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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宗教之都
邁向世界遺產
撰
文｜盧逸峰（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碩士生）
圖片提供｜盧逸峰

清水祖師爺遶境，是淡水年度一大宗教盛事。

淡水，是一個充滿歷史的小鎮。位

當現在新式樓房林立的時代，我們依然可在淡水

處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出口，扼守北臺灣

的老街上見到許多的古早式磚造店舖，以及四處座落的

大門，其於西元1858年（咸豐8年）開

老廟宇，最古老的福佑宮大約落成於18世紀的清代雍

港通商，是臺灣北部最早開發的港口，
境內除淡水河口狹小平原外，泰半為大

正年間，而龍山寺、清水祖師廟等廟宇，也陸續在19

屯山陵所被覆。今日的淡水區，舊名

世紀後建成，每年大約在端午節之際舉行的清水祖師遶

「滬尾」，而「淡水」則是一個總稱，

境，都會對市區進行交通管制，讓臺灣各地的陣頭齊聚

泛指淡水河流域一帶，甚至是整個北臺

在淡水同歡，是淡水一年一度的大事。而廣為人知的馬

灣。

偕醫師傳道授業、為人治病的事跡也是淡水的歷史重

Tamsui is a small town with a lot

of history. Located at the mouth of the
Danshui River system, it guards the
gateway to north Taiwan. Made a trading

點，在街坊中常可以見到與馬偕相關的蹤跡，可見「宗
教」這個無形的力量，與淡水的歷史文化間有著極密切
的聯繫。

port in 1858 (the 8th year of the reign of
the Xianfeng Emperor), it was the first port

to be developed in north Taiwan. Within

its border, apart from a narrow plain at the
mouth of the Danshui River, the remaining

area is occupied by mountains of the
Datun Mountain range. Once called Huwei,
Tamsui is a collective name for the area

along the Danshui River basin and even all
of north Taiwan.

淡水具代表性的傳統宗教信仰：清水祖師
爺遶境
淡水提到淡水的宗教儀式，一定不能錯過一年一
度的「淡水大拜拜」，也就是淡水清水巖的清水祖師遶
境，大約在農曆五月初五晚上的暗訪與初六的日巡。這
2天的時間，淡水地區不但會交通管制讓各廟、陣頭能
順利參與遶境盛會，家家戶戶也會在家中準備香案迎接
神明，跟左鄰右舍相約一起熱鬧、看表演以祈求地方平
安、一年的風調雨順，這同時也是淡水年度規模最大的
廟會。

9
9

遶境儀式的由來是早期居民為了祈求神祇驅除瘟疫，維護地方安寧而迎請
清水祖師在這兩天遶境，淡水清水祖師的信仰對於整個淡水地區的重要性也就
不言而喻了。相傳清水祖師早在19世紀末期，就成為淡水的地區性信仰，同時
也有了例行的遶境儀式，可推測出當時因淡水位於鄰近河岸的交通要道，故不
時會受到河水氾濫、戰爭波及等影響，也因繁榮的密集人口而讓傳染病流行，
因此地區居民以向神祇祈求的方式企盼風調雨順、民生安泰。
淡水清水巖祖師廟興建於1932年（昭和7年），是淡水街區四大廟宇（龍
山寺、福佑宮、鄞山寺、清水巖）之一。雖然清水巖是其中建廟時間最短者，
但每年端午隔天的清水祖師遶境卻是淡水地區最盛大的廟會，早在日治時期就
有這項習俗，當時的遶境範圍與路線也一直承襲到今日。因此每年農曆五月初
五、初六清水祖師遶境期間乃為淡水最熱鬧的日子，一方面是地方居民祈求平
安、延續清水祖師信仰的宗教活動，另一方面也成為展現地方特色、吸引外來
遊客共同參與的盛會。

