獻，謹告。 

 

二、祭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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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啟櫝儀式 

一、祭典開始。 

二、主祭者就位、陪祭者就位。 

三、通：盥洗。 

    引：詣盥洗所。 

    贊：盥洗畢、復位(詣神龕前就位) 

    通：焚香、參神、上香、跪。 

四、主祭官宣讀告詞： 

詞曰：歲序流易，時屆仲春，花月初七， 

            (時屆孟冬，陽月初六) 

  本族春祭復臨，裔孫撫景興思， 

   (秋祭) 

  祖澤延綿餘慶，不勝孺慕於心， 

  謹以牲醴粢盛，蘋藻時薦，翼求 

景福，敬請始祖考妣，爰及列祖 

登科數士，神主初就正位，恭伸 

奠獻，謹告。 

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興。 

五、焚香、上香、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興。 

六、啟扉、奏大樂。 

七、奉主者就位、出主。 

八、正位(校對神主位置金花)、位正序立。 

九、出主畢、樂止。 

 

2.大三獻禮 

蔡氏家廟春、秋二祭祭典儀式 

 

通:祭禮開始，鳴鼓三通。(鼓初嚴、鼓再嚴、鼓三嚴) 

   奏大樂、鳴炮、奏細樂。 

通:祭祀開始 

通:引導官就位、贊禮官就位(遍燃香燭) 

   主祭長老就位 

通:盥洗 

引:詣盥洗所 

贊：盥洗畢 

通：省牲 

引：詣省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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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省牲畢 

通：視饌 

引：詣視饌所 

贊：視饌畢 

通：復位、樂止 

通：初獻禮開始、鼓初嚴、奏細樂 

    焚香、參神、上香 

    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興。  

跪，晉爵，酌酒、酹酒，再酌酒、再酹酒，三酌酒、 

三酹酒，四酌酒，獻爵。  

 俯伏、樂止、讀祝官就位、宣讀祝文 

讀畢樂升、平身 

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興 

晉鮮花、獻鮮花 

通：(頭程)詣  始祖十七郎公暨祖考妣 

                        神位前行初獻禮(拜神桌) 

    (二程)詣  五世祖靜山公暨祖考妣 

                        神位前行初獻禮(拜神桌) 

    跪、晉爵、酌酒、獻爵、叩首、再叩首、 

    三叩首、四叩首、興、復位(回香桌) 

    行獻、晉湯包(米粉湯) 

    焚香、參神、上香 

    晉毛血、獻毛血、晉牲儀、獻牲儀、晉饌、獻饌 

    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興 

    初獻禮畢、樂止。 

通：亞獻禮開始、鼓再嚴、奏細樂 

通：(頭程)詣  始祖十七郎公暨祖考妣 

                        神位前行亞獻禮(拜神桌) 

    (二程)詣  五世祖靜山公暨祖考妣 

                        神位前行亞獻禮(拜神桌) 

    跪、晉爵、酌酒、獻爵、叩首、再叩首、 

    三叩首、四叩首、興、復位(回香桌) 

 行獻、晉湯棗(米香湯) 

    焚香、參神、上香 

    晉菒品、獻菒品、晉香茗、獻香茗、晉角黍、獻角黍 

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興。 

亞獻禮畢、樂止。 

通：終獻禮開始、鼓三嚴、奏細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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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頭程)詣  始祖十七郎公暨祖考妣 

                        神位前行終獻禮(拜神桌) 

    (二程)詣  五世祖靜山公暨祖考妣 

                        神位前行終獻禮(拜神桌) 

    跪、晉爵、酌酒、獻爵、叩首、再叩首、 

    三叩首、四叩首、興、復位(回香桌) 

 行獻、轉碗、粢盛、晉羹飯(茶) 

    焚香、參神、上香 

    晉紅燈、獻紅燈、晉紅龜、獻紅龜 

    晉金帛、獻金帛、焚祝文、化金帛、望燎 

引：詣望燎所 

贊：望燎畢、復位 

通：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四叩首、興。 

    樂止、奏大樂、鳴炮、禮成 

    終獻禮畢 

    眾裔孫自行參拜 

通：奉主入龕、奏大樂 

引：進主、進主畢 

通：闔龕 

通：樂止 

祭禮告成、佑我子姓(撤饌) 
 

 

（七）金門縣瓊林蔡氏祭祖之對象 

金門縣瓊林蔡氏祭祖之對象 

世系 對象 房祧 功名 備註 

一 十七郎公    

二 宣義公    

三 子春公    

四 東皋公    

五 靜山公    

六 竹溪公    

六 樂圃公    

六 藍田公    

十三 履素公 大厝 正德十四年貢生 

廣東乳源縣訓導 

九品 

十三 榕溪公 大厝 隆慶五年貢生 

福建莆田縣訓導 

九品 

十四 兼峰公 新倉上二房 嘉靖十年舉人 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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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浙江梧州通判 

十五 海林公 新倉三房 嘉靖二十二年舉人 

雲南臨安府知府 

六品 

十五 肖兼公 新倉上二房 隆慶二年進士 

浙江按察使司 

三品 

十六 發吾公 新倉下二房 萬曆十四年進士 

雲南左布政使司 

二品 

十六 虛台公 新倉上二房 萬曆十七年進士 

光祿寺少卿 

三品 

十六 昭宇公 新倉三房 萬曆廿二年舉人 

山東蒙縣教諭 

九品 

十七 賁服公 大厝 崇禎七年進士 

禮部給事中 

六品 

十七 豈夫公 新倉上二房 天啟六年恩貢生 

監紀推官 

 

十七 諍虎公 新倉上二房 天啟恩貢生  

十七 雉胎公 新倉上二房 崇禎十五副榜  

廿 慎齋公 大厝 康熙五十二年貢生 

福建長樂縣訓導 

九品 

廿 達峰公 大厝 康熙五十八年貢生 

光澤訓導 

九品 

廿 躍洲公 上坑墘 福建水陸提督軍門 

江南全省提督 

從一品提

督 

廿一 披星公 大厝 乾隆三年副榜  

廿二 毅園公 新倉下二房 嘉慶十二年舉人  

廿二 臥樗公 大厝 嘉慶十二年舉人  

廿二 潤亭公 大厝 乾隆四十八年舉人 

福建建寧訓導 

 

廿二 嘉愛公 新倉上二房 嘉慶十二年舉人  

廿二 秋園公 新倉三房 道光廿四年進士 六品 

廿三 樹德公 安溪 嘉靖廿八年貢生平鄉

府教授 

九品 

廿四 志仁公 安溪 嘉靖廿六年貢生 

山東德州府訓導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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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瓊林蔡氏家禮與朱子家禮、家禮大成異同表 

 

瓊林蔡氏家禮與朱子家禮、家禮大成異同表 

項

次 

瓊林蔡氏家禮 朱子家禮 家禮大成 說明 

祭

禮

時

間 

一、 大宗農曆二月初七

靜山公忌日、農曆十月初

六靜山祖妣忌日舉行祭

祀。 

二、 小宗以各分祧祖之

忌日為祭祀日舉行祭祀。 

一、每年四季

仲月，冬至、

立春，秋季，

三月上旬及忌

日舉行祭祀。

二月時祭、三

月墓祭、五月

時祭、八月時

祭、九月禰

祭，冬至始祖

祭，十一月時

祭，其中春季

三次，夏季一

次，秋季二次。 

春秋二祭 瓊林蔡氏家禮

以五世祖靜山

祖考妣之忌日

為春秋二季。 

小宗以房祧祖

考妣忌日為祭

日。 

朱子家禮四時

均有祭祀。 

家禮大成僅春

秋二祭。 

祭

祀

對

象 

一、 以「祖德宗功」為準。 

二、 分二程 

(一) 頭程 

1. 始祖考妣。 

2. 二世宣義祖考

妣。 

3. 三世子春祖考

妣。 

4. 四世東皋祖考

妣。 

5. 五世靜山祖考

妣。 

6. 六世竹溪公、樂

圃公、藍田公。 

7. 十三世履素公、

榕溪公。 

8. 十四世兼峰公。 

9. 十五世海林公、

肖兼公。 

一、 始祖考

妣、先祖

考妣。 

二、 高曾祖

禰、四世

祖考妣。 

一、 始祖考

妣。 

二、 高曾祖考

妣。 

瓊林蔡氏家禮

以「祖德宗功」

為準。 

一、 祭始祖考

妣、二世至

五世祖考

妣、六世起

祖考。 

二、 七世起至

廿四世、以

宗功為準。 

朱子家禮、家禮

大成祭始祖考

妣、先祖考妣暨

高曾祖禰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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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十六世發吾公、

虛台公、昭宇公。 

11. 十七世賁服公、

豈夫公、諍虎

公、雉胎公。 

12. 廿世慎齋公、達

峰公、躍洲公。 

13. 廿一世披星公。 

14. 廿二世毅園公、

臥樗公、潤亭

公、嘉愛公、秋

園公。 

15. 廿三世樹德公。 

16. 廿四世志仁公。 

(二) 二程 

自五世祖靜山公祖考

妣起，餘與頭程同。 

祭

祀

者 

一、 由各房祧選派長老

七位擔任祭祀官。 

二、 由長房即竹溪房輩

份高年長者 為主祭。 

三、 其他族人於祭祀完

畢後，依序跪拜。 

一、 主人，即

嫡長子。 

二、 主婦，主

人之妻。 

三、 其他族人

按輩份高

低依序排

列與祭。 

一、 以男性行

祭祖，婦女不

與祭。 

二、 其他族人

依序排列與

祭。 

瓊林蔡氏家

禮、家禮大成

均以男生行祭

禮，朱子家禮

男女均可行祭

禮。 

祭

禮

之

準

備 

一、 建立做頭資料 

(一) 入族 

(二) 報新婚 

(三) 確認做頭人選—輪

值 

(四) 先新婚頭再中年頭

次老人頭，七十歲以

上免輪。 

二、 工作分配 

祭祖前十日集合當值

頭家二十人分配工

作。 

三、 前一日清晨各頭家

一、 前旬卜日 

二、 齋戒， 

不飲酒、不弔

喪、不聽樂，

凡污穢之事皆

不得預 

三、 前一日設

位陳器，前一

日主人率族人

準備香爐、香

案、祭器。主

婦率族人準果

品、蔬菜、魚

一、 期前三日

齋戒。 

二、 前期一

日，設位陳

器，省牲、具

饌、習儀。 

三、 黎明宗子

盛服入祠堂。 

一、瓊林蔡氏

家禮祭祀並無

要求齋戒，僅

當日著禮服。 

誠敬不夠。 

朱子家禮、家

禮大成均要求

齋戒，即「誠

敬之心」有。 

二、準備工

作，祭祀之祭

器、祭品均提

前準備，但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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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好香案、神案、祭

