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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局長  

世界遺產的保護運動已歷經超過半個世紀，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

積極倡導與行動之下，世界各國皆能認同世界遺產的普世價值，加入守護者的行列；

而後更陸續擴充遺產保護的範疇與內容，展開從有形跨越無形的文化保護事務。我國

《文化資產保存法》亦於2016年增修「無形文化資產」類別，並增訂主管機關於登錄

無形文化資產時，必須同時認定其保存者，以建構更完備的法令架構，為我國文化資

產保存翻開新頁。

無形文化資產是持續累積、流傳的生活智慧，依靠人群的口傳心授而世代相承，

愈具歷史的古老城鎮，愈能醞釀出醇厚、豐富的文化韻味；新北市就是這樣一個承載

古往今來人類的生活痕跡的美麗城市。目前新北市的無形文化資產共有36項，類項豐

富，傳統表演藝術類包括九甲戲、布袋戲、歌仔戲、北管音樂、說唱等，傳統工藝類

有木雕、石雕、傳統彩繪、泥作、製鼓、銅鑼、製墨、糊紙、剪紙等，民俗類則涵蓋

風俗習慣、節慶活動及宗教信仰之儀式與祭典。

淡水，由於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與自然資源，在臺灣開發史上具有關鍵地位，

承先啟後地留下不同階段的生活經驗和物質文化，華洋交錯、新舊並陳，因此成為新

北市文化資產密度最高的區域。而位在淡水的4項無形文化資產：「淡水三芝八庄大

道公輪祀」「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遶境」「北管音樂（南北軒）」「傳統彩繪（莊武

男）」也共同見證了這座古鎮的發展軌跡。

本期《博物‧淡水》以「無形文化資產專輯：淡水的信仰與民俗」為主題，帶領

讀者認識淡水的文化「記憶」與「技」「藝」內涵，透過詮釋宗教祭儀的歷史脈絡與

表現形式，以及傳統藝術的技術、功能與美學向度，傳達在地文化的獨特性與多元樣

貌。新北市文化局未來亦將持續致力於有形、無形文化資產的活化推廣與教育深耕，

秉持開放對話、凝聚共識、薪火相傳的理念，讓歷史得以回應當下與未來，讓文化價

值得以永存人心。

薪火相傳永續發展淡水文化資產



以人為本，淡水文化資產傳承

《博物‧淡水》自創刊以來，力求兼顧學術價值與普及性，以達到傳遞淡水

文史知識、文化資產保存概念予社會大眾之目的。從創刊號至第8期，各期主題包

括世界遺產、文資活化與修復再利用、類博物館與博物館品牌、博物館教育推廣

新思維、在地文化生態、文資空間再詮釋、淡水的場所精神、淡水古蹟博物館的

世界遺產教育；對於有形文化資產的研究，成果斐然。

本期首次以無形文化資產為探討中心，全刊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封面專題、

博物館實務、博物館人文散記。第一部分是專題聚焦，透過淡水三芝八庄大道公

輪祀起源、淡水蓬萊老祖年例慶典與清水巖祖師廟平安遶境的空間建構，以及因

應祭儀時間而進行觀察記錄的淡水龍山寺圓燈謝太歲法會等專文，剖析信仰的精

神價值。

第二部分的技藝傳承單元，介紹傳統表演藝術類的淡水北管音樂，傳統工藝

類則採訪淡水廟宇彩繪大師莊武男藝師以及神像雕刻與泥塑的吳榮賜藝師，強調

無形文化資產的薪傳核心必須以「人」為本，奠基於全民的參與實踐、尊重、認

同、保護並持續關注；教育推廣單元，分享館校合作的重要教育扎根計畫「淡水

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世界遺產教材編纂及應用，還有2017年新北市「世

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後記，此外，也特別收錄〈讓戰爭遺跡說

話〉一文，呈現日本沖繩縣內學者和縣民如何發展出傳承民眾視角戰爭記憶的和

平導覽員，藉由國外案例來反思臺灣現況。

最後，第三部分描繪淡水的人文風情，淡水擁有豐富多元的有形、無形文化

資產，不論是宗教信仰與民俗或者傳統技藝與記憶的傳承，皆須仰賴更多當地民

眾和各界人士的齊心投入，提供跨領域的想像與實踐的可能性。期許淡水能夠成

為國內無形文化資產維護傳承的典範，並成為當代臺灣接軌國際世界遺產的文化

重鎮。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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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文化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連結信仰、價值觀與知識體系，形成地方的文化結構。

創造出獨特的「記憶」與「技」「藝」文化。

隨著港口和市街聚落的興盛發展，

淡水容納並反映出多元的信仰模式，呈現豐富「鬧熱」的宗教風貌。

重要的信仰中心除了本期介紹的清水巖、龍山寺，

還有福佑宮、蘇府王爺廟等等。

囿於刊物篇幅，難以完整收錄淡水的信仰與民俗活動，

讀者可以藉由各篇文章的參考文獻，進一步延伸閱讀。

封 面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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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於分類對立，終於團結和諧：
八庄大道公輪祀起源的時
代背景與族群關係分析

撰　　文｜�蕭進銘（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圖片提供｜蕭進銘

八庄大道公信仰的研究

已於2010年被登錄公告為新北市無形文化資產，

長期輪祀於淡水、三芝二地9個聚落的八庄大道公信

仰，若追溯其最初起源，實已超過200年的時間；而從

其輪祀制度創始至今，亦已逾一個半世紀。儘管馬偕

（George Leslie MacKay, 1844-1901）在1889年（光

緒15年）4月14日的英文日記當中，即首次珍貴記錄

八庄大道公值年庄淡水灰窯子，於陰曆3月15日所舉行

的保生大帝聖誕祭典活動。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

報》，亦有多篇短文報導八庄大道公各值年庄所舉辦之

類似演戲、賽豬公等祭典活動。但對此信仰及其輪祀之

起源、內涵，進行較專門、全面的介紹探討，乃是吳勝

雄於1978年所出版之《北門鎖鑰》一書。此後，張建

隆、戴寶村、謝德錫、陳志強、楊玉菁等學者專家及地

方文史工作者，更接續調查記錄和撰文探索此信仰。近

40年下來，有關此信仰及其輪祀之起源年代、參與的9

個街庄範圍及其祭祀組織、輪祀的過程、俗例及各種年

度祭儀內容等問題，皆已大致清楚。其中，戴寶村的論

文，頗有其開創之功；而著力最深，成果亦最豐碩的，

則為謝德錫。1

1　 戴、謝二人的著作見於如下：戴寶村，《三芝鄉志》，
臺北縣：三芝鄉公所，1994，頁252-253。戴寶村，〈淡
水、三芝地區的大道公信仰〉，《淡水學學術研討會──
過去、現在、未來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9 ，頁：
367-387。謝德錫，《百年祭典巡禮──八庄大道公的世
紀拜拜》，臺北縣：財團法人淡水文化基金會，2005。謝
德錫，〈民俗信仰在鄉土教學的想像與實踐──八庄大道

本文旨在探討淡水、三芝八庄大道

公信仰最初輪祀的可能起因。根據本文的

分析，清咸豐初年，臺北盆地及淡水一帶

相當頻繁、嚴重的族群械鬥，正是淡水同

安頭人李諒發起輪祀的主要時代背景和原

因。李諒想藉由如是的輪祀制度，來強化

淡水同安人的團結，共同對抗臨河街區的

三邑人。如是的輪祀制度，到日治以後，

逐漸成為融合當地不同地域、族群的一種

重要力量。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origins of the Eight-Settlement Da 
Dao Gong Rituals of Tamsui and Sanzhi. 
According to textual analysi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Qing Dynasty 
Xianfeng Emperor (1830s), there were 
frequent and serious intercommunal 
clashes in the Taipei Basin and Tamsui 
a rea .  Th i s  was  the  ma in  tempora l 
background of and the main reason the 
leader of the Tongan community in Tamsui, 
Li Liang, set up the rotating worship 
system. Li Liang’s intention was to enhance 
the unity of Tongan people through rotating 
worship so that they could counter the 
“Sanyi people” ( from Jinjiang, Hui-an 
and Nan-an counties in Quanzhou, Fujian 
Province, China ) of the Linhe block. After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ended, the 
rotating worship system gradually became 
a major force for bringing together different 
local areas and ethnic groups.