1

2
3

1. 真理街上的淡水教會、滬尾偕醫
館，記錄了馬偕與淡水的關聯。
2. 清水祖師爺遶境，整個淡水鬧區
都會封街遊行，讓全民參與。
3. 清水祖師爺庇佑了淡水每年的風
調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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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近代，河港功能漸漸被基隆取代、北部發展重心轉移到臺北，淡水

人文意象

的發展乍看隨著港口停滯，但清水祖師信仰並沒有受到影響，遶境活動的舉辦
反而日益熱鬧。宗教社團會藉由舉辦陣頭比賽來製造人潮與消費，來自臺灣各
地的各家陣頭，也會將隊伍布置得花枝招展、五顏六色，不讓自己的廟宇「漏
氣」。並且淡水幾乎所有廟宇都會派出陣頭參與清水祖師神明遶境的隊伍，更
促進地方商業活絡，即使每年都會因為交通打結、鞭炮噪音、環境髒亂而引發
淡水居民在網路上的論戰，但「淡水大拜拜」依然是淡水最珍貴的宗教民俗無
形資產。

淡水具代表性的傳統宗教信仰：大道公（保生大帝）祭祀
保生大帝原名吳 ，是福建泉州府同安縣白礁鄉人，生前精通醫術且醫德
高尚，為人所敬仰，所以去世後鄉民設塑像以奉祀，並稱「靈醫真人」，此後
吳夲成為地區性的守護神，被神化後地位節節升高，便有了「保生大帝」的尊
稱，民間信仰習俗亦稱為「大道公」，同安地區人民至臺灣移墾時便把家鄉神
祇一併帶至臺灣，並建廟祭祀。臺灣北部的淡水、三芝一帶也不例外，「大道
公」信仰也是淡水地區具代表性的宗教活動之一。
最初由於淡水、三芝地區的住民並沒有固定的宗教信仰據點，據記載1796
年（嘉慶元年）因為中田寮地區有事故發生，因此地方望族燕樓李家，便將大
道公香爐迎至中田寮奉祀，供庄民祭拜。自此之後農作豐收、讓住民感受到其
神明的庇佑，因此大道公被視為具有消災解厄、讓街庄風調雨順的效果。因此
久而久之淡水三芝地區8個庄頭，皆爭相迎奉大道公香爐到自己的庄頭。到後來
演變成9年一次的大道公的輪值祭祀，也形成了三芝、淡水地區最熱鬧的迎神賽
會之一。
根據史料紀載，大道公祭祀初在1796年（嘉慶元年）就有設香爐祭拜的紀
錄，到了1855年（咸豐5年），則形成了八庄輪祭的慣例，初期所謂的八庄指
淡水、水 頭、北新庄、草埔尾、土地公埔、錫板、灰窯子、圭柔山等聚落。
現今主要的祭祀活動為期5天，包括磅豬公、殺豬公、大道公聖誕祭典、豬公比
賽、爐主交接等，每次的祭典，隨著裝飾華麗的神豬運到廣場就定位，就意味
著祭拜大典將揭開序幕，各庄精心培養的豬公頓時成為全場的焦點，這也是淡
水大道公祭祀的最大亮點。

9
9

淡水具代表性的傳統宗教信仰：沿襲馬偕精神的教會活動
在宗教的發揚上，馬偕對於臺灣這塊土地的影響深遠至今，而他對於淡水
的貢獻也常存於淡水、更是淡水文化底蘊上不可或缺的一塊。他在1872年（同
治11年）抵淡水後，直到1901年（明治34年）過世，這30年間皆以淡水作為其
宣教、醫療和教育的基地。此外，馬偕在淡水娶妻生子，死後也長眠於淡水。
至今我們能看到馬偕所創辦的醫療據點「滬尾偕醫館」依然矗立於真理街
上，而醫療的精神則以馬偕紀念醫院的形式在臺灣各地開花結果，馬偕也開設
了淡水女學堂、牛津學堂讓西式的教育理念能深根臺灣，至今仍以淡江中學、
真理大學的名稱保留於淡水。老街上最顯眼的建築「淡水教會禮拜堂」，其經
營者長老教會，正是馬偕當初擔任傳道者的教派，可見馬偕對於淡水的文明發
展，有著相當巨大的貢獻。
對於淡水教會來說，每年3月的「馬偕月」是年度最大盛事，因馬偕當初在
1872年（同治11年）3月9日抵達淡水，因此長老教會以這一天為北部設教紀念
日、馬偕創立的淡江中學亦是選定這天作為校慶日。因此每年到了3月，在淡水
教會、淡江中學和真理大學都會舉行紀念活動，以緬懷這
位跟淡水發展緊緊相依的外國人。