器，並清潔祠堂，當

日清晨排好祭品。 

四、 祭祀當日，九時禮

生、長老、各項工作

族人進入祠堂，著禮

服進入祭祀位置。 

肉等相應祭

品。 

四、 主人「省

牲」婦人「滌

器」。 

五、 當日清晨

再進行物品準

備。 

六、 主人、主

婦到祠堂請主

就位，焚香告

祖，將神主放

置兩階神桌

上。 

林蔡氏家禮平

素即立祭祖資

料，尤其輪值

做頭對象事先

確定，工作項

目爰得事先確

定，促使祭祖

儀式進行順

遂。 

祭

祖

儀

節 

一、 祭文昌帝君與福德

正神。 

二、 啟櫝。 

三、 祭祖開始--大三獻

禮。 

四、 食頭。 

一、 參神、降

神、進饌。 

二、 初獻、亞

獻、終獻。 

三、 侑食。 

四、 闔門、啟

門。 

五、 受胙。 

六、 降神、納

主、撤。 

七、 餕。 

一、 啟櫝。 

二、 請神主出

就正寢。 

三、 行初獻

禮，分別對始

祖考妣高、

曾、祖、禰行

禮，讀祝文。 

四、 行亞獻

禮、終獻禮。 

五、 闔門、啟

門。 

六、 受胙。 

七、 讀祝文 

八、 奉主入

龕。 

九、 撤饌。 

十、 餕。 

一、 瓊林蔡氏

家禮祭文昌帝

君、福德正神，

朱子家禮、家禮

大成則無。 

二、 朱子家禮

主婦可與祭，瓊

林蔡氏家禮、家

禮大成則無。 

三、 瓊林蔡氏

家禮祭始祖

考，朱子家禮、

家禮大成祭四

世。 

四、 均有出主

告詞、侑食，行

三獻禮，禮畢舉

行餕之禮。 

 

（九）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第一次會議紀錄 

      如后附 

二、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第二次會議 

（一）時間：訂於 106年 11月 11日上午 10時 30分 

（二）地點：瓊林里辦公室二樓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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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席人員：本案顧問、協同主持人、行政人員、攝錄人員（詳如 

后附會議紀錄） 

  （四）列席人員：金門縣文化局郭澤萍、梁靜怡小姐、英國人類學博士 

後研究邱筱喬博士 

  （五）討論題綱： 

第二次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討論題綱 

項次 主題 內容(議題

說明) 

請議決 備註 

蔡氏家禮-祭祖儀節教材(學童版) 

一、祭文 

祭文 (1)祭文昌帝君 

(2)祭福德正神 

  如附 

二、祭禮程序 

1.祭文昌帝君    如附 

2. 福德正神    如附 

三、瓊林蔡氏祭祖之對象 

一、確認先祖

之世系 

房祧之確認   如附 

二、確認先世

之名諱 

祖考、祖妣之名

諱 

   

 

（六）討論內容資料： 

第二次「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討論題綱資料 

蔡氏家禮-祭祖儀節教材(學童版) 

一、祭文 

1文昌帝君 

祭文昌帝君祝文 

      維 

中華民國一 O六年，歲次丁酉花(陽)月七(六)日，為本族大宗春(秋)祭大

典，主獻弟子，偕合族長老率諸裔孫等，謹以香楮牲醴果品之儀，昭薦於 

梓潼帝君之神而祝頌曰： 

真君司命，代天行道，萬民安吉，天瑞駢臻。 

權司文運，主宰功名，仰賴尊神，開鈍洞微。 

忠孝廉節，文治瓊魁，光宗耀祖，奕世昌隆。 

茲值仲(陽)春，春(秋)祭延祥，虔申微誠，肅薦馨香。 

神其來格，佑我無疆。 

伏冀 

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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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祭福德正神 

祭福德正神祝文 

 

               維 

中華民國一 O六年，歲次丁酉，陽月朔越六日，為本族大宗秋祭大典，主

獻弟子，偕合族長老率諸裔孫等，謹以牲醴果品之儀，昭薦於福德神君而

頌祝曰： 

仰惟尊神，正直通融，靈達上蒼，赫鎮廟堂。 

恆垂福祐，丁財並茂，文武世家，炳耀宗功。 

聲業孔彰，永綏福隆，茲值榖旦，祭祖延祥。 

虔申虔敬，肅薦馨香，明神在上，錫祉永煌。 

    伏冀 

尚饗 

 

二、祭禮程序 

1.祭文昌帝君 

2.祭福德正神 

敬文昌帝君與福德正神 

               祀典儀式 

               (一)獻禮開始。 

               (二)奏大樂、鳴炮。 

               (三)奏細樂。 

               (四)主獻官請就位，陪獻長老請就位。 

               (五)上香，再上香，三上香。 

               (六)跪。 

               (七)晉爵，酌酒、獻酒，再晉爵、再酌酒、再獻酒，三

晉爵、三酌酒、三獻酒。 

               (八)晉牲儀、獻牲儀。 

               (九)樂止，俯伏。 

               (十)讀祝官就位，宣讀祝文。 

               (十一)讀畢，樂升，平身。 

               (十二)行獻禮，拜，再拜，三拜，興。 

               (十三)晉金帛，獻金帛。 

               (十四)奏大樂，鳴炮，焚祝化帛。 

               (十五)禮成。 

 

 

 



31 
 

（七）金門縣瓊林蔡氏祭祖之對象 

金門縣瓊林蔡氏祭祖之對象 

世系 對象 房祧 功名 備註 

一 十七郎公    

二 宣義公    

三 子春公    

四 東皋公    

五 靜山公    

六 竹溪公    

六 樂圃公    

六 藍田公    

十三 履素公 大厝 正德十四年貢生 

廣東乳源縣訓導 

九品 

十三 榕溪公 大厝 隆慶五年貢生 

福建莆田縣訓導 

九品 

十四 兼峰公 新倉上二房 嘉靖十年舉人 

廣州浙江梧州通判 

六品 

十五 海林公 新倉三房 嘉靖二十二年舉人 

雲南臨安府知府 

六品 

十五 肖兼公 新倉上二房 隆慶二年進士 

浙江按察使司 

三品 

十六 發吾公 新倉下二房 萬曆十四年進士 

雲南左布政使司 

二品 

十六 虛台公 新倉上二房 萬曆十七年進士 

光祿寺少卿 

三品 

十六 昭宇公 新倉三房 萬曆廿二年舉人 

山東蒙縣教諭 

九品 

十七 賁服公 大厝 崇禎七年進士 

禮部給事中 

六品 

十七 豈夫公 新倉上二房 天啟六年恩貢生 

監紀推官 

 

十七 諍虎公 新倉上二房 天啟恩貢生  

十七 雉胎公 新倉上二房 崇禎十五副榜  

廿 慎齋公 大厝 康熙五十二年貢生 

福建長樂縣訓導 

九品 

廿 達峰公 大厝 康熙五十八年貢生 

光澤訓導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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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躍洲公 上坑墘 福建水陸提督軍門 

江南全省提督 

從一品提

督 

廿一 披星公 大厝 乾隆三年副榜  

廿二 毅園公 新倉下二房 嘉慶十二年舉人  

廿二 臥樗公 大厝 嘉慶十二年舉人  

廿二 潤亭公 大厝 乾隆四十八年舉人 

福建建寧訓導 

 

廿二 嘉愛公 新倉上二房 嘉慶十二年舉人  

廿二 秋園公 新倉三房 道光廿四年進士 六品 

廿三 樹德公 安溪 嘉靖廿八年貢生平鄉

府教授 

九品 

廿四 志仁公 安溪 嘉靖廿六年貢生 

山東德州府訓導 

九品 

 

 

（八）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第二次會議紀錄 

    如后附 

 

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  會場照片 

 
 

 
 

  
 

 

 

 

 

 

 

 



33 
 

伍、 傳習教育研擬祭祖典禮儀典研習營計畫 

一、計畫緣起： 

  祭祖是金門最重要且頗具特色的文化傳統，有家祭，也有族祭。「春、

秋二祭」係最主要的祭祖日，春祭在清明節，屬國定假日，秋祭在冬至，瓊

林各宗祠（家廟），名列國家二級古蹟，且其中蔡氏大宗家廟之祭祖儀典亦

列為本縣之無形文化資產，二者均為珍貴的文化資產。瓊林蔡氏家廟每年二

度的祭祖禮儀，傳承古禮，隆重盛大，祭典有條不紊，整個祭祖禮的特色值

得深入探討。 

瓊林蔡氏於明代中末葉，在科舉上的成就極為突出，中進士者五位，貢

生、舉人亦有多位，今家廟中的「祖孫父子兄弟叔侄登科」、「祖孫父子兄弟

伯侄登科」、「鄉賢名宦」、「御賜里名瓊林里」等等牌匾，就是蔡氏輝煌史的

見證。 

蔡宗道（十四世）在明嘉靖八年（一五二九年），所寫的〈蔡氏族譜引〉

中，有「擇日告廟」之句，可推知當時已建大宗宗祠，惟之後興廢不詳。今

之蔡氏家廟係建於清乾隆三十五年（一七七０年），可能在此同時，也確立

了「凡非本族血統及非仕宦或科第功名者不得進主至大宗家廟」的規制。 

瓊林蔡氏皆出自五世蔡靜山之後，五世祖實瓊林蔡氏繁衍壯大的關鍵人

物，《浯江瓊林蔡氏族譜》指出：「公能廓大基業，至今祀典不廢，蓋百世不

祧之祖也。」故蔡氏家廟一年春秋二祭，即以五世祖考的忌辰日二月初七（農

曆），和祖妣顏氏的忌辰日十月初六日（農曆）舉行。且為了表示對五世祖

考的感恩，一年二次祭祖皆舉行二回，稱為「頭程」、「貳程」。第一回以始

祖考與始祖妣居首位，餘三十三位祔享，第二回祭典以五世祖考和祖妣居首

位，餘祔享。 

100年瓊林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九條登錄「瓊林蔡氏家廟祭祖儀

典」為金門縣「民俗及有關文物類」之「無形文化資產」，瓊林，已經成為

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重要標的。 

 