八庄大道公的輪祀，創始於1855年（咸豐
5年），發起人為中田寮庄的李諒。圖為八
庄大道公的9尊保生大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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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儘管相關研究已積累許多，但由於早期文獻資料的缺乏、研究方

法、視角及投入之人力、物力較有限等因素，有關八庄大道公信仰，依然存在

一些尚待進一步解決的問題。本文即嘗試藉由八庄大道公輪祀制度創始初期的

時代背景及族群關係分析，去探討輪祀最初的起因或推動力量到底為何。

八庄大道公輪祀制度的創始及原因

有關八庄大道公輪祀制度的創始時間及創始人為何的問題，因中寮李家聞

人李銅池（1873-1959）於1932年（昭和7年）所撰〈序〉文的發現，應已得到

解決。該文指出：

八莊保生大帝者，原自中寮，傳於八莊，誌傳勝慨，剙（創）有其人，

其人伊誰？即中田寮莊李媽量其人也。原其剙設之由與夫輪流之例，始也，清

嘉慶丙辰剙置玉罏一罇，赫亦經六七秋，受其神庥者僅靈一邑。繼也，清嘉慶

壬戌年（1802）再塑金身金座，威靈加數十倍，沐其神惠者徧及八莊。迄於今

以來，由前思後以及輪流成例，屈指計之，已有七十七年於茲矣。（謝德錫，

2005：80）

由謝德錫首先揭露的銅池此文，主張八庄大道公的發源地即在中田寮。一

開始，只有一玉爐，出現年代為1796年（嘉慶元年）。到了1802年信徒再為

大道公雕塑金座、金身，由是神威更加顯赫，八莊皆蒙受其德澤。及至1855年

（咸豐5年），八莊輪祀的制度正式創立；發起之人，即中田寮李家的李諒（字

媽量，1817-1881）。

李氏此文，儘管簡略，但無疑已為八庄大道公之初始起源及初期發展情

形，提供極其寶貴的資訊。此文言八庄大道公信仰的初始發源地係在中田寮，

如是說法和今日吳勝雄、張建隆、陳志強三人所採集到的田野口述資料，以及

中田寮後來脫離水梘頭成為一獨立輪值庄的事實完全相符，故應可被視為定

論。只是，此玉爐的由來，到底是張建隆所採集到之中田寮蔣家，還是陳志強

所言之直接源自白礁慈濟宮，仍有待進一步確認。此外，一開始到底只有一香

爐，還是另有神像，張建隆所採集到的蔣家說法，和銅池之說，亦有出入。2

至於李文所言八庄輪祀制度的創始人為李諒，以及初始創制年代為1855

年，從李家在當時之中田寮及同安人士當中的領導地位，以及咸豐年間正好是

族群分類械鬥最為頻繁的時代背景來看，除非還有其他更為有力之文獻資料出

公在淡水、三芝社區小學的八年運作〉，發表於2012年5月31日由真理大學宗教文化
與組織管理學系主辦之「2012淡水宗教學術研討會」，淡水。謝德錫，〈地域祭拜到
族群合祀──八庄大道公信仰的在地傳承〉，《第四屆全國地方文史工作研討會》，
2009。

2　 李銅池之說，年代較早，有可能較接近原初事實。此從現今八庄大道公仍存在「犒大
爐」的特別習俗來看，最初只有香爐而無神像的說法，可能性應較高。



專

題

聚

焦

10

封
面
專
題 C

over Story

專
題
主
文

現，否則此說應當也可被接受。倒是在當時，為何李諒會想到開始創設輪祀制

度，銅池此文並未說明，只是在文詞當中隱約提出「神威赫奕，澤及八莊」這

樣的主張。有關此問題，當代的吳勝雄及謝德錫之文，又各自提出不同的解

釋。吳氏以為，輪祀的最初起因，乃是為了「節約不必要的浪費」（吳勝雄，

1978：162）。而謝氏〈地域祭拜到族群合祀〉一文，則採集到忠寮耆老鄭萬

得的說法，以為輪祀的開始，乃是源自當時戲班演戲所偶然產生的靈驗效應。

（謝德錫，2009：5-6）

如上的三種主張，雖不能說全無道理或可能，但本文以為，這些說法，並

不足以完全或真正解釋為何輪祀制度是出現在清咸豐初年，而非其他年代。此

外，這樣的說法，也忽略清代類似保生大帝、清水祖師這樣帶有強烈地域、族

籍色彩的信仰，同籍人士之所以奉祀此神，並非只是基於信仰靈驗因素，祂更

有凝聚團結同邑鄉親，以共同抵抗當時相當頻繁之分籍、分類械鬥的時代背景

和重要功能。筆者以為，欲完整合理的解釋輪祀起源的年代及其創始人的原初

考量，只有將之重新置放在清乾隆、道光、同治、咸豐年間淡水地區之社會情

境和族群關係之中，以及中寮李家和李諒其人的地位、事跡，方較有可能。

清代滬尾漢人各籍人士的地域、信仰分佈

漢人在清代滬尾一地之有計畫的拓墾，至少可追溯至1709年（康熙48

年），由泉州籍移民所組成的「陳國起」墾號；其所開墾之地，當以較適宜耕

作之山林、平原土地為主。到了1740年（乾隆5年），今淡水境內已開始出現

「滬尾」、「大屯」及「竿蓁林」等三個農莊（張建隆，1996：7-8）；燈號

燕樓的李家開臺祖李鼎成（1722-1790），即是於1751年，從同安原鄉抵達

今關渡，並於5年後，進住滬尾竿蓁林庄後厝子（李子成，1995：27）。及至

1765年前後，隨著土地的逐漸拓墾、淡水河河運的日益發達，以及各地人口的

不斷集聚增多，臨河且具商貿、港埠功能的滬尾街肆，便開始形成。淡水第一

間漢人廟宇福佑宮，頗有可能草創於此時（張建隆，1996：13-14；溫振華，

1996：5），該宮並於1796年，主要由閩省漳、泉及粵東多縣人士所合力重建

成今日樣貌。

根據1926年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所編的《臺灣在籍漢民鄉貫調查》，當

時淡水街漢人的原鄉籍貫，以泉州位居第一，高達90%；其次為永春州、漳州

的8.1%及1.4%。泉州人當中，同安籍有11,100人，佔52.6%，高居第一；安

溪有4,600人，佔21.8%，居次；三邑人則有3,300人，佔15.6%，居三。此調

查雖是進行於1926年，但和清代淡水漢人各移民籍貫所佔比例，應當相去不遠

（溫振華，1996：5）；倒是各籍貫移民的居住地或分佈區域，在清代開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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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及日治之後，應當出現不少變化，須加留意分辨。在1862年（同治元年）淡