1
2

1. 淡水至今仍保留馬偕上岸的遺跡，
他手捧聖經跪在地面上禱告，位於
他身旁的是他搭乘而來的小船。
2. 矗立在淡水老街中心的馬偕頭像，
以紀念他對於淡水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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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宗教底蘊是淡水邁向世界遺產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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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歷經平埔族凱達格蘭人、漢人墾拓，開港通商後成為西方文化進入臺
灣島的門戶，第一線地受到西方的宗教、建築、醫療、教育的影響，這些元素
以淡水為起點擴散至臺灣各處，其發展過程中留下的種種痕跡也成為了淡水最
大的特色。這樣的特殊聚落風格，只要信步走在淡水街上就能深深體會，例如
從淡水捷運站走到滬尾 臺，短短1公里內就能飽覽28處珍貴古蹟。
這些古蹟往往與宗教有很深的關係，例如淡水老街鬧區上的福佑宮、淡
水教會禮拜堂、滬尾偕醫館、隱藏在市場中的龍山寺、淡江中學旁的馬偕墓等
等；同時因地處商貿要衝，故也有海關碼頭、原英商嘉士洋行倉庫、前清淡水
關稅務司官邸等商貿古蹟。
這些古蹟呈現出殖民時期不同勢力的分布，更增添了淡水的風采，符合世
界遺產登錄標準第二項，使得「淡水紅毛城及其周遭歷史建築群」成為眾所矚
目的世界遺產潛力點。在新北市政府及民間相關單位
的努力之下，淡水近年來修復了許多古蹟，並對外開
放、踴躍舉辦活動，以使更多居民及遊客認識這個多
元宗教之都。

1. 2017年底，新北市文化局於海關
碼頭舉行活動，讓民眾親近淡水
地區的古蹟。（陳柏儒攝影）
2. 龍山寺是淡水重要的廟宇。

1
2

9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106年大事紀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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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01.01 淡水海關碼頭A棟設置「紅城小舖—洋樓館」，並於2樓設置遊客休息區

行銷企劃組

01.06 淡水詩情書法展—淡水社區大學書法社2017聯展（01.06-02.19），並於期間辦理「書法好好玩」體驗活動

展示教育組

01.12 榮獲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05年公廁金質獎—觀光遊憩組」績優公廁（紅毛城園區、藝術工坊）

行

01.13 淡水之愛—翁大成未竟之言繪畫個展（01.13-03.19）

展示教育組

01.13 「新北動健康淡古邀您來健走」活動（01.13-04.30）

營運管理組

01.14 淡古文創工坊開放展示，1月至10月共辦理89場創客團隊展演、工作坊及體驗課程、DIY活動

行銷企劃組

01.15 【春節活動】「淡水古蹟迎春吉」（01.15-02.01）贈春聯、福袋、集章、民俗手作等，共辦理10場

展示教育組

政

組

配合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穿越淡水、走讀世遺教育深耕與交流推廣計畫」，辦理106年館校合作世界遺產戶
01.20
展示教育組
外踏查與教學工作坊，1月至6月共辦理11校9場
01.21 與關渡自然公園合作「生態古蹟遊—淡水河奇航記」導覽套裝行程