二、計畫目標： 

瓊林為金門國家公園範圍內，重要的聚落之一。且已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六條登錄為歷史聚落，聚落內以宗祠形塑強烈而完整的宗姓文化氛圍，

瓊林村內除了共同祭祀的「大宗宗祠」蔡氏家廟外，也有各房祧小宗宗祠，

故有「七座八祠」之稱。 

宗祠建築空間，是舉行祭拜祖先的地方。瓊林祭祖，分為墓祭與祠祭。

瓊林宗祠祭祖，每年分春、秋二祭，即農曆二月初七（五世祖靜山公忌辰），

十月初六（五世祖靜山祖妣顏氏忌辰）。宗祠祭拜，行大三獻禮，甴各房祧

推選五至七人擔任祭祀官，以竹溪房長老輩份高者為主祭，分為二程：第一

程祭始祖考妣，第二程祭五世祖考妣。祭祖當日於祭祖儀節程序完畢，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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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邀族人「食頭」之宴，「食頭」之宴有定制之菜單，為承祖訓簡約、質樸，

即以「三牲」或「五牲」為食材，即所謂「三牲開」，固定有麵線盤、白斬

雞、蒸魚、蒜仔炒三層肉、蒸芋、叧以魚骨燉菜湯等為五菜一湯，即俗稱「瓊

林宴」。 

為了將此無形文化遺產能夠傳承與推廣，爰編定辦理「祭祖典禮儀典研

習營計畫」，期讓宗族子孫藉由宗親血緣的凝聚，形成強烈的聚落內聚力，

讓民眾對於單姓血緣聚落宗族的發展與綿衍有更深入的體驗與了解，並朝向

各姓氏一起推廣祭祖文化，以為永世傳承。 

    三、計畫項目及內容： 

       (一)．計畫項目： 

1. 藉由瓊林蔡氏家族的發展史，了解祭祖文化的傳承重要性。 

2. 瓊林蔡氏家廟的祭祖儀典。 

3. 了解瓊林祭祖儀節的準備工作。 

4. 祭祖儀節-大三獻禮的講解。 

5. 祭祖儀節-祝文、祭文、告詞的講解。 

      （二）．計畫內容： 

     委託單位：金門縣文化局 

     協辦單位： 

 承辦單位： 

 研習時間： 

     研習對象： 

     研習人數： 

     研習地點： 

      （三）．研習課程表、報名表： 

     課程表 

000年00月00、00日(星期六、日)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講師(工作人員) 備  考         

08：00-08：10 報到   

08：10-09：00 祭祖儀節-大三獻禮   

09：00-09：10 休息   

09：10-10：00 瓊林蔡氏發展史   

10：00-10：10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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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1：00 蔡氏祭祖預備與分配

工作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祭祖儀節-祝文、祭文

告詞 

 

  

12：00- 賦歸，珍重再見  

 

 

 

報名表 

祭祖典禮儀典研習營活動報名表 

項

次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份證字號 聯絡電話 備註 

1       

2       

3       

4       

5       

 

      （四）預期效益： 

1. 具社會教育之成效，祭祖文化，發揮教忠教孝之功能，使後人

認清慎終追遠之倫理價值。 

2. 團結族人，透過祭祖儀節，可使族人自內心了解血緣之關係，

促進團結之共識，追循先人之典範，激勵族人奮鬥之人生。 

3. 祭祖場所之氣氛力求「恭敬、肅靜、潔淨」。以達「敬祖尊祖」

虔誠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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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經費預估：新臺幣壹拾壹萬貳仟貳佰元整 

祭祖典禮儀典研習營活動經費預估表 

項次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  價 複    價 備          考 

01 師資鐘點費 式 1  19，200 講 師 費 1 人

*4h*1600元 

4人*2h*1600元 

02 教材編纂費 式 1 5,000 5,000  

03 教材文稿費 式 1 10,000 10,000  

04 教材印製費 本 80 300 24,000  

05 茶水、點心 式 1 5.600 5,600 學員*講師*工作

人員80人*70元 

06 海報 張 2 3.000 3,000  

07 紅布條 式 1 2,000 2,000  

08 場地費 式 1 6,000 6,000  

09 保險 式 1 6,000 6,000  

10 便當 個 80 80 6,400  

11 其他    5,000 文具、識別證印刷

等支出 

12 行政管理    10,000 臨時人員及行政

助理工作費等支

出 

13 雜支    5,000 紙、筆、資料袋等 

11  合計     112,200  

合計 新臺幣壹拾壹萬貳仟貳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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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編纂瓊林祭祖傳習教材（成人版、學童版） 

甲、 閱讀資料： 

（一） 閱讀有關祭祖相關文獻、研究論文。 

（二） 圖書館閱讀、查資料。 

（三） 台灣、廈門購買書籍。 

乙、 向相關學者、專家、文史工作者請益 

（一） 有關閩南語用詞向鄭藩派老師、林金榮老師、李榮團、蔡昭明、

蔡顯明、蔡顯思等老師請教。 

（二） 祭祖傳承向黃奕展校長、黃國龍老師請教。 

（三） 祭祖儀節、出主位置、祭器等向陳炳容、蔡昭明、蔡清木、蔡

水正等老師請教。 

（四） 祭器繪圖先找參考資料再設法自行繪製。 

丙、 資料朝向淺顯化、實務化、生活化撰寫 

（一） 先把資料消化吸收後，再落入文字，並以實務祭祖過程編入教

材。 

（二） 成人版及學童版有不同的編排方式，以利不同對象的閱讀與應

用。 

丁、 邀請學者、專家及蔡氏宗親協助教材內容審稿 

（一） 邀請陳炳容、蔡昭明、蔡顯明、蔡顯思、蔡元友等老師審稿。 

（二） 校稿由蔡是民、蔡元友、蔡羽博、蔡亦菱及陳秀竹等人及美編

設計人員負責。 

戊、 參加「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 本案執行人員及部分學員報名參加研討會，期可以多加吸收有關祭

祖文化之相關研究。 

（二） 利用活動前後時間及課問，多向與會學者專家請益。 

己、 本案執行人及顧問深入討論與現地會勘。 

（一） 祭祖文字撰寫，多次召開小型討論，溝通不同見解。 

（二） 與本案顧問經常進行諮詢與討論。 

（三） 至祭祖現場進行現地了解祭祖之流程與動線，並進行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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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編纂瓊林祭祖傳承摺頁 

參考各種摺頁，再研擬摺頁的尺寸和折數 

（一） 先以目前各種摺頁的尺寸大小為參考，再考量瓊林祭祖文化做

為推廣來設計，以達受到眾人的關注與青睞。 

（二） 摺頁如何以閱聽大眾的習慣來規劃其折數的設計。 

摺頁內容文稿及圖片的規劃 

（一） 文稿內容以瓊林祭祖文化為主，文字力求簡潔，容易閱讀。 

（二） 文字以淺顯為主，並能將祭祖文化務實融入生活中。 

（三） 圖片以瓊林蔡氏祭祖春、秋二祭儀典為主，同時對於瓊林聚落

的宗祠編入，以達其對祭祖文化全貌之推廣。 

（四） 完成初稿審核，呂局長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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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瓊林蔡氏秋祭祭祖傳習記錄 

106年瓊林秋祭祭祖傳習紀錄 

祭祖準備工作 

一、106年 11月 11日（農曆九月廿三） 

秋祭祭祖十天以前先行邀請各頭家抓鬮，分配各項祭祖事宜。 

早上 8時 30分 

由蔡顯明先生於瓊林村公所，廣播各當值頭家至村公所抓鬮，分配祭祖儀節 

各項工作。 

二、106年 11月 20日下午 2時 

開瑄國小「小小禮生」於 8月 23日辦理研習活動，活動後並利用課餘及假 

日，以蔡顯思老師錄製之祝文、蔡福祿老師錄製之通（司儀），進行個別練 

習。 

參與 106年瓊林秋祭祖活動，並參與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定於 

11月 20日下午 2時預習，並由蔡昭明、蔡顯思顧問現場協助指導。 

三、106年 11月 22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辦理祭祖預習（一） 

 所有參與祭祖人員，包含禮生（含通、引、贊、執事、讀祝官）、長老、工 

作人員、當值頭家等，於蔡氏家廟進行採排秋祭祭祖的祭祀流程。 

（一） 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 

備菒品、金帛 

祭儀 

讀祝文 

（二） 啟櫝 

備菒品、金帛 

祭儀 

告詞 

（三） 出主 

1． 裔孫以誠敬之態度，依「左昭右穆」一一將祖先神主牌請出龕。 

2． 祭祖之後，再依序請入龕。 

（四）行大三獻禮 

1． 頭程 

2． 二程 

3． 頭家須配合儀節，進行如侑食、轉碗、晉羮飯、晉香茗之動作，以示其

祭祀之虔誠、恭敬。 

 

 11月 22日準備工作及祭祖預習（二） 

 （一）上午各鬮頭家依序備相關祭祖用品及事宜 

         1．掃祖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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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排桌椅 

  3．備祭器 

        4．接待遠來祭祖宗親事宜 

 （二）下午祭祖預習 

  1．通、執事、讀祝官、長老及工作人員參加。 

  2．新訓練禮生參加預習。 

  3．頭家參加預習。         

 