水正式設關開港前，淡水漢人各籍移民，由於自身謀生技能、原鄉生活方式的

差異，以及族群頻繁械鬥衝突等因素，同籍分地居住的情況，當較為明顯。比

如，三邑、永春及安溪人，以其較擅長於河海航運、貿易經商，進住港埠街肆

時間也較早等緣故，主要居住於臨河之滬尾街區。至於同安人和以務農、種茶

為主的安溪人，其主要的居住地，則是分佈在今八庄大道公中田寮、水梘頭、

草埔尾、灰窯仔、下圭柔山等山區各輪祀角頭及今興福寮和小坪頂等山地丘陵

地區。這種情況，從1796年福佑宮重建時，各籍出資捐款人士的多寡和落款

處，以及淡水老街區之地名（比如，永吉、頭北街）和各角頭廟宇的建置，亦

可得到有力的支持。福佑宮重建時，主要雖是由晉水（即晉江）、螺陽（即惠

安）、武榮（即南安）、桃源（即永春）、銀同（即同安）、清溪（即安溪）

及永定等7縣人士共同參與，但從廟宇落成時各門柱、設施、裝飾之落款位置、

數量多寡，以及正殿神龕所祀神明來看，晉江、惠安、南安三邑及與三邑關係

十分密切的泉州蚶江人士，應當是最居於主流和主導之位。

根據李乾朗《淡水福佑宮調查研究》一書的整理列表，今日福

佑宮各處設施，尚保留1796年、1797年重建時之捐款人地望或人名

落款者，共計有18處。其中，三邑（只見晉江和惠安二縣，未見南

安）6處居冠，銀同及泉州蚶江港各4處居次，漳州有2處，粵東、永

春各1處（李乾朗，1996：32-33）。由此已大略可見三邑人在福佑

宮重建時，其人力、物力的投入情況，皆高居各縣之冠。 3三邑人

在重建過程中的主導地位，除可從現存落款數量見到外，更可從廟

內正殿的祀神及廟匾所署文字見出。做為海神及具有跨族群、跨地

域信仰特質的媽祖，其被七邑人士共同擁立為福佑宮主神，自不意

外。至於媽祖左右兩側所奉祀的觀音佛祖及水仙尊王，則和三邑人及以航運為

主之船戶、郊商的信仰密切相關。觀音佛祖並祀於媽祖之左後二方，固然遍見

於海峽兩岸的重要媽祖廟，但其亦為三邑人最重要的傳統信仰，乃眾所周知。

至於同為海神、水神的水仙尊王，除了普見於清代臺灣如安平、鹿港、艋舺等

各重要港埠外，亦同樣為三邑船戶、郊商的重要信仰。此外，福佑宮廟匾上所

副署之「晉水眾船戶同立，船戶金永利、金榮興⋯⋯新達發同修」刻文，更可

見出三邑船戶在福佑宮重建過程中，的確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

3　 銀同人士的捐獻雖只存4處，比不上三邑人的6處，但此4處分別是正殿神龕上方的
「天上聖母」匾、正殿神龕前方的「神案」、中門兩側的「石獅」及後簷柱。前三者
都正好位在福佑宮的中軸線上，由此可見，同安人及其船戶或郊商，在該宮1796年重
建所扮演的角色，應僅次於三邑人。

福佑宮嘉慶2年所立廟
匾上之「晉水眾船戶

仝立」文字，反映晉

水（晉江）船戶在重

建福佑宮過程中的關

鍵地位。



專

題

聚

焦

12

封
面
專
題 C

over Story

當然，該宮現今所保存之1796-1797年重建時的落款，已非全數；其中實

有不少落款，在1839-1840年（道光19-20年）進行重修時，已被替換，故不能

以現存初次重建之落款數量多寡，來說明三邑人的主導地位。不過，如果我們

再將1839-1840年重修時的落款合併參看，便可更為有力的支持如上說法。廟

內現存的初次重修落款，根據李乾朗的整理，共計有37處之多。其中屬於三邑

的有17處，安溪6處，漳州、同安、永春各2處，永定、武平、興化、蚶江、小

八里坌社各1處，其餘3處則未署地望。（李乾朗，1996：32-33）由上所見落

款情形，連同前論，無疑更可印證三邑人在福佑宮創建以後的經營管理當中，

的確位居最為主要的領導地位。至於同安人為何並未積極參與此次重修，其背

後原因，應當和當時淡水三邑人與同安人間早已存在著紛爭對立，甚至是衝突

械鬥的情形有關。根據李子成所纂輯的《燕樓李氏族譜》，1841年淡水地區的

三邑人，曾與同安人發生一次頗為嚴重的械鬥。當時，三邑千餘人攻打北投子

庄，導致燕樓李家在該地的祖厝再次被焚，八庄大道公輪祀制度創始人李諒之

弟扶助，即在此役當中不幸喪生（李子成，1995：31）。此事雖是發生在福佑

宮重修完成後一年，但雙方關係的交惡，在此次械鬥之前，應當早就存在。福

佑宮初次重修，同安人參與的情況反比創建時少很多，淡水同安籍主要頭人燕

樓李家，也完全未見參與，其背後主要原因，應當就在於此。

三邑人在清代淡水開港前之臨河街區位居優勢的情況，除反映在福佑宮

內部的經營管理外，從類似頭北街這樣的地名，以及街肆中一些清代廟宇的創

置，亦可見到。當今淡水重建街最下段，清朝時原稱「頭北街」，日治時期方

改為「九崁街」。今日中國福建泉州市泉港區峰尾、後龍一帶，清朝時原屬惠

安最北區域，故通稱為惠北，居住於此地區之人，便被稱為「頭北人」。是

以，「頭北街」名稱的出現，正是因為此街乃惠安頭北人所聚集的地區（張建

隆，1996：18）。今重建街14、16號原建築主人陳其宗中醫師，其祖籍即是惠

安（周宗賢，2015：36）。再者，嘉慶元年福佑宮重建以後，該宮周遭於咸豐

前所陸續興建的各種角頭廟，比如，文武尊王廟（1814年，嘉慶19年，晉江人

建）、將軍廟（1841年，道光21年，惠安人建）、興建（1854年，咸豐4年，

晉江人建）、金福宮（1856年，咸豐6年，晉江人建）、和衷宮（1857年，咸

豐7年，晉江人建）及龍山寺（1858年，咸豐8年，三邑人合建），亦都是由

泉州三邑人所創建。此外則有永春人的上帝公宮、振文社（文昌祠）及安溪人

的祖師公宮（安座於東興街翁權宅）；至於同安人，則完全未見相關廟宇的創

設。由此廟宇興建情形、地名取號及福佑宮內部的經營管理情形，無不在在顯

示，淡水開港前臨河街區的漢人，主要是由三邑、安溪及永春人所組成，同安

人、汀州人、漳州人則為少數；前者之中，又以三邑人最居優勢和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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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1926年日本官方所統計之淡水街漢人原鄉籍貫人數和比率，雖

可相當程度反映清代淡水漢人原鄉籍貫的組成情況，但仍須仔細區辨各籍人士

在開港前後確切分佈及分籍、分類聚居的情形。從乾隆中期到同治元年淡水開

港前，比率高達52.6%的同安人，其主要聚居的地區，其實是在淡水周遭山區

聚落，部分以經商、勞力為主的同安人，則居於臨河港埠地帶。居於其次，比

率有21.8%的安溪人，少部分居住於臨河街區，大部分則居於今沙崙、崁頂、

下圭柔山、興福寮及小坪頂等一帶的山區或農墾區。居第三位的三邑人，比率

雖不及前二者，只有15.6％，但其主要的群聚區域，則是在臨河的街肆，並為

臨河地區的主流。導致如是分籍群居的主要原因，應當和各籍人士移居淡水時

間的先後、原鄉生活方式和謀生技能的不同， 4以及清乾隆中晚期以後，淡水

和全臺各地頻繁出現之族群分類械鬥的情形有關。開港前，淡水漢人如是之分

籍固著居住的情形，在開港以後，由於漢人土著社會的確立、西方外籍人士及

強勢文明的大量湧入、淡水烽火段、砲臺埔一帶港埠洋行和內外經貿的蓬勃發

展、清法戰爭的發生、族群籍裔和信仰習俗的日漸融合，以及日治時期之近代

式的統治等因素，不僅導致淡水地區人口結構和社會階級、分工模式的變遷，

也導致山區人口向臨河地帶的大量遷徙和不同籍裔分隔對立及分類信仰、居住

的情況逐漸被打破。1930年以後，關係原與同安人並不融洽的三芝客家人，即

開始越過八連溪，參與原為同安人信仰的八庄大道公輪祀祭典。原為安溪人所

信奉的清水祖師，在1932-1937年間，也由淡水各籍人士共同參與興建成今日

的清水巖，其內並配祀著由同安人、泉蚶人的祖籍神保生大帝及蕭王爺。5如上

4　 比如，燕樓李家同安原鄉馬巷廳李厝鄉，即是一農鄉，住民皆以務農為主，李鼎成來
臺後，初雖想以醫藥為業，最後還是選擇務農。

5　 1931年清水巖建廟委員會之主要發起人李文珪，即出自燕樓李家，祖師廟之配祀保生
大帝，和李文珪、施禎益等同安人的擔任委員，或許不無關聯。

本圖係筆者根據（莊家

維：1994：62）之圖所
進一步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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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融合的二重要案例，實皆清楚反映淡水地區在開港及日治後所逐漸出現之