營運管理組

01.29 完成105年度安全監測建置案成果報告（105.07.29-106.01.29）

行

02.02 館藏圖書重新整理分類上架並開放同仁借閱

研究典藏組

02.06 與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淡水分隊合作進行紅毛城園區消防演練

行

02.10 「愛心滿紅城」文化體驗活動於2月至11月共辦理16場450人參加

營運管理組

02.21 本館Beacon行動導覽系統參與「2017智慧城市展」（02.21-02.24）

營運管理組

02.24 質變的記憶鏈—陳瑞錦創作個展（02.24-04.23）

展示教育組

03.09 與淡水社區大學合作春季導覽人才培力課程（03.09-06.29）

營運管理組

03.10 虛．實—2017康橋師生藝術設計作品聯展（03.10-03.26）

展示教育組

03.11 印象淡水、彩繪古蹟—歐秀明、林文昌創作展（03.11-07.02），並於期間辦理4場DIY活動

展示教育組

03.13 與淡水高爾夫球場合作「烏啾埔輕旅行」於3月至12月共辦理10場157人參加

營運管理組

03.14 配合新北市政府樂齡日規劃「紅城銀髮輕裝行」於3月至12月共辦理25場406人參加

展示教育組

03.24 2017果然、張振明淡水油畫雙人聯展（03.24-06.04）

展示教育組

04.01 【兒童節活動】新北創新雞（機）．兒童尋寶趣：秘藏版畫體驗趣

展示教育組

04.04 【兒童節活動】兒童節及4月份每週六辦理竹編風車趣DIY活動

營運管理組

04.11 「大道公千秋祭典」體驗活動

展示教育組

04.11 「山海的傳唱—感恩！祭典之美」第6屆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成果展（04.11-07.02）

展示教育組

04.28 潛意識—淡江高中美術班第21屆畢業成果展（04.28-05.30）

展示教育組

04.29 「玩藝關頭：週末藝術趴」於4月至10月每週六、日辦理文創市集、展覽及DIY活動

行銷企劃組

04.29 都什麼時候了—臺藝大美術系＆淡江高中美術班聯展（04.29-05.21）

展示教育組

05.02 106年上半年度防災教育訓練

行

05.10 106年「紅城小舖」寄賣商品徵件（05.10-06.06）、評選（06.14）、公告入選名單（06.19）

行銷企劃組

05.14 【母親節活動】媽咪春遊紅城趣

行銷企劃組

05.18 【518國際博物館日活動】「古戰場巡禮—淡水的榮耀」（05.13-05.14、05.18）

行銷企劃組

05.19 清水祖師信仰系列活動：清水祖師遶境講座（05.19）、暗訪活動體驗（05.30）

展示教育組

06.01 與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及業界長期合作「藍色公路小旅行◎日航：淡水人文行」（06.01-10.31）

營運管理組

06.03 呦呦—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學系102級畢業展（06.03-06.12）

展示教育組

06.09 淡．水．彩．逸—潘逸萱個展（06.09-07.30）

展示教育組

06.09 流動的抒情編寫—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李芬蘭個展（06.09-06.19）

展示教育組

06.10 與「之間．茶食器」合作於多田榮吉故居辦理「咖啡道」體驗活動

展示教育組

06.17 漫慢—劉裕芳創作展（06.17-07.16）

展示教育組

06.17 流遺．Remains in the flow—臺藝大藝術工藝創作展（06.17-07.16）

展示教育組

06.23 朱痕墨韻—新北市擺接印社聯展（06.23-08.13）

展示教育組

07.06 「2017淡水古蹟夜未眠暑期體驗營」於暑期共辦理7梯次及一日公益體驗營1次

展示教育組

政

政

政

組

組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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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07.06 完成小白宮廁所無障礙改善工程（05.18開工，07.06完工）