106年 11月 23日（農曆十月初六）瓊林秋祭祭祖儀節 

 （一）報新婚、報新丁 

   1．位置設於蔡氏家廟右側廊翼 

   2．登錄於總牌之上。 

   3．海外可以由宗親代報。 

   4．繳交新丁費 1，000元。 

 （二）前一天掃祖厝、排桌椅 

   1．由抓鬮第三鬮負責。 

   2．含祭器清潔工作。 

（三）祭祖人員服儀 

   1．參與祭祖人員，著禮服與祭，包含通、執事、讀祝官、長老及頭家。 

   2．維持秩序及貴賓引導由著「瓊林祭祖」背心之志工協助。 

   3．鼓吹隊也服儀整齊以示尊重，儀典達到「虔敬、肅靜、潔淨」之儀典氛圍。 

   4．專業攝錄影人員著「瓊林祭祖」之背心。 

（四）備祭祖祭品 

1．當日上午八時開始準備，並送至家廟。 

2．祭品含祭祖牲禮（三牲、五牲）、菜碗、酒、菒品、香茗、頭家龜、過頭龜、 

新婚龜、啖盒、五秀、香燭、金帛、炮等。 

  3．每位頭家由一人擔任祭祖工作，男、女均可，著祭祀服裝參加。 

  4．今年恢復祭生豬、羊。 

（五）新購置鐘、鼓各一。 

（六）祭祖儀節 

  1．參與祭祖貴賓與鄉親-文化部部長鄭麗君蒞臨 

    （1）由宗親以歡迎紅布條引導，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施國隆局長、金門縣陳 

福海縣長、金門縣文化局呂坤和局長、金門縣議會陳滄江議員、財團 

法人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蔡是民董事長迎接，繞行瓊 

林聚落，受到宗親的熱烈夾道歡迎。 

    （2）首先金門縣開瑄國民小學大鼓隊表演，學童鼓聲齊鳴，活力展現，受 

到部長及與會貴賓的讚賞。 

    （3）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部分同仁遠從台灣蒞臨參加、福建省政府翁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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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金門縣政府吳成典副縣長、中國科技大學閰亞寧教授、金門大 

學戚常卉教授、林美吟教授、中國科技大學簡雪玲教授、英國人類學博 

士後研究邱筱喬博士、金門在地文史工作者陳炳容博士、李木隆博土等 

均熱烈參與觀禮祭祖活動。 

    （4）前台南副市長、考試委員蔡文斌亦專程組團回來祭祖。 

 （5）同安宗親並帶來「腰鼓隊表演」，為活動增色。 

 2．祭祖儀節 

      （1）新增學童擔任祭文昌帝君、福德正神之儀式、讀祝文官及執事 

      （2）啟櫝-告詞-儀節 

      （3）行大三獻禮--頭程、二程 

           二程由新訓練禮生擔任—通、讀祝官、執事 

   （4）裔孫參拜— 

台灣宗親—台南後營 

大陸宗親—埕邊．山仔尾、馬巷、同安、大嶝北門 

金門宗親---水頭、嚨口、下蘭、小徑、瓊林 

      （5）撤饌 

    3．當日中午設宴於「樂圃宗祠」（六世十世宗祠），款待貴賓及兩岸三地參 

加祭祖宗親。 

4．食頭--由作頭頭家親自登門，邀請食頭之各家宗親，依房祧分配各祖厝 

食頭，並利用下午時間先由頭家備好宴席桌椅。 

    5．過頭龜—置於竹溪宗祠（六世宗祠）-請下任作頭頭家分別領取，以為頭 

家「作頭」交接。 

    6．秋祭祭祖傳習紀錄照片 

  

 

長老、通、執事 香爐、五秀、啖盒 文化部長鄭麗君參加瓊

林祭祖 

   

祭福德正神 祭文昌帝君 祭文昌帝君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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盥洗 啟櫝 出主 

   

祭豬、羊 鼓 鐘 

  

 

酻酒 元酒  

 

 



43 
 

新聞稿 

瓊林明舉行祭祖儀典 開放觀禮 

2017/11/22  

記者：陳麗妤/金城報導。  

 瓊林祭祖儀典已正式列為「無形文化遺產」，將爭取列入「國家重要民俗活動」。文化局

表示，11月 23日農曆十月初六上午十時「瓊林秋祭祭祖儀典」，文化部長鄭麗君將到場觀

禮，這也是她上任以來首次抵金，活動開放民眾觀禮，但現場設觀禮區、管制區，敬請配合

工作人員引導，並遵守祭祀肅靜、虔敬之儀節。 

金門縣文化局委託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辦理「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

畫」。日前召開「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由計畫主持人蔡是民主持，金門縣文

化局文資科承辦人列席，協同主持人蔡顯明、金門大學戚常卉教授、人類學英國博士後研究

邱筱喬、蔡氏宗親擔任顧問蔡青木、蔡欽水、蔡清其、蔡昭明、蔡顯思、蔡乃靖等出席與會。 

文化局說明，在會中除就「瓊林祭祖儀節」傳習相關細節進行討論，並做成決議。包含恢復

以隆重儀式「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禮生及長老均著祭祀禮服、秋祭祭祖前一天（11

月 22 日上午九時）舉行預習、小小禮生於 11 月 20日下午 2時舉行「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

神」儀節等，並更新椅、要求頭家及鼓吹隊整潔儀容，以示對祭祖儀典的尊重。 

另外，鑑於過往祭祖典禮中相關拍攝紀錄者造成儀式進行干擾，為了對祭祖儀典過程的虔

敬，會中也討論決議，今年秋祭活動現場將設置管制區，以蔡氏家廟的六點金祭祀空間為管

制區，由著黑色背心（上繡有「瓊林祭祖」）之工作人員協助維持秩序，外場貴賓引導則由

「瓊林志工」著黃色背心負責，如有新聞媒體朋友或對祭祖儀節有興趣的朋友需要拍照，另

於現場設有專業人員負責攝錄影工作。 

金門縣文化局也表示，今年「瓊林秋祭祭祖儀典」，文化部部長鄭麗君屆時會出席。由於儀

典已列為「無形文化遺產」，為爭取列入「國家重要民俗活動」，歡迎關心祭祖文化社會大

眾參與 11月 23 日農曆十月初六上午十時「瓊林秋祭祭祖儀典」。敬請一同遵守祭祀肅靜、

虔敬之儀節，依觀禮區位置觀禮，共同為推動此一珍貴的無形文化遺產而努力。  

 

瓊林祭祖儀典將爭取列入「國家重要民俗活動」。 （文化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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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長訪視瓊林 讚閩南文化模範生 

2017/11/24  

記者：陳冠霖/金湖報導。   

 

被文化部列為「第 1順位」的「瓊林千年風華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將歷時 3 年、總經費 2

億 780萬；文化部長鄭麗君昨（23）日特別跨海來金門，在縣長陳福海等人的陪同下訪視瓊

林聚落，並觀禮瓊林蔡氏宗親祭祖大典。鄭麗君強調，瓊林聚落是「活的閩南文化」，將會

是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系列中的「模範生」，她也希望金門深厚底蘊的閩南文

化，可以成為台灣在國際上的「文化識別」。 

金門瓊林聚落被文化部列為「再造歷史現場專案計畫」首要目標，提出「金門縣瓊林蔡氏千

年聚落風華再現」計畫，對此，文化部長鄭麗君昨日特別跨海來到金門訪視瓊林聚落，適逢

瓊林蔡氏宗親舉行祭祖大典，鄭麗君受邀觀禮，並在縣長陳福海、副縣長吳成典、文化局長

呂坤和、縣議員陳滄江等人的陪同下，走訪瓊林聚落。 

「瓊林蔡氏家廟祭祖儀典」在民國 100年登錄為金門縣民俗祭典儀式，分春、秋兩祭。秋祭

祭祖儀典昨天在蔡氏家廟舉行，先進行敬文昌帝君和福德正神祀典，隨後是啟龕儀式，完全

依循古禮進行。鄭麗君在看完祭典儀式後，直說非常感動，認為這是「活的閩南文化」，看

到祭典儀禮經過世代傳承下來，祖訓文化的傳承和家族精神的凝聚，是非常難得的無形資產。 

縣長陳福海表示，自己對於瓊林有深厚的感情，對這個聚落有很多的想法，希望從文化、教

育、觀光、宗教等去著手，以「企業概念」來經營瓊林，打造瓊林的品牌，陳福海期勉文化

局同仁工作的努力，並指示應整合府內建設、觀光、地政、教育等局處資源，和金門國家公

園管理處充分合作，運用得來不易的補助，全方位的重現瓊林歷史風華，並將保存活化的經

驗和金門更多的傳統聚落分享。 

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這次是她第一次以文化部長的身分來金門，非常感謝受到蔡氏宗親的

邀請，觀禮祭祖大典，她看到祭典覺得十分感動，這樣的習俗世世代代傳承下來，保存這麼

好的文化，把祖訓的精神透過這個儀典傳承下來，凝聚整個宗親，認為這是一個很難得的無

形資產保存。 

鄭麗君表示，瓊林聚落是重要的文化資產，有 300 多處的歷史傳統建築，保存十分完整，堪

稱「活的閩南文化」，也是在生活中「持續發展」的文化資產，在台灣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中，

相當具有指標性。 

鄭麗君指出，文化部「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是希望從歷史文化價值出發，重建歷史文化的記

憶，透過再造，讓歷史記憶文化價值保存下來的同時，也能持續在生活中不斷發展。鄭麗君

表示，瓊林聚落是再造歷史現場當中「示範性」的計畫，能夠成為再造歷史現場的「模範生」。 

鄭麗君也說，希望金門推動再造歷史現場的成果，能夠讓文化部帶到台灣去和各縣市交流，

未來文化部會全力支持金門縣在文化資產的治理和文化發展，也希望金門保留這麼深厚底蘊

的閩南文化，可以成為台灣在國際上的「文化識別」。她也相信，目前在金門所進行的工作，

會是國際級的文化資產保存和維護行動，希望未來在國際上的文化資產保存和治理，可以把

金門的經驗貢獻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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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君也提到，未來希望發展台灣的「文化路徑」，希望透過文資保存、在地文化發揚、結