族群融合的情形。淡水一地如是的發展演變，和臺灣整體的發展趨勢，無疑是

相當同步及相互呼應。

清代滬尾漢人各縣籍人士的族群關係

清代開港前不同籍貫漢人所存在之分類信仰、分類居住的情形，既已如上

述，那麼，他們彼此間關係的具體發展演變情形又為何？有關此問題，我們同

樣可以從漢人在清代淡水的開發歷程及民間寺廟信仰的發展演變情形，得到答

案。就像清代臺灣漢人社會，曾經出現從移墾社會到定居社會，以及從團結到

分類（分裂）衝突對立，最後又走向融合的情形，淡水這個地方社會及其族群

關係，亦不例外，只是發生的時間點有些不同罷了。前言，漢人在清代淡水的

拓墾開發，在乾隆初年已出現滬尾等三個農莊。此時，由於地廣人稀，可開發

的空間及可獲取的資源還有許多，在開發的過程當中，亦極需彼此間的相互合

作，是以不同籍貫漢人的關係應是處在比較團結和諧的情況。至少在此階段，

皆未傳出族群對立衝突之案例。到了1760-1765年，具有港埠商貿功能的滬尾

街市已然形成，並且草創了淡水第一間宮廟。從嘉慶重建的福佑宮主要係由泉

州、汀州及永春州七邑人士所共同合資興建，甚至還有漳州、粵東信士皆一起

捐款參與的情形來看，雖然此時三邑人已具主導優勢，但當時滬尾地區各種不

同籍貫人士的關係，由於人數尚少，機會亦多，故應當還相當和諧。

大約在1765年以後，隨著各籍移民人數的日益增多，北部地區可耕地面

積、貿易商機及各種資源又逐漸減少的情況下，各籍移民為了爭奪土地、水

利、商貿、港埠等各種有限利益，便開始出現分類衝突、械鬥的情況。此種情

況，歷經嘉慶、道光二朝的逐漸升溫，到咸豐年間達到最高峰。咸豐以後的同

治、光緒年間，因定居或土著社會的形成，開港後西方文明勢力的大舉湧入、

內外貿易的繁榮發達、清法戰爭的發生等因素，便日漸消聲匿跡。臺灣整體情

況如此，淡水亦不例外，只是發生時間較晚一些。如上所論，福佑宮於1839年

1840年重修後一年，淡水即曾出現三邑人與同安人持械互鬥的情形，顯示此時

雙方的關係已頗為惡劣，同安人之所以未積極投入福佑宮的重修，其故亦在於

此。在此之前的1804年，《燕樓李氏族譜》亦記載淡水地區曾發生相當嚴重之

漳泉械鬥情事。李家在今北投子的祖厝即在此次械鬥當中第一次被焚燬，其族

人亦因此而避居滬尾街（李子成，1995：29）。1823年，汀州人所建鄞山寺

（汀州會館）落成，其後亦傳出該寺之汀州人與草東里之泉人進行風水鬥法的

鄉野奇譚。此傳說的背後，或許正反映出當時泉人與汀州客人間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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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是受到臺北盆地之「頂下郊拼」等械鬥事件連動的影響，清代淡

水最為嚴重的族群械鬥衝突，同樣也是發生在咸豐年間。據《燕樓李氏族譜》

言，1853年，三邑人連同永定、安溪二縣人士，與漳州、同安人再度互鬥，導

致李家祖厝第3度被毀。從此次被當地稱為「七縣反」的族群械鬥當中，可見開

港前淡水漢人族群的關係，三邑人和安溪、永定人，比較是站在同一陣線，而

與人數較多的同安人相互對抗。長期以來相當頻繁，特別是咸豐年間最為嚴重

的族群械鬥，以及族群間的緊張對立關係，其所帶來的影響實相當深遠。燕樓

李家各房宗親，正是基於如是原因，以及人丁興旺、原居土地已不夠生息的緣

故，而在1830年左右，開始從祖厝所在的北投子，往更深處的中寮、水梘頭、

屯山、田心子等山區遷移。（楊玉菁，2011：45-46）此外，也是基於抵禦外

侮的緣故，李家亦開始積極鼓勵族人廣泛習文練武，進而考取各種文武功名。

落成於1858年，為三邑頭人黃龍安所號召興建的滬尾龍山

寺，據學者考證推論，其背後最為直接主要的推動力量，

應當就是頂下郊拼及頻繁的族群械鬥。（卓克華，2000）

臨河的滬尾街區，於1854-1857年，之所以快速興建3間

王爺廟，背後固然有瘟疫流行這樣的原因，但相當嚴重的

族群衝突和械鬥，應該也是頗為重要的推進力量。筆者以

為，正是身處在這樣的時代社會氛圍與嚴重對立的族群關

係當中，此外，也基於李家的族人在1830年後，已逐次向

淡水、三芝多處山區分頭發展的緣故，由是為了更加緊密

穩固的團結李氏宗親及同安鄉親的情感和力量，以共同來

對抗三邑、安溪和永定人，原來只是奉祀在中田寮的保生

大帝，便在李諒的出面號召倡議下，而於1855年正式開啟輪祀的歷程。參與輪

祀的八個聚落，主要便都是同安籍鄉親所聚居的地區。

八庄大道公輪祀原因的最後綜論

先前有關八庄大道公開始輪祀的原因，主要有神明靈驗、節約浪費及戲

班引起等三種說法。神明靈驗一說，在李銅池〈序〉文中已隱隱提及。然靈驗

雖是任何信仰開始輪祀的重要根基，但這樣的說法，並未解釋為何是在信仰

開始後的60年，才進一步提出輪祀。此外，也無法解釋，為何初期輪祀的角

頭，只出現在同安人聚落，而類似三邑、安溪、永定人的聚落，並未如今日般

的加入輪祀行列。李銅池寫作此文係在1933年，距輪祀開始時間已有77年，

此時淡水地區漢人的祖籍意識已相當淡化，而族群關係亦已頗為和諧，所以李

銅池〈序〉文完全未提及輪祀開始時期族群間的對立情形，也十分自然。至於

創建於1858年的龍
山寺，創建原因和頂

下郊拼後的族群對立

有關，故最初參與創

建者，從寺中所存如

上碑文，可見皆以三

邑人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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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二說，雖不能說全無可能，但同樣不足以構成輪祀開始的主要動力，而且