行

07.08 藝宛陽春—第一屆淡水之美兒童水彩寫生聯展（07.08-10.15）

展示教育組

07.26 出版館刊《淡水．博物》第8期電子書，本館官方網站同步上架

研究典藏組

07.26 重返侏儸紀—AR擴增實境互動藝術展（07.26-08.27）

展示教育組

08.01 「早安．淡水」早安博物館活動於8月至12月共辦理6場107人參加

營運管理組

08.04 繁花帶雨水香濃—林沛錦個展（08.04-09.10）

展示教育組

08.07 106年下半年度防災教育訓練

行

08.18 回到生命花園裡—樂生院靠近世界遺產的光（08.18-09.17）

展示教育組

08.31 2017海關碼頭有藝思—新北市國際藝術村駐村藝術家聯展（08.31-10.15）

展示教育組

09.01 完成「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展板更新案」

行銷企劃組

09.01 淡古文創月「得忌利士洋行—淡古文創工坊文創團隊進駐計畫」創客成果展（09.01-10.01）

行銷企劃組

09.07 與淡水社區大學合作秋季導覽人才培力課程（09.07-12.28）

營運管理組

09.07 小白宮、多田榮吉故居各新增設1處販賣據點

行銷企劃組

政

政

組

組

【2017全國古蹟日活動】與臺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合作「與淡水古蹟的相遇」導覽活動（09.1509.15
營運管理組
09.17），參與人數突破1,200人次
09.15 自然．呼喚—謝業勇、劉宛芯西畫雙人聯展（09.15-10.22）

展示教育組

09.27 家傳食譜—潘娉玉個展（09.27-10.29）

展示教育組

09.29 增設紅毛城票亭遮陽（雨）棚架

營運管理組

10.07 【國慶日活動】雙十成雙．遊古蹟：2017國慶活動（10.07-10.10）

行銷企劃組

10.08 10月份週末辦理「淡水海關故事月—來古蹟聽故事」及海關走讀小旅行導覽，共計167人次參加

營運管理組

10.20 ｛時空樂氣球．虛實淡水遊｝實景VR古蹟空間互動體驗（10.20-11.20）

行銷企劃組

10.21 水色相融—快樂畫會淡水師生聯展（106.10.21-107.01.14）

展示教育組

10.22 2017新北市「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10.22-10.23）

研究典藏組

10.27 與話對畫—畫話社聯展（10.27-11.26）

展示教育組

10.29 106年「新北巷弄藝起來」台原偶戲團—布袋戲歌唱劇《水手》於海關碼頭演出清法戰爭故事

展示教育組

11.03 我們的旅行日記—淡水手作拼布聯展（11.03-12.03）

展示教育組

參加「文化部古蹟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評鑑獎勵計畫」，歷史建築公司田溪程氏古厝獲選「文化資產管理維護
11.10
營運管理組
優良個案」並參與106年度優良案例成果展
11.14 頒訂「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典藏品管理政策」

研究典藏組

11.16 新北市消防局陪同日本神奈川縣安全防災局貴賓參訪紅毛城，本館安排英、日語導覽解說服務

營運管理組

11.17 日本千葉市市議員川村博章參訪多田榮吉故居，本館安排日語導覽解說服務

營運管理組

11.22 106年苗栗縣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運籌機制參訪紅毛城、海關碼頭，並與本館進行交流工作坊

營運管理組

11.23 榮獲106年「新北市環境教育獎」機關組特優

行

12.01 分心—江心華個展（12.01-12.24）

展示教育組

12.06 榮獲106年「經濟部水利署節約用水」機關組績優

行

12.10 參加106年新北市文化志工感恩大會，本館6位志工榮獲文化局銅質獎

營運管理組

12.16 心所傾慕，阮疼的淡水—蔡坤煌醫師鏡下的淡水（106.12.16-107.06.24）

展示教育組

12.21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產處參訪滬尾礮臺、海關碼頭、紅毛城，並與本館進行交流座談

營運管理組

12.30 福爾摩沙四季風情—何振武、許琪文油畫創作雙人聯展（106.12.30-107.03.04）

展示教育組

12.30 召開志工年終季會，推選107年度志工隊長，並頒贈聘書、全勤獎、特殊貢獻獎

營運管理組

政

政

組

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