合觀光、文化體驗教育，讓下一代透過文化路徑，了解豐富的文化價值，讓觀光能夠提升文

化內涵。 

文化部表示，瓊林聚落是金門第一個依法登錄的「聚落建築群」文化資產，其文化價值高，

歷史縱深長，有形與無形文化面向豐富，保存 400 餘處的閩南式燕尾、馬背的傳統建築，擁

有蔡氏宗祠「七座八祠」、怡穀堂、風獅爺等 8 棟國定古蹟、1處縣定古蹟以及 3 處歷史建築，

具有高度歷史文化價值。而蔡氏宗族文化的宗法倫常，是金門典型的單性宗族聚落及傳統宗

族價值的代表，每年春秋兩祭的「瓊林蔡氏宗廟祭祖儀典」在民國 100 年登錄為金門縣民俗

祭典儀式，保存團體為財團法人金門縣瓊林蔡氏十七郎公裔孫基金會，是金門縣規模最大之

家廟祭祖儀典，且為瓊林重要民俗活動。 

「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列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城鄉建設－文化生活圈計畫項下，目前已核

定 15 案計畫，105年 7 月公開徵求全國提案。金門縣基於既往多年的準備與累積成果，提出

的計畫順利通過初審、現勘等程序，在第 1階段全國 11 個計畫中，名列第 1順位，獲得文化

部的補助與支持。 

「瓊林千年風華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共分 3 年，總經費達 2億 780萬，分別以有形文化資產

保存計畫、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計畫、社群參與創新活化計畫及歷史再現科技導覽計畫等 4個

子計畫，將瓊林聚落的歷史風華作完整的保存與呈現。重點內容包括國定古蹟、瓊義路街屋、

民防坑道的保存再利用、重要民俗與傳統活動的傳承保存、民眾經營與行銷的組織培力、更

包括重要的數位化內容建置等工作。其中瓊林祭祖傳承、社區教育結合、傳統產業再現以及

多元數位體驗等，都是計畫執行過程的重點。 

該計畫希望透過社區系統整合公私協力共同推動，重現「瓊林蔡氏千年歷史；活的閩南文化」

重要歷史現場；以聚落活化為背景，呈現瓊林 8座國定古蹟和瓊林祭祖亮點。計畫相關工作

和瓊林聚落保存再發展計畫相互配合，可以達到資源有效整合以及經驗分享的效果；同時可

作為我國推動世界遺產潛力點的重要示範。  

 

縣長陳福海等人陪同文化部長鄭麗君走訪瓊林聚落。（陳冠霖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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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結論 

瓊林蔡氏祭祖，自獻臣祖引進已在金門島上傳了幾百年，即是明末到現在，

代代相傳，其中略有增損，但尚能原封相傳，與「朱子家禮」對照，尚能保存原

樣，但就每年擔任祭祖工作人員而言，以長老與禮生兩項人員，加以統計，四十

歲以下一人，五十歲以下一人，七十歲以下四人，八十歲以下十二人。就年齡分

布實為偏高，不無有斷承之虞，與前水頭黃氏家族已挑選一批中青族人傳習祭祖

之工作，並接棒執行，長老僅居幕后指導。讓瓊林蔡氏家族長老有相當的危機感，

往後如何登錄為非物質文化之世界遺產？ 

祭祖工作必須由蔡氏家族族人來擔任，工作非常繁雜，必須有宗族觀念與責

任感，且有耐性與毅力，有時間與協調能力的族人，才能勝任祭祖工作。 

為什麼第一要有宗族觀念與責任感的人？因為有了強烈宗族與責任感的

人，比較不會計較功利的事，會忍受族人的批評與指責，他曉得宗親工作是一件 

團結族人的工作，是凝聚族人情感與共識的工作，創造族人的感情與共識，是家

族「最偉大工程」，促使他心中熱火一直燃燒著。 

再來，祭祖工作中，會遇著許多難題，如祭品之準備，因氣候問題造成材料

短缺；祭器缺少如何如何盡快補充，準備工作是否落實？長老是否按時出席？身

體狀況如何？等等均需要有耐性與毅力的堅持，否則祭祖工作必然不順暢。 

主事者最好有時間全職，或是從準備工作至祭祖當天，甚至食頭均能掌控，

或分工合作，不漏掉任何環節，在推動祭祖工作中遇到困難，可以透過溝通協調

解決，這種能力是通過訓練與學習的過程，才有的經驗。 

祭祖工作的推動者，除了上述的能力外，尚能不居功、低調。自己感覺祭祖

的工作是一份「慎終追遠」的事， 是為祖宗做事，祖宗一定保佑族人，讓蔡氏

家族人丁興旺、子孫賢孝、族人和樂、奮鬥進取，「祖德千年不朽、孫謀百世長

光」，以弘揚「文武世家」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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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附錄 

審查委員意見回應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案-公開評選會議 

委員回覆意見修正表 

公開評選會議：106年 5月 8日(星期二) 

審查意見 修正回覆 

一、工作小組意見 

1. 建議聘專案助理人員一名負責

所有行政工作整合窗口。 

本計畫另設兼職人員窗口，以利本案聯

絡。 

 

2、人員組成中顧問為 8 位，但經

費中編列 5位*8，是否做修改？ 

修改為 8位顧問每位 10,000元，計 80，

000元。 

 

3. 業務費中各別傳習分成人學童

的明細中鐘點費 1600*2*20，是

否代表 2 位 20 小時的鐘點費？

請說明。 

依本案項目，己調整經費編列。 

 

4. 未有各工作會議及研習的宣

傳、招生方式、課程時數及預計

招生人數計畫。 

工作會議及研習之計畫，推行中另訂。 

 

5. 建議能在傳習經費中將所需的

禮服與獻祭用具一併做採購。 

依工作小組意見，調整經費訂製禮服及

獻祭用具。 

 

6. 請具體說明本案有關組織培力

工作會議、教育研習及儀典研習

營的執行方式及辦理方式，辦理

時間預定於 8、9 月，是否應配

合暑假於 7、8 月學童與大學生

放假，提高參與人數，並於期中

審查前能完成其中一場。 

1.培力會議在審定教材、研習，要配合

傳習者之時間，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2.預定於 8月辦理一場傳習營，並透過

新聞媒體報導宣傳。 

 

7. 有關招標規範中本計畫工作項

目包括：次階段祭祖儀典傳承教

育規劃，：包含研擬祭祖典禮祭

利用培力研習營會議討論『祭祖儀典傳

承教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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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儀典研習營計畫(學童組、大

專組「開放台灣本島大專青年參

加」)未於服務建議書中規劃，

請說明。 

8. 請說明負責攝錄影人員胡淨妮

小姐是否為攝影專業? 

胡淨妮小姐為新唐人記者，且曾受託

製作金門傳統聚落解說導覽 DVD，具

攝錄影專業，且器材配備均齊全。 

 

9. 建議摺頁的設計部份能找到美

編專業的人員擔任。 

9. 同意，美編將委由專業人員設計，並

於經費中編列美編及圖片使用費。 

二、委員一 

1、服務建築書,內容相當充實,若

能完全活用該資料,必能做出

很好的教材。 

謝謝委員。 

2、在期中報告時,有關紙本的教材

及摺頁的內容,能把其內容先提

出來。 

同意委員意見。 

3、經費編列總經費沒有問題,但細

項有些差異,請再調整。(第 5頁

第業務費第第 1,2,3項)。 

同意調整。 

4、瓊林祭祖,金門已向文化部登錄

為無形資產,藉由本計畫可把棈

神完整呈現,對於本計畫個人充

滿了希望。 

謝謝委員，一定努力完美。 

5、同意通過,並把部份內容修正。 謝謝委員，並依意見修正其內容。 

三、委員二 

1、本計畫中於祭祖所用之器皿、

祭品之由來與意義，未加以描述

應加以說明。 

同意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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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計畫之預算編列未列入各項

器皿、祭品等，準備過程中工本

及成本費用應明列預算書內。 

同意委員意見。 

 

3、古禮與現代儀式是否有所不同

應加以說明。 

祭祖儀禮變化很小，若有不同，另加說

明 

 

四、委員三 

1、培訓對象盡量找大學生、蔡家

子孫就讀大學者。 

同意以大學生為主，其他人員為輔。 

 

2、長老禮服除藍色可否考慮暖色

系。 

與長老商議再行調整。 

3、工作人員的服飾也可設計一套

工作禮服。 

與長老商議再行調整。 

4、道具像祭祖儀器包括酒器香案

器皿桌椅等採購除仿古材質要

列加入考慮。 

注意儀器等之品質。 

5、生豬、羊祭祖要恢復此一特色。 與長老討論後恢復。 

五、委員四 

1、每種祭品的前期製做(過程)要

詳加紀錄以免日久生變。 

同意委員意見。 

 

2、每種祭品之名稱含意要細。 同意委員意見。 

3、最好不要加入太多現代新東西。 同意委員意見。 

4、祭祖現場人物器皿等等要有定

位的說明。 

同意委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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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簡報審查委員意見回應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案-期中簡報會議 

委員回覆意見修正表 

期中簡報會議：106年 8月 28日(星期一) 

審查意見 修正回覆 

一、審查委員意見 

(一)、葉鈞培委員 

1、P10：倒數第 9行，官宦之祭

禮和民間祭禮,有何區別？最後

1行，請問遵循那一朝代的古

禮? 