也同樣未能說明上述問題。輪祀開始的重要推進力量，除上面所言之時代及族

群因素外，還可從制度發起人李諒的親身遭遇，以及燕樓李家面對當時嚴峻之

族群對立所做出的種種回應來說明。「李氏宗廟在清朝中葉時，歷經三次分類

械鬥、三度被焚，⋯⋯李家族人為保護家族，李家男丁大多會練武強身，科考

應試上，也以武科居多文武功名比例為4比6（名），李家將分類械鬥的危機，

成功轉化為家族躍升的動力，⋯⋯繼而成為地方的領導中心。」（楊玉菁，

2011：80-81）《淡水中寮李家之研究》一論文的如是重要結論，事實上也很

適合拿來說明，燕樓李家在推動八庄大道公輪祀一事上，何以會扮演著最為關

鍵的角色。於此處尚可進一步追問，在李家眾多宗親中，何以最主要的推動

人，乃是次房的李諒？如前所述，李諒親弟扶助，在1841年同安人與三邑人

的械鬥當中不幸慘死。李諒本人既親歷此事，自然也會深受刺激與打擊。此後

的李諒，即更積極鼓勵其子孫勤習武藝，進而去考取武舉功名，以此來抵抗外

侮。所以當時燕樓李家各房，最先考取淡水廳武學郡武生的，便是李諒之長子

李佛望；而李諒一房，向來亦以專長於武藝而聞名於家族內外。《燕樓李氏族

譜》即言：「吾族武舉二名都落在次房，

又武秀才亦有二名。依此可見次房專長於

武不是誇言。」（李子成，1995：191）

由此應可推測，當時李家各房之中，領導

李氏家族及同安鄉親共同對抗三邑人的，

頗有可能就是李諒。李諒除鼓勵自家子孫

習練武藝外，也試圖藉由大道公的輪祀，

來緊密團結分居淡水各地的族人和同安

人。嘗試藉由祖籍神明信仰、神明輪祀或

祭祀圈內各角頭輪流擔任主祀的方式來

團結鞏固同籍鄉親力量的情況，在械鬥相當頻繁的臺北盆地類似三邑、安溪或

同安人的族群當中，早已十分普遍。大龍峒保安宮、和尚洲兌山李的輪祀大道

公，以及艋舺清水巖的中元輪普，都是顯例。（辜神徹，2007：139）即在淡

水一地，亦有三邑人緊鑼密鼓的籌劃興建龍山寺，而安溪人亦有輪祀 公和共

同奉祀清水祖師的情形。據此而論，李諒及燕樓李家在頂下郊拼後的第2年，即

1855年，受到當時環境的刺激和影響，而開始發起八庄大道公的輪祀活動，自

是相當貼切合宜的自保措施。

總而言之，今日我人在嘗試考探160多年前八庄大道公輪祀起源的可能原

因時，除了要去採集今日地方所流傳的說法外，應該也有需要重新回到當時的

位於今淡水北投仔的燕

樓李家宗祠，在清代開

港前，曾歷經3次的焚燬
及重建，此建築物，實

見證著清代開港前淡水

族群所曾存在的衝突與

對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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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境及族群關係去做思考，由此再進一步衡量諸說，如此方可得出較為接

近事實的原因。當然，八庄大道公的輪祀，一開始固然和團結同邑鄉親以共同

對抗他邑人士的考量有關，但隨著時代、社會、政經情勢和人類思想行為的不

斷發展演變，以及信仰、輪祀活動的持續進行，原來帶有人為分類、相互對抗

意蘊的新信仰模式，到最後，反轉變成團結融合各種不同籍裔的重要力量。神

靈信仰本身所具有的超越性和超地域、超族群特質，以及人類思想行為和歷史

的變易無常、自我反省調整的傾向，由此信仰的不斷發展演變情形，正可看到

一重要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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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清水巖外觀。

淡水地區「蓬萊老祖」
信仰發展及其年例慶典

撰　　文｜�簡有慶（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
圖片提供｜簡有慶

「蓬萊老祖」為淡水、艋舺兩地清水巖所共同奉祀的清水祖師神像，因神像能「落鼻示

警」，因而在北臺灣擁有眾多信徒。艋舺清水巖自古為臺北盆地安溪人的信仰中心，因此老

祖在艋舺的發展以地緣性的「安溪佛」身分為主。而淡水方面因於清代清法戰爭時護佑淡北

有功之外，日治初期因為發生瘟疫及農作物蟲害，眾人恭迎祖師神像出巡掃除災疫，顯示老

祖已成為多元族群的淡水人之共同信仰，因此「淡水祖師公」信仰族群色彩較淡，時常被外

地迎請，故淡水街及周邊的農村，除了農曆五月初五、六日及月底幫老祖舉行年例祭典之

外，農曆八月則是配合農村秋社的謝平安祭典一同舉行。淡水、艋舺清水巖為保護老祖神

像，於2016年的農曆六月開始謝絕外請，並由其他分身代替老祖繼續其北臺巡歷的年例行
程。

Penglai Lao-tsu is a Qingshui Zushi statue jointly worshipped by Qingshui Zushi temples in 
Tamsui and Bangka. It has many believers due to the ability to “give  warnings by having its nose 
fall off.” Bangka Qingshui Temple has been the belief center of Anxi people in the Taipei Basin  
for centuries and so Lao-tsu developed in Bangka mainly as “Anxi Buddha” with a  local flavor. 
As for Tamsui, the people believed Lao-tsu protected the town in the Sino-French War and also 
enthusiastically welcomed the statue when it was paraded around to drive away disaster in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when there were epidemics and the crops were struck by pests, showing 
that Lao-tsu became a joint belief of people 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of Tamsui.   

Consequently, Tamsui Zu Shi Gong belief has less of an association with a particular ethnic 
group and the statue was often invited to visit other temples. Therefore, as well as annual worship 
ceremonies held for Lao-tsu on the fifth and sixth day of the fifth lunar month and the end of the 
month in Tamsui Street and surrounding villages, a joint thanksgiving worship ceremony is also held 
in the eighth lunar month on rural Qiu She Day. To protect the Lao-tsu statue, the Tamsui and Bangka 
Qingshui temples stopped accepting invitations for the statue to be loaned to other temples in the sixth 
lunar month of 2016 and Lao-tsu was replaced by another statue  on the annual tour of north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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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例」祭典一詞的使用，在臺北盆地較為盛行，指一年之中依照慣例所

舉行的例行性祭典。而舉行「年例」的理由，有的是神明誕辰，有的是為了紀

念某件事情，而本文所談的「年例」，是專指一個地區為了輪祀極具靈驗的神

像，按照日期的排程所舉行的祭典。 

淡水清水巖奉祀之蓬萊老祖，為一尊歷史悠久之清水祖師神像，據傳為安

溪清水巖祖廟開基神像之一，因頗為靈驗，被當地人士崇奉至極，清法戰爭之

後受清廷頒發「功資拯濟」御匾，信仰逐漸遍布北臺，時常被各地迎請出巡作

客，過程中神像能「落鼻示警」，不但能幫助信徒避開災厄，或是顯示神意的

喜怒，皆被認為是一尊獨具靈性的神像。後因蓬萊老祖身具「艋舺祖師公」及

「淡水祖師公」兩者身份，但因艋舺清水巖自清代以來為臺北盆地安溪人的信

仰中心，反觀較晚建廟之淡水清水巖，信徒則較多元、遍布較廣。日治時期淡

水與艋舺爭奪神像擁有權，被法院判為半年駐蹕艋舺、半年駐蹕淡水，因此淡

水人能祭拜到蓬萊老祖的時間非常短暫，農曆五月及八月方能迎請祭祀。因蓬

萊老祖信仰2016年農曆六月起為了保護歷史悠久的老祖神像，淡水與艋舺清水

巖共議謝絕讓各地迎請，對外聲明欲參拜蓬萊老祖者請至淡水、艋舺清水巖參

拜。而原先蓬萊老祖的年例行程，則以其他分身代替，不影響信仰區域的年例

祭典的輪祀運作。

蓬萊老祖之來歷與建廟

清水祖師俗名陳普足，為中國福建安溪的得道高僧，其信仰傳說以祂在世

時祈雨屢獲感應而聞名，後來安溪當地舉凡久旱不雨，甚至是蝗害、疾病等，

鄉民皆會前往蓬萊山清水巖祈禱，或是迎請祖師神像、香火巡視，虔禱皆能如

願，因而在1164年（南宋隆興2年）至1213年（南宋嘉定6年）間，祖師共計

被敕封4次，為「昭應」、「廣惠」、「慈濟」、「善利」大師等封號，證實了

1. 2016年農曆六月前，
蓬萊老祖神像時常被

外請出巡作客。

2. 2011年三空泉八月年
例蓬萊大祖落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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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祖師信仰在南宋時早已成為福建地區重要的信仰。清水祖師又被稱作「烏

面祖師」，這是祂生前在石洞中與山鬼鬥法被煙給燻黑的，使民眾認為祂有無

邊的法力。祖師生前親闢之道場為1083年（宋元豐6年）創建的安溪蓬萊清水

巖。1該巖最早奉祀的6尊祖師神像，相傳其來歷為祖師曾經醫治好宋代皇后的

乳疾，當時祖師婉拒朝廷賞賜之金帛，只以一大塊的沉香木代替，而此木即為

神像之由來。2而淡水清水巖廟方亦稱廟中奉祀的「蓬萊老祖」即為其中的一

尊，該神像常以「落鼻」指點信徒避開災厄，故又被稱為「落鼻祖」、「落鼻

祖師」、「落鼻老祖」，而簡稱「老祖」。其落鼻典故在1757年（乾隆22年）

之《安溪縣志》卷九〈仙釋〉即有提到：

宋普足禪師，永春人，……，今像黧黑，被畲鬼煙薰至然

也。又傳山寇至斲斷像鼻，僧人取以傅之，了然無跡。如有不愜

鼻輒不見，頃之或得諸袍袖中，或得之胸腹前。3

因而每遇天災地變、火災人禍，或是信徒冒犯等皆會落

鼻。據傳只要一落鼻，鼻子不一定是在神像周邊找到，有時可

能會吸附於大石上、樹幹上或是電線杆上，絕不會掉落在地

面。而且在主事者曉知落鼻所指示的事項之前，鼻子是無法用

香灰黏合的。4因而在淡水清水巖內的許多祖師分身，甚至分香

出去的神像，會故意將鼻子削下來再黏回去，讓祂同樣能「落

鼻示警」。

關於「蓬萊老祖」渡臺的歷史有許多種說法，大致分為兩類：

其一是根據淡水興福寮的說法，為當地有幾位人家挑菅芒草送至淡

水碼頭販賣時，遇到了一位來自泉州安溪清水巖的和尚向他們化

緣，但這些人家境並不富裕，無法捐助經費幫助和尚返回中國。

後來這幾名挑夫一連3日都遇見此和尚，無奈只好用3擔（一說是

5擔）菅芒草換取祖師神像，俟後認為當地為山區的小聚落，若是

留在淡水街上神力才能發揮，但條件是每逢興福寮年例祭典，祖師

廟中的神像有權全數迎請，在臺灣光復前「掛單」5亦不需添香油

錢。6其二是相傳淡水翁種玉偶然遇到一名安溪清水巖僧侶，因旅費被竊而到處

1　「蓬萊」亦作「彭內」。
2　陳根旺，2003：10。
3　莊成主修、沈鐘、李疇纂，2000（1757）：632-633。
4　 因蓬萊老祖神像是沉香木，故淡水清水巖建議黏祖師鼻子的香末以沉香粉最適合，而
非一般的香灰。

5　 到廟中或神明會請神時，都需要跟管理單位登記，而這個過程稱之為「掛（刈）神
尊」，又稱「請駕」，而登記神尊出入駕的簿子即稱為「掛（號）單」，最後「掛
（刈）單」也成了請神的專有名詞。

6　 由樹興里蔡國治先生口述（蔡先生自其祖父、父親皆擔任當地之保正、里長，其自身

1.  2011年竿蓁林年例蓬萊大
祖落鼻，道士帶領里長詢

問祖師落鼻原因。

2.  相傳用清水和香灰就可將
祖師的落鼻黏住（2011
年淡水三空泉年例）。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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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緣。翁氏乃募款資助該名和尚，於是就把攜來的祖師神像讓渡給他。起先奉祀

於翁氏祖廳，後因眾人參拜不方便才移至街上翁家「濟生號」店鋪內。7又據其

後代翁蘇明先生所述，8說明此神像是在1867年清水巖僧迎請一尊祖師神像至南

洋出巡，神尊為祖廟鎮殿的六尊神像之一，船遇颱風翻覆，神像漂流至岸上被

興福寮苦役所奪。翁瑞玉、翁種玉昆仲以淡水安溪六姓頭人的名義取得神像，9

再附巖僧400元（墨西哥鷹洋），安奉於東興街一五番地住所及重修完成的艋舺

清水巖讓人膜拜，成為兩地人心共同信仰所在。再據《臺北廳社寺廟ニ關スル調

查》「廟宇ニ對スルト人民歸響的情況」：

廟宇對於人民影響的情況：

剛開始僅侷限於安溪縣人祭祀，近二十年來10成為淡水街全部及附近市

集部落人民信仰所在，其中以迎祖師公治病的場合最為盛大。

廟宇的中心團體：

主持祭祀及其他庶務的為翁權及周金釵兩名安溪人。歸依人民之數目：

淡水支廳的全體住民。定期的祭典有舊曆正月六日及同年五月六日（祖

師公的誕生日）每年兩回，其費用全市街的信仰者醵出。平時及臨時的

祭典由附近居住者及翁權的家族，負責朝夕焚香禮拜事宜。建廟基本

金，據傳由當時淡水駐地司令官孫開華寄附八百元，另傳部分人士近來

提倡建築宏偉壯觀的新廟宇。
11

由上文得知，蓬萊老祖一開始只限於給泉州安溪籍人士祭拜，直到清治末

期、日治初期開始，才逐漸擴大到整個淡水街上和鄰近的聚落。因此參拜的民

眾也是日漸增多，先前的濟生號提供的祭祀空間不敷使用，故於1931年（昭和6

年）成立「淡水清水巖祖師廟興建委員會」，並於現址興建清水巖祖師廟。12

也擔任里長20多年）。
7　 總督府調查課，1915，淡水公校調查，「祖師公宮」有所記載：「淡水東興街的翁冊
（現管理人翁權之祖父）在偶然的機會，遇見了來自清國清水巖渡臺僧侶，此僧因旅費
被竊而到處化緣。翁冊憐憫其遭遇，召集同志集資百數拾元，悉數讓予僧人，因此僧就
帶其攜帶而來的神像度讓給翁冊。翁冊在今東興街一四番地家室中立廟，當地安溪人全
體共同奉祀及捐獻寄附金。」

8　林渭洲，1993：174。
9　此六姓為：翁、洪、江、汪、方、龔。
10　約西元1895年前後。
11　同註7。
12　 1931年10月1日《臺灣日日新報》〈淡水祖師廟興工建廟〉：「淡水街崇祀清水祖師，
神靈顯赫，信仰者甚多。惟廟宇係以民家充用，且甚狹窄，故每年祭典之日，參拜者
輒擁擠不開，交通為之杜絕。於是該地士商每次提議別建廟宇，以狀觀瞻，然久議未
果。者番幸李文珪氏等熱心鼓舞，擇定廟地，請官批認，遂於中秋前二日，由發起人
等，邀集該地有志數十名，開建築磋商會於信用組合樓上，先由管理人陳有生氏起述
開會辭，然後選任建築委員，許丙氏為委員長，汪明燦氏為副。其他盧阿山、李文
珪、吳傳宗、雷俊臣……諸氏，皆為常務委員，即時協議建築諸事宜，滿場贊成通
過。建築事務所設於淡水信用組合內，四方善信，有志寄附者，可向該事務所報明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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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老祖能夠從淡水泉州安溪移民的守護神，變成淡水地區的代表信仰，