1.按祭祖之禮制，至南北朝時已開始，依

據官職、高低確定祭祀禮儀，至宋代「朱

子家禮」開始推行平民式、世俗式「家

禮」以滿足庶氏家族祭祖的需求，尤有

進者官宦之家至清代仍祭四世或二世之

制，而瓊林從始祖至廿世，已超過四世，

故屬庶民家祭。 

2.周對宋而言，周是古禮，宋「朱子家禮」

對現代而言是古禮，所謂「古禮」係指

「朱子家禮」而言。 

2、P11：倒數第 10行，七位皆在

同一排,看不出主祭及陪祭的

不同?又為何要用七位呢?有沒

有特別的涵義,七位主陪祭和

一般宗祠祭祖不同?。 

瓊林蔡家祭祖，依房祧派七位長老擔任祭

祀官，輩份高為主祭官站中間位置，其

餘陪祭官按輩份左昭右穆站兩旁，七的

數字代表無限大，代表派下子孫祭拜，

其他姓氏祭祖，主祭站前陪祭在后，瓊

林蔡家祭祖就習慣站一排。 

3、P39.40：停的用字有點怪,是

否考慮有其他字可替代,請參

卓。 

瓊林蔡氏祭祖分二「停」，文化局以往研究

報告均用「停」，是否為閩南語之借字，不

得而知，經與研究閩南語老師討論，建議

用「程」序之「 程」，將改為「程」。 

4、P41：倒數第 2行，奏細樂…

請問「十音」用在那一行式的祭

拜? 

謝謝委員指教，將再請教專家。 

 

5、P42：神案供品擺設圖：這圖

的祭拜方向是向內拜,而是屬神

案,是否應向外拜呢?一般大三獻

禮都有面東祭酒,而 P.44的大三

瓊林蔡氏祭祖，不論香桌或神桌，均向內

祭拜，與一般祭祖禮儀略有不同，舉行大

三獻禮，歷代都是這程序，程序是由通生

帶領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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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禮程序並沒有這一程序,是否

可提出原因為何? 

6、本計畫於很短的時間,在舊有

的資料中,整理出一套可行方案,

可見本計畫團隊有很強的執行能

力。 

感謝委員的鼓勵，當再力求精進，以期為

祭祖文化傳承與保存盡一份心力。 

7、增加祭祖器物應以符合古禮所

需而設,才不致浪費。 

謝謝委員，將以此為方向，撙節應用經費。 

 

8、 本案計畫出瓊林家廟祭祖過

程的教材,期中沒有看到,希望在

期末報告能看到完整的教材,含

一般版及推廣版(兒童版)教材。 

教材已著手研擬中，將於期末報告前完

成。(含成人版及學童版) 

 

(二)、李有忠委員 

1、祭祖傳承計畫，能否多加強其

他宗姓，比較各宗姓的儀式差異。 

謝謝委員，將在本案執行能力及經費中盡

量進行。 

2、儀式錄影詳實記錄，是否可剪

輯成合適長短，做為宣導使用〈建

議 20分鐘左右〉。 

將依委員意見參酌進行。 

3、祭祖及祭典儀式之前中後之準

備及儀式進行中可否用一表格示

意詳細的內容 

例如:祭拜時拈香的手法在上香

之後記述拈香方式，跪拜時左腳

先跪右腳隨後等。 

 

將依委員意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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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關摺頁部份可否也讓委員參

考。 

 

摺頁目前請專業美編人員設計中，將請委

員指導。 

5、古禮祭典中與朱熹古禮參酌，

若有異動或參考應特別註明。 

謝謝委員，並依意見加以註明。 

(三)、莊尚為委員 

1、有關與〝朱子家禮〞間之關係，

應以蔡氏家禮為主，其間之不同

請說明。 

謝謝委員指教，應以蔡氏家禮為主。 

2、傳承計劃為歷史現場風華再現

之一環，應注意其傳承之過程及

方式，應於期末報告中說明。 

將於期末報告內加入傳承之過程與方式。 

 

(四)、薛德成委員 

1、香『楮』讀音應再確認。 
再與蔡氏宗親討論後確認。 

2、傳承計畫古今應列表對照。 
謝謝委員意見，將增加對照表。 

(五)、張德永委員 

1、 傳承計畫所依據之瓊林蔡氏

文史資料尚稱豐富，相關課程

老師亦具多元之專案背景。 

 

謝謝委員的鼓勵。 

 

2、民俗禮儀資料之彙整，組織、

數位存檔，以及影像錄製等之系

統性、邏輯性，仍待在計畫中有

系統的處理編排。 

 

將於期末報告依委員意見，於本 

計畫作有系統的處理及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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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傳承教育之研習教材之編寫，

以及講義之編輯等，尚須依成人

終身教育之原理，注意祭祖教材

之生活化、實用性，並與生命經

驗、家族歷史產生更具意義之連

結。 

謝謝委員意見，將納入研習教材編寫之方

向。 

4、如何招募學員，激起年輕族群

之學習動機，可在傳承計畫中加

以規劃，另，學習成效之評估亦

須一併考量。 

謝謝委員，有關學習成效之評估將一併考

量。 

 

(六)、許維民委員 

1、請重整報告書的文章脈絡因為

已進入「期中」，完整雛形必須出

來。 

謝謝委員意見，期中報告將再重 

新整理。 

 

2、現有資料還算充足宜加以組織

並羅列照片圖表就可。 

同意委員意見，將再補充相關 

照片及圖表。 

二、承辦單位意見 

1、瓊林祭祖乃金門甚乃通國最重

要民俗之一，刻已指定為本縣〝民

俗〞。本案雖是歷史長域再現之子

項，然於執行中亦宜深化延展其

重要性、稀少性及原創性.....

等特色，俾利未來登錄國家民俗

之張本。 

謝謝承辦單位意見，將再重新整理期中報

告相關內容，未來各項進度將朝祭祖文化

傳承的重要性、稀少性及原創憐等特色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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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十七郎公基金會為瓊林聚落至

為重要之宗誼組織，歷年效力聚

落有形、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貢

獻斐然，應予殊獎。期於本案之

執行時須注意期程，以如質如期

完成順利結案。 

本執行團隊將繼續努力進行本案的各項工

作，期如質如期完成。 

 

3、瓊林祭祖儀軌兼諸朝野，其立

朝儀因世宦門第，在鄉野則立根

閭里，其間引朝儀者何?依閭里者

又何?似宜闡明，以彰晰瓊林祭祖

乃呈浯洲禮習之核心精義。 

感謝承辦單位意見，將於期末報告內容呈

現官宦與民間祭祖儀節的同異及其千年傳

承之珍貴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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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案-期末簡報會議 

委員回覆意見修正表 

期末簡報會議：106年 12月 06日(星期三) 

審查意見 修正回覆 

一、審查委員意見 

(一)呂委員坤和 

1、封面照片請調整。 
同意調整。 

 

2、3、4 

祭祖歷史源流上溯春秋戰國甚

至更早，為儒家思想集大成。 

瓊林祭祖精采可觀，海峽兩岸唯

一完整，甚至有皇家貴族的風

範，值得發揚光大，希望精益求

精，成為國際華人祭祖典範。 

教育傳承不是只有小朋友版、成

人版，更是宣傳推廣，甚至觀光

的行程亮點。 

謝謝委員指導。 

5、學習手冊，配圖增加”御賜

里名”、”匾”、”蔡氏燈”？ 

同意調整。 

6、手冊照片可刪部分，增加六

進士、一提督簡單介紹，或刪”

後記”一欄。 

先前出版「瓊林發展史」已有介紹，若教材印

製來得及，同意加入，但后記保留。 

7、版權頁送文化局審查後再印。 
同意。 

(二)林委員昆範 

1、本案涵蓋：(1)文化源頭、
按本案契約僅前三項，后三項文化局另案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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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傳承、(3)文化內涵、(4)

文化形式、(5)文化演譯、(6)文

化傳播，期末報告著重前三項，

但後三項更為重要，宜調整改

善。 

(三)莊委員尚為 

1、“祭祖儀典”傳承教育規

範，攸關本計畫之延續性，請再

補正。 

同意修正。 

2、有關相關出版品”成人

版””兒童版”須做分別設

計，摺頁部分內容排版需重新編

排、設計。 

同意調修。 

3、祭祖儀式之影像紀錄，可重

新敘事成為一精采之紀錄片。 

紀錄調修。 

 

(四)、葉委員鈞培 

1、2、3、4、5、6項 
謝謝委員認真審稿，同意修改。 

 

7、啟櫝的目的是出主,只用啟櫝

儀式,而沒有把其最重要的出

主儀式凸顯出來,是否妥當。,

另致櫝告詞之……登科數士.

神主初就正位….其所要表示

也是出主的動作,所以建議對

出主儀式要重視。 

經與蔡氏長老討論，仍照舊。 

8、…需要「=力 爰」建議,,,是

否打錯,請卓參 

謝謝委員，同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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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遍燃香燭)的動作應是在

引導官及贊禮官就位前就要作

好的動作,請卓參。 

經與蔡氏長老討論，仍照舊。 

 

10、通:初獻禮開始……獻鮮花-

請問這段是祭什麼,?祝文內容

為何? 

祭蔡氏祖先，祝文為百年來制式祝文。 

11、、…四酌酒、四酹酒…是四

酹酒.還是直接獻爵? 

四酹酒之字修正。 

12、..(拜神桌).是拜神,還是拜

祖?,請卓參 

神桌(案)或筵桌，拜祖先，香桌(案)拜五穀神。 

13、..「焚香、參神、上香…」,

該動作是否要往上調,上香為祭

拜的首要動作,請卓參。 

經與蔡氏長老討論，維持原來儀節。 

14、P24-28段落排版要調整。 
同意調整。 

15、16、17-…梁靜「怡」小姐……

香榰,,,, 春(秋)祭延群,…. 

同意修正。 

18、請問是否眾長老及裔孫皆有

參與祭拜? 

因場地小調整祭拜人數。 

19、…偕合族「長老」率裔孫

等…,漏字請增字。 

同意調整。 

20、…錫祉「文煌」….文煌是

否為文昌的用字,放在福德正神

的祝文上是否妥當。 

「文煌」修正為「永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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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沒有到完整的摺頁,請補完

整摺頁。 

摺頁己編排，初稿經局長審稿，目前美編再進

行修正。 

22、P39段落排版要調整。 
同意調整。 

23、…各鬮的任務為何應列出,

請卓參。 

已列入在祭祖準備工作項內。 

24、P39用「掃」祖厝的掃似乎

不妥,是否改用別的文字表達清

理整潔祖厝的意思。 

朱子治家格言：「清晨即起，灑掃庭除」。 

祭祖前，祖庴必須進行清潔工作，「掃祖厝」

乃分配工作之項目，與長老討論，並無不妥。 

25、…(一)報新婚、報新丁…,

是否把其報新婚及報新丁辦法

列出。 

與蔡氏長老討論，本族行之有年，在準備工作

內均有說明，不另訂辦法。 

26、請問主祭者如何產生?又主

祭者、長老、禮生(含通、引、

讚等)及頭家的服儀如何規定, 

長老係竹溪房輩份最高為主祭，長老、禮生、

頭家各著禮服，無規定。 

27、請問每年頭家有多少人,40

頁倒 12行,每一頭家由一人擔任

祭祖工作,頭家是以人為單位,

還是以何標準為單位? 