是因為在清法戰爭護佑淡北有功，以及祂在各地巡歷時所留下來的傳奇故事，

都是促成蓬萊老祖信仰的擴散。

在清法戰爭方面，1884年（光緒10年）滬尾一役，清水祖師庇祐福建陸路

提督孫開華擊退法軍，並由臺灣巡撫劉銘傳於1885年農曆六月二十三日上奏，

懇請朝廷頒發御匾，於清代光緒朝起居注冊有詳加記載：

二十三日庚寅

上詣儲秀宮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前請安內閣奉

諭旨劉銘傳奏神靈顯應請頒扁額等語福建滬

尾地方歷來崇祀

天后及

觀音大士

清水祖師毋（每？）遇旱潦灾祲瘟疫等事祈禱輒應

並保衛地方神靈疊著實深寅感著南書房翰

林恭書扁額各一方交劉銘傳祇頒分別敬謹

懸卦（掛？）以答

神庥欽此

是日

起居注官裕德龍湛霖13

而在《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中亦記載：

○庚寅。……○以神靈應。頒福建滬尾地方

 天后廟扁額曰翊（翌？）天昭佑。

觀音大士廟扁額曰慈航普渡。

清水祖師廟扁額曰功資拯濟。14

蓬萊老祖的信仰在清法戰爭淡水一役獲得了朝廷的認證，受頒光緒皇帝

的御匾，成了助戰護國保民的神祇，但御匾也促使了淡水和艋舺兩地蓬萊老

13　徐致祥等敕撰，1987：12935-12936。
14　薛頌留發行，1969：1955。

艋舺清水巖功資拯濟御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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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信徒之間的分裂，這段故事鈴木清一郎在1934年所著之《台灣舊慣冠婚葬

祭と年中行事》「對擊退法軍有靈驗的台北清水祖師廟」中也加以記載：

關於清水祖師，原來是供在淡水一個姓翁的家裡，可以說是私人所供奉的

神。後來中法戰爭時，清陸軍提督孫開華，由於向祖師禱告而擊退法軍，於是

乃奏請朝廷頒賜匾額。可是翁家的房屋很小，沒有地方懸掛這塊御賜的匾額，

後來艋舺新建好這座祖師廟，才把這塊匾額正式懸掛在廟裡，而落鼻祖也就應

信徒的懇求，而變成一位來往於艋舺與淡水之間的神。不過淡水信徒非常多，

因而就經常把祖師像留在淡水，乃惹起艋舺方面信徒的不安，而要求把祖師像

正式供在祖師廟內。這時淡水的信徒就紛紛抗議說：『該神像本來即屬淡水之

祖師，艋舺人無權奉迎』結果在大正六年六月，淡水的管理人為了祖師神像的

去處寫了一封道歉信15。

但最後的結果，蓬萊老祖單月駐蹕艋舺、雙月駐蹕淡水，只

是淡水街上的人替祖師舉行慶典的時間為五月；又艋舺清水巖於農

曆七月十九、二十日舉行的中元普度，為臺北盆地安溪人重要的祭

祀活動，祖師神像屆時務必留在艋舺，因而淡水人與艋舺人相互協

調，故蓬萊老祖神像於五月駐蹕淡水、六月駐蹕艋舺。

在清法戰爭顯靈一事，不足以解釋清水祖師已成為全數淡水

人的信仰，因為當時的皇帝也分別頒發了「翌天昭佑」、「慈航普

度」的御匾給淡水福佑宮的媽祖及龍山寺的觀音，所以淡水祖師信

仰的傳播，應是以靈著事蹟向外擴散，特別是「落鼻」的事蹟。最

早記載祖師落鼻的事蹟，為1876年農曆十一月廿三日，16新北市石

門恭迎祖師遶境，結果隊伍至港口落鼻，庄民紛紛跑到港邊觀看，

沒想到天搖地動，房舍倒塌，人們為目睹老祖落鼻而避開了這場災

厄，都認為是祖師的庇祐。另外日治時期鈴木清一郎也曾紀錄祖師有一次在遶

境時，經過臺北的龍口町（今古亭附近），神像忽然落鼻，沒多久沿路街道有

人家因為金紙的灰燼而引發火災。17落鼻的事蹟也見於日治時期的報紙：1936

年6月16日《臺灣日日新報》：

〈淡水街祖師遶境續報〉……又淡水郡三芝庄尖山湖，日前曾恭

迎祖師遶境，於途中忽覺神鼻脫落，找尋不得，乃向神前問筶，則暗

示於回廟期日，果於翌晨，有發見置在鴨舌埔橋頭之石上，即時通報

該地當事者，庄民莫不欣快，咸謂神靈之顯赫，故本年參加陣頭，尤

加踴躍，屆時必加一層盛況云。

15　本段譯文參考高賢治、馮作民譯，1971：304，及感謝蔡錦堂老師指導翻譯。
16　此為淡水清水巖沿革所記載的日期。
17　鈴木清一郎，1934：285。

淡水及艋舺清水巖蓬萊老祖

停止外請之共同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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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田野訪談中，也常聽到因為迎神祭拜的過程不合禮制，所以祖師動怒

而落鼻。最常聽到的是因為迎神的鼓樂未盡其責，在祖師上下轎時未演奏而落

鼻。又淡水山區楓樹湖五月十九日年例，有一戶人家嫌爐主家太遠，不願挑祭

品前往參加祭拜儀式，而偷懶在自家門口設祭，結果觸怒了神靈，蓬萊老祖因

此落鼻，眾人十分驚恐，從此沒有人敢偷懶不去爐主家參與祭拜了。

不單是落鼻的傳聞造就祖師信仰的擴散，祖師生前亦以祈雨致應而聞名，

在臺灣也有相同情況者，如1934年9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八里庄旱害 祖師

廟求雨〉：

淡水郡八里庄水田，不能播種者有百甲，灌溉水不足約二百甲，

稱數年來所罕見，農民非常憂慮，遂謀諸有志者，去五日午後二時在

同庄渡船頭，祖師廟求雨云。

除了上述的靈蹟故事，筆者於竹圍收到一則故事：有一年遶境隊伍經過吳

仔厝時，恰巧該地房舍忽然失火，眾人為了救火將祖師神轎置於一塊石頭上，

當滅火後抬起神轎時，赫然發現底下的石頭竟然是尖的，大家都認為是祖師公

顯靈，才使神轎不會摔下來。又臺北市北投地區，於日治時期開始迎淡水祖

師，起因乃是農田慘遭蟲害，18恭請祖師巡視田園除蟲頗具效果，而神輿無法經

過之地方，農家則拿符令以竹竿夾之而插於田間，也是有同樣的功效。

臺北盆地有些地方甚至會迎請蓬萊老祖問神，19一般都是神靈降於乩身，

在醫藥不發達的年代請祖師公行醫濟世，這在前文《臺北廳社寺廟ニ關スル調

查》淡水公學校調查「祖師公宮」部分有提到淡水地區亦有「迎祖師公治病」

一俗。有人相信從神像底部或落鼻之凹洞處挖下來的木屑當藥引，就能夠藥到

病除。

因此蓬萊老祖駐蹕於淡水，神像往往都會被外縣市「刈單」請去參拜，我

們從淡水祖師廟的紀錄來看，農曆二月老祖多在宜蘭、基隆、新莊、汐止；四

月多在臺北市北投區；五月在新莊、淡水、三芝、北投大屯山、紗帽山一帶；

八月在淡水及宜蘭；十月在北投、汐止、淡水、基隆、新莊；十二月於臺北市

文山區、北投區、新莊。因此扣除正、三、六、七、九、十一月祖師駐蹕於艋

舺的時段，淡水人要參拜蓬萊老祖，時間算是相當程度的有限。

淡水地區農曆五月蓬萊老祖年例

淡水舉行蓬萊老祖之年例，大致上是以驅逐瘟疫及農作物蟲害兩者原因而

起。驅逐瘟疫一說乃早期醫療不發達，加上衛生條件不佳等因素，容易流行傳

18　筆者亦曾聽聞是因耕牛得到瘟疫。
19　參見辜神徹，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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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疾病，在瘟疫發生之際祈求蓬萊老祖出巡掃除病情，依《臺灣日日新報》於