頭家分配以人為單位，其祭拜工作可以家族協

助。 

28、有鐘及鼓,但祭祖儀式中未

有鳴鐘之儀項? 

鐘、鼓儀式在初獻禮進行。 

29、酹酒的意思為何? 
將酒灑在金帛上。 

30、元酒的意思為何? 
圓滿完成祭祖儀式，祈求子孫平安。 

31、32--…梁靜「怡」… 
同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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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栢」崖祖厝,,, 
同意調整。 

35、…瓊林子「否」生….否是

的意思為何, 

「否」字為閩南語古音，其意義為「不好」。 

36、啟櫝的本意是打開櫃子。 
同意委員看法。 

37、是啟櫝還是啟龕? 
啟櫝和啟龕意思相同。 

38-39-是四酹酒.還是直接獻

爵?- ...頭「程」…二「程」…. 

同意修改。 

40、省牲…是否健康…??? 
省牲的目的，檢視供品是否健康、新鮮。 

41、…香「楮」,,,, 
同意修正。 

42、用皇帝祭,是僭越禮制,非詩

書世家之所宜,請卓參。 

是形容祭祖之氛圍，主要是指食物要儉樸。 

43、…罣是意思是如何?有沒有

別的字來替代。 

「罣」是閩南語古字，即「掛」之意。 

44、P75-7段落排版要調整。 
同意調整。 

45、把照片後的編號刪除,請卓

參。 

同意，編號是美編用，會刪除。 

(五)許委員維民 

1、依契約已經作到了祭祀組織

的培訓研習傳承了目前這本期

末報告書可以結案了。 

謝謝委員指導。 

2、編書摺頁部份視經費操作，

如果可圖照版漫畫版變成大小

本的「蔡氏家禮」集成。 

漫畫版限於時間及經費之考量，未來有機會另

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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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瓊林宴發揚光大賦予文化

生命的品牌。 

祭祀禮儀已有完整紀錄﹝精神

上﹞另外冠冕供品禮器要求美

感多採木材質料避免粗俗化的

塑膠器皿等以顯質樸之風。 

瓊林宴文化局已另案委託，祭器今年文化局補

助經費改善。 

(六)、李有忠委員(書審) 

1、版面編排 P.33~36，表格中的

表格，內容超出範圍，不美觀。 

謝謝委員，同意調整。 

2、P.42新聞稿部分，文字是否

統一採用楷體，行距也應統一

(原稿文字，看似由金門日報網

頁直接複製貼上)。 

同意修正。 

3、4、5、6項 

1. P.50~56表格編排絮亂。 

2. P.62，字行的編排應連續，

字行的距離要一致。 

3. P.59~68行據要統一，忽大

忽小。 

4. 教材，祭祖禮節(若是附件，

是否應註明) 

頁次編碼，是否與前面連

續？應特別標記。 

P.38祭禮動線如圖繪下面之

文字 

同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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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牲，查看……」本段文字敘

述，是否尚有遺漏，或者抄錄不

完整。  

7、P.64第捌章:食頭 

食頭是金門各宗姓祭祖後的

習俗，”頭家”或”值爐”

如何產生，是否應加以詳

述，本節文字敘述太單薄。 

已於 P21論述。 

8、9 

P.75附錄二 朱子家禮、家禮大

成異同因欄位太窄，造成文字字

編排凌亂，建議若直式表不易排

列，是否將本表改為橫式比較。 

P.79附錄三，亦同。 

將參酌委員意見修正。 

10、P.86附錄九之照片，是否可

以放大增加頁次，因照片太小，

看不清楚。 

將參酌委員意見修正。 

11、教材成人版及學童版除了頁

次較少及少了祭文之外差異在

哪裡？分學童版，並沒有較簡易

易懂，似乎沒有分別。 

學童版的歷史及宗祠建築略有不同之內容，及

附錄內容亦有不同，整體上均有考量。 

12、P.19(教材)入族中，報丁需

報長子或次子，三子之後是否不

須報？這與其他宗姓一般男丁

就要報丁有何不同？ 

均要報丁，如要比較不同，時間關係需另案再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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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P.20新婚頭、P.21作頭：

其中新婚頭、中年頭、老人頭，

其輪值的方式敘述太簡單，是否

再詳述為何一生要做二次頭？ 

同意再斟酌。 

14、成人版 P.21第三節作頭，

第 6行，水頭一人、嚨口一

人、……於學童版 P.14同敘述

中，少了「水頭一人」。 

同意修正。 

(七)、承辦單位意見 

1、作者版權頁和書脊所示不同

宜請統一。 

同意調整。 

2、本案係文化局所委託者，故

其出版者應是文化局，相應版權

及有關顯名，亦應如是，敬請改

正。 

同意依規定辦理。 

 

3、承上 ISBN和 GPN皆應申請，

審查或提供意見者亦請附入。 

同意辦理。 

4、摺頁開展方式頗為特別，亦

請要標誌本局 LOGO。 

同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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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林祭祖傳習案第一次工作會議會議記錄 

 

「金門縣瓊林聚落祭祖傳承計畫」案第一次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一 、 時 間 ： 民 國 1 0 6 年 0 6 月 1 8 日 ( 星 期 日 ) 上 午 1 0 時 0 分 

二、地點：瓊林里辦公室 

三、主持人：蔡董事長是民             記錄：陳秀竹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單位（人員） 簽 名 單位（人員） 簽 名 

蔡 顯 明 蔡 顯 明 蔡 昭 明 蔡 昭 明 

蔡   福  祿 蔡 福 祿   

孫    麗    琪 請 假   

蔡    元    友 請 假   

胡    淨    妮 胡 淨 妮   

林  威   宇 林 威 宇   

    

 

五、討論 

 蔡顯明先生(本計畫協同計畫主持人)發言： 

 (一)建議恢復大三獻禮祭豬羊部分。 

 (二)為大三獻禮祭豬羊儀節需要，請增購鐘、鼓，並注意尺寸大小， 

   須配合大宗宗祠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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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昭明先生(本計畫顧問)發言： 

 (一)請修正祭福德正神及文昌帝君儀節程序。(修正內容如附表)。 

 (二)「五世其昌」吃頭菜餚之意義其內容建議修正。 

 蔡福祿先生(本計畫行政組)發言： 

 有關本計畫總務工作當全力配合，並協助錄製「通生」部分。 

 林威宇先生(本計畫攝錄影工作負責人員)發言： 

 (一)攝錄影工作須配合天氣進行，需要有足夠的光線。 

 (二)錄製各項目會事先聯絡。 

 (三)十月初六日祭祖攝錄影人力不足時，得外聘人力協助。 

 

 蔡元友先生(本計畫行政組)書面資料： 

  (一)製作各項收款單據-已完成。 

  (二)製作工作人員聘書-已完成。 

  (三)製作各顧問聘書—已完成。 

  (四)協調孫麗琪校長學童禮服製作事宜。 

  (五)各項款項核銷以發票為主。 

  (六)協調金門縣文化局(本案委託單位)第一期款撥款事宜。 

 孫麗琪校長(本計畫協同主持人)書面資料： 

  (一)傳習學童選定計十名。 

  (二)預定七月初上課。 

  (三)課程 

  1.儀禮-陳炳容老師。 

  2.通-祭福德正神及文昌帝君儀節(閩南語)--蔡昭明老師。 

  3.祝文-祝福德正神及文昌帝君(閩南語)--蔡昭明老師。 

  4.瓊林蔡氏發展史--蔡清其老師。 

  (四)訂製學童禮服。 

  (五)錄製攝影工作分配。 

  (六)參觀瓊林祖厝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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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是民主席(本計畫主持人)發言： 

 (一) 六月底錄製通之閩南語錄像—以利教學。 

    (二)六月底製作祝文之閩南語錄像—以利教學。 

    (三)傳習對象 

   1.六月底確認-七月初調補。 

   2.以各房祧均有人為主。 

   3.以大學年輕為首選。 

    (四)傳習課程(七月中旬辦理) 

     1.儀禮--陳炳容老師(2小時)。 

     2.禮生--蔡顯明老師(1小時)。 

     3.準備與分配工作--蔡顯明老師(1小時)。 

     4.祝文講解--蔡昭明老師(1小時)。 

     5.瓊林蔡氏發展史--蔡清其老師(1小時)。 

    (五)期中報告-八月下旬—內容撰稿由陳秀竹負責。 

    (六)攝錄製工作重點-胡靜妮。 

    (七)顧問之聘請-。 

    (八)本案行行事務及金門縣文化局之對話窗口由陳秀竹擔任。 

六、議決： 

    (一)、蔡顯明、蔡昭明、蔡元友、孫麗琪等人之建議事項可行，同

意執行。 

   (二)、購買鐘鼓之經費原則由本基金會來支應。 

    (三)、錄製--通之祭拜程序及祭文應於七月初完成。 

    (四)、顧問聘書近期到門遞送。 

    (五)、「五世其昌」製作過程採訪請一週內完成。 

    (六)、「大三獻禮」儀節一週內修訂完畢，以便訂正教材。 

    (七)、攝錄影應多聯繫並配合。 

七、散會(上午11時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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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第一次「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一 、 時 間 ： 民 國 1 0 6 年 1 1 月 1 1 日 ( 星 期 六 ) 上 午 9 時 0 分 

二、地點：瓊林里辦公室 

三、主持人：蔡董事長是民             記錄：陳秀竹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單位（人員） 簽 名 單位（人員） 簽 名 

金 門 縣 

文 化 局 

梁 靜 怡 

郭 澤 萍 
顧 問 戚 常 卉 

陳炳容委員 請 假 
協同主持人

孫麗琪校長 
請 假 

顧          問 蔡 乃 靖 
協同主持人

蔡 顯 明 
蔡 顯 明 

顧          問 蔡 昭 明 顧          問 蔡 欽 水 

顧          問 蔡 清 其 顧          問 蔡 青 木 

顧          問 蔡 振 來 
顧          問 

蔡    建    鑄 
請 假 

行 政 組    

蔡 福 祿 
請 假 顧          問 蔡 顯 思 

行 政 組 蔡 元 友 
攝 錄 影 

胡 淨 妮 
請 假 

攝 錄 影 林 威 宇   

英 國 博 士

後 研 究 
邱 筱 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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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一）秋祭祭祖管制區範圍與人員討論 

  主持人蔡是民說明： 

   （先做祭禮儀節之研究背景陳述）。 

   管制區以宗祠四點金為範圍，管制人員志工四人著背心。 

  金門縣文化局郭澤萍小姐發言：    

   當日祭祖儀典應維持肅靜、虔敬之氣圍，建議要發新聞稿， 

   繪出管制區圖，並說明新聞資訊的提供，建議應有分組，如禮 

   儀組、管制組等，宜有管制人員及其服裝。 

  戚常卉顧問發言： 

   建議管制人員宜有臂章，以資識別。 

  蔡昭明顧問發言： 

   範圍建議修正為含拜庭。 

  蔡乃靖顧問發言： 

1、 男、女各二，人員不要多，內場由工作人員擔任，著

工作人員背心，外圍則由瓊林志工擔任，著志工背心。 

2、 報新婚、報丁仍設於原來家廟位置，另有志工引導貴

賓，以維嚴肅、虔敬之精神。 

（二）祭器清潔及秋祭祭典預習討論 

  蔡顯明協同主持人發言： 

1. 祭器預定於前一日清潔整理。 

2. 桌椅要更新，禮生已訂製服裝。 

3. 預習訂於11月22日上午九時（朱子家禮也有預習），屆

時會通知參加人員準時參與預習。 

4. 鼓吹人員及頭家都要求服裝儀容整齊，且規定頭家每

一家只有一人可參加，男、女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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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祭禮儀節預習 

  蔡昭明顧問發言： 

   祭祖前先燒香，啟櫝中的受胙（吃肉），即食頭之意，侑食即 

   轉碗。 

（四）攝錄工作討論 

林威宇攝錄人員發言： 

１、 建議繪製動線圖及管制區圖，並發新聞稿，以告知社會大

眾，讓有興趣的人來參與時，可以維持祭祖儀典的隆重

與嚴肅。 

２、 本案的攝錄人員有一組在內場，可即時將照片丟出，由個

人於外場立即置於雲端，讓新聞記者可立即取得，會提

供Q&C行動掃描圖擋，供掃描。 

戚常卉顧問發言： 

瓊林祭祖儀節的紀錄，由在地人來執行，是一件極為讓人

感動的事，就是要由在座各位這樣熱烈的參與與討論，延

續祖先的血脈與精神，尢其又有小小禮生的參與，更有注

入薪火相傳之意，我有機會來參與討論，也是非常的感動。 

邱筱喬博士發言： 

1、 個人觀察的觀點與文學家或歷史學家不同，是以人類

學的角度觀察。  

2、 建議有機會可紀錄長期執行禮生工作的長老，這會是

一段很珍貴的生命歷程。 

（五）祭祖程序討論 

   主持人蔡是民背景說明 

１、 祝文、祭文及告詞原有。 

２、 啟櫝、大三獻禮儀式照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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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顯明協同主持人提議： 

   1、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是否恢復隆重祭典。 

   2、本儀節原來就有，只是恢復其隆重儀典。 

  3、瓊林祭祖儀節己列入無形文化遺產，且文化部非常重視， 

     當日將親臨現場觀禮。 

蔡顯思顧問發言： 

大家都一致同意要恢復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但時間會

延長，請要兼顧流程的順暢。 

蔡昭明顧問發言： 

祭文是永久性，祝文則是有時間性。  

六、列席長官致詞： 

  金門縣文化局郭澤萍小姐： 

1. 瓊林祭祖儀節已列入「無形文化遺產」，所以文化部也十

分重視，希望有機會登錄為「國家重要民俗活動」。 

2. 今年二月文化部長本來要來參加春祭，因為其他活動影響

未及參加，所以秋祭祭祖已確定會出席，希望屆時能把今

天會議上討論的各項加以執行，以增加本項登錄為「國家

重要民俗活動」的機會，感謝大家的熱烈參與會議。 

  金門縣文化局梁靜怡小姐： 

個人於今年二月曾參加過瓊林春祭祭祖活動，十分的感

動，但有點可惜的是現場的祭祀氛圍十分的吵雜，有些破

壞了祭祖的肅靜，希望今天經由大家的討論，秋祭祭祖活

動，能有虔敬的精神呈現。 

七、議決： 

    (一)、管制區 

1. 有關祭祖管制區及相關資訊將發新聞稿。 

2. 管制區範圍以六點金為主。 

3. 管制人員以志工著背心，男、女各二人維持秩序。 



70 
 

    (二)、維持祭祖虔敬氛圍 

1. 鼓吹人員及頭家都要求服裝儀容整齊，且規定頭家每一家

只有一人可參加，男、女均可。 

2. 祭器清潔問題，於前一日清潔整理並清掃神桌及祖厝內外

環境。 

3. 觀禮區設置，右側門為長官觀禮區，並加管制；左側門、

廊翼及前進為貴賓觀禮區，並繪製管制圖。 

4. 禮生著禮服，力求虔敬之心。 

（三）、祭祖預習 

1. 秋祭祭祖預習訂於11月22日早上九點，透過預習同時可以

反省以前不宜之處。 

2. 參加人員包含新、舊禮生、長老及工作人員等。 

     (四)、攝錄影工作 

1. 工作人員著背心，可進入管制區，擔任工作。 

2. 按時提供資訊。 

3. 製作瓊林祭祖紀錄片。 

（五）、祭祖儀節教材 

1. 同意祭文、祝文及告詞照舊，並訂正文字，讀音以瓊林為

主。 

2. 啟櫝、大三獻禮依原有為準，啟櫝應有告詞，出主路線以

逆時針為準。 

3. 恢復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隆重儀式。 

（六）、感謝金門縣文化局兩位長官列席指導，感謝長期研究瓊林文 

 化的戚博士、感謝邱博士，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與經驗，讓本 

 計畫可以有更完整的資料與紀錄，並且謝謝給予支持與肯定。 

 (七)、其次感謝各位顧問對於瓊林祭祖儀節的建議及修正意見。 

（八）、今天會議到此，再次謝謝大家。 

八、散會(上午10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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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瓊林祭祖相關組織培力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一、時間：民國 1 0 6年 1 1月 1 1日 (星期六 )上午 1 0時 3 0分 

二、地點：瓊林里辦公室 

三、主持人：蔡董事長是民             記錄：陳秀竹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單位（人員） 簽 名 單位（人員） 簽 名 

金 門 縣 

文 化 局 

梁 靜 怡 

郭 澤 萍 
顧 問 戚 常 卉 

陳炳容委員 請 假 
協同主持人

孫麗琪校長 
請 假 

顧          問 蔡 乃 靖 
協同主持人

蔡 顯 明 
蔡 顯 明 

顧          問 蔡 昭 明 顧          問 蔡 欽 水 

顧          問 蔡 清 其 顧          問 蔡 青 木 

顧          問 蔡 振 來 
顧          問 

蔡    建    鑄 
請 假 

行 政 組    

蔡 福 祿 
請 假 顧          問 蔡 顯 思 

行 政 組 蔡 元 友 
攝 錄 影 

胡 淨 妮 
請 假 

攝 錄 影 林 威 宇   

英 國 博 士

後 研 究 
邱 筱 喬   

五、討論 

 瓊林蔡氏家廟祭祖儀典儀節學童版教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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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蔡是民說明： 

1. 本學童教材內容參考戚常卉教授、陳炳容博士、楊天厚博士蔡

清其著作有關瓊林祭祖的研究，還有其他學者專家對「朱子家

禮」、「家禮大成」等的研究，並進行比較研究，有些以圖繪來

表達。 

2. 本案並透過小小禮生研習的辦理，讓學童對祭祖文化有深入的

認識與體驗。 

3. 開瑄國小孫麗琪校長負責瓊林祭祖學童組研習活動，並且負責

小小禮生個別練習，感謝欽水顧問特別撥空給予指導。 

4. 學童個別練習以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為主，預定於11月20日

下午兩點進行練習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之儀節。 

5. 祭祖對象之簡介係依據道光元年祖譜、蔡主賓著瓊林發展史、

金門縣志、蔡獻臣年譜等整理。 

蔡顯明協同主持人發言： 

秋祭祭祖當天，文化部部長來參加會由開瑄國小的大鼓隊

表演迎接部長。 

蔡顯思顧問發言： 

大家上一場會議討論恢復祭「文昌帝君及福德正神」之隆

重儀節，是一個很好的決議，但這裡要提出的是開瑄國小

的大鼓隊當日要擔任表演，還要擔任祭「文昌帝君及福德

正神」儀節的小小禮生，如有同時擔任兩個活動的學童，

要注意預留換衣服的時間，以利祭祖活動可以順暢進行。

    

六、議決： 

(一) 祭拜文昌帝君與福德正神之祭文及祭禮程序，依協同主持人

蔡顯明提供原有之祝文與祭禮程序為準。 

(二) 瓊林蔡氏祭祖對象同意依照原列表之資料。 

(三) 其次感謝各位顧問對於瓊林祭祖儀節的建議及修正意見，謝謝

支持本計畫的執行。 

(四) 小小禮生個別練習認真，值得嘉許，特別要感謝欽水顧問的

熱心指導。 

七、散會(上午12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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