1898-1900年，剛好都有報導滬尾街庄迎請清水祖師驅瘟逐疫的新聞：

1.1898年8月24日〈迎神驅疫〉

茲聞滬尾各街，因日來疫氛傳染，遭者禍不旋踵，居民駭極，各街民詣清

水祖師廟，拈香求禱，迎請神駕出遊夜市，驅逐瘟疫，祈保闔境平安。茲擇於

八月十七即陰曆七月初一日夜起至十九日止，連遊三夜。各處街道打掃潔靜，

結綵燃燈、夜市輝煌，爆竹聲鬧、鼓樂喧闐，各街首董信士等，拈香隨神走

道。旌旗牌傘，對對成行，殊覺熱鬧，紅男綠女，觀者如堵，擁擠不開，誠天

真不夜，神靈赫濯也。

2.1899年3月24日〈滬尾瑣聞 迎神驅疫〉

滬尾一帶每處街庄各有恭迎清水祖師到處繞境，凡有男婦老幼皆誠心敬奉

以祈驅逐疫氣，至此次較前月，其疫氣頗靜，雖有傳染亦是少許而已。況辦務

署各處清溝掃穢，其功力亦甚大矣。聞滬地前年雖有傳染，不過數日而已。茲

既數月矣，尚未得安靜，所以處處人民誠心恭迎眾佛到地拈香祈禱平安，至年

終擇日建醮賽神，以表誠心之至意也。

3.1900年7月10日〈滬尾雜信 迎佛逐穢〉

清水祖師擇於六月十一值遊遶暗境連遊三夜，街眾燃燈結綵齋戒敬奉。凡

有信士欲助其鼓樂者，不論何處，是夜各宜在龍山寺口等齊，以便遊街遶境，

誠為一番熱鬧矣。

上述淡水迎清水祖師，日期時為農曆七月、二月、六月，而現今固定農曆

五月初五、六日的年例形式，約莫形成於1912年以後，20遽聞乃因祖師正月初

六日佛誕日已過，若在五月初五、初六，則可與端午節祭品順道準備，同時也

是農閒等待稻穀收割之時節，大家較有時間準備祭典。21因日期與清水祖師圓

寂成道日五月十三日相近，故又被當作是慶祝祖師公成道之慶典。然五月自古

被視為惡月，百毒孳生，因此端午節歲俗也伴隨著避災穰禍的意涵，在清乾隆

《泉州府志》卷之二十〈風俗〉有記載五月設醮送船驅瘟的相關習俗：

五月初一日……是月無定日，里社禳灾。先日延道設醮，至期以紙為大舟

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備，陳鼓樂、儀仗、百戲，送水此焚之。近竟有以木

舟具真器用，以浮於海者。22

20　參見《臺灣日日新報》相關之報導。
21　吳勝雄，1978：124-135。
22　懷蔭布修、黃任、郭賡武纂，2000（176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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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端午節舉行祖師公暗訪，更有驅逐邪祟的實質意義，故在初五日暗訪

清水巖更安排燒四方金的儀式，除了安營之外，更將凶煞阻擋在外使境內平安。23

在臺灣光復40年代末期政府推行統一拜拜之前，農曆五月初七日開始蓬萊

老祖與關渡宮二媽神像由北海岸三芝、石門一帶的聚落輪祀，至五月中旬才返

回淡水，十七日起由臺北市北投區粗坑一帶接續，十八至二十日分別為淡水區

巴拉卡、24楓樹湖、水梘頭迎請；廿一日又往三芝區北新莊、土地公埔、圓山頂

接續。其中由北投粗坑開始的年例又與木柵忠順廟保儀大夫為祭祀之主神，其

由來乃因農作物病蟲害之故而發起，在1900年（明治33年）6月27日《臺灣日

日新報》〈滬尾兩件、迎佛演戲〉提到：

水梘頭、新庄仔庄及土地公埔庄，于月十七日演戲至二十六日，計共

十檯。每早流輪迎送至午後演戲。蓋自前年茶有生蜒、地瓜有生 仔

虫，一自迎保儀大夫及清水祖師到處演戲，其蜒及 仔虫遂滅，故年

年恭迎而演戲云爾。
25

據田野觀察，此年例除以保儀大夫、清水祖師之外，亦同時迎請關渡媽

祖、三芝埔頭媽祖、淡水龍山寺觀音以及九庄保生大帝一同祭祀。而水梘頭本

來五月年例以保儀大夫為主神、八月年例以清水祖師為主神，因人口外移才合

併至五月一同舉行。26

淡水地區農曆八月蓬萊老祖年例

淡水街周遭以農業經濟型態為重的聚落，是以八月作為年例祭典的時間，

而這些聚落祭典的型態，可謂古代里社「秋社」祭典之遺俗。

古代人祭祀社神的日子稱為「社日」，其又有「春社」和「秋社」之分，時

間為每年立春後的第五個戊日為春社；立秋後第五個戊日秋社。但現在舉行春秋

二社的日期，多固定於二月初二日及八月十五日的前後舉行。在1871年陳壽祺等

撰之《福建通志漳州府》卷五十六〈風俗〉「歲時」云：  

二月鄉民仿古春祈，斂金祀神，分胙而歸，謂之作福。……中秋祀土

神，蓋古人春祈秋報之意，鄉人作社事，謂之社戲。

《福建通志台灣府》卷五十八〈風俗〉「歲時」亦記載：「中秋祭當境

土地，張燈演戲，與二月二日同，春祈而秋報也。」以及陳培桂撰之《淡水

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農事」有：「歲時祈報，里中鳩錢祭社，祭

23　由淡水清水巖老三祖負責處理燒四方金的事宜。
24　因當地人口數少，故於2005年停辦。
25　文中提到的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六日，為農曆的五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
26　辜神徹，2008：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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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淡水街迎祖師公之香條（左）及相關告示
（右）。

2 端午節清水祖師暗訪。
3. 淡水水梘頭五月二十日年例，為驅逐農作物蟲
害而發起。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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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竿蓁林因有泉州安溪大坪高姓與張姓的移民，八月年例除迎請淡水街上的神明之
外，亦增加了北投石頭厝和淡水小坪頂兩處集應廟之保儀尊王和林氏夫人（筆者攝

於2011年）。
2. 淡水八月年例以「三官大帝、清水祖師、福德正神」為主要祭祀對象。
3. 淡水八月的年例，是結合三界公、祖師公、土地公三者的祭典（筆者於2005年攝
於樹林口）。

4. 八月年例必先祭拜玉皇或三官大帝。

3
2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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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飲，謂之食福」，27以上的文獻紀錄，都證明了八月的祈報乃源自古代的社

祭。又據日人鈴木清一郎在1934年所著之《台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

「第三編年中行事と例祭」八月卷指出：

「謝平安」是每年八月以後所舉行的祭典，也就是還正月十五「祈福」時

所許下的心願。因為人們都相信，自己一年來的平安和豐收，都是出於神的保

佑，所以才舉行這種感恩祭。
28

淡水一帶自農曆八月初一日起各聚落輪番演戲，於1897年9月10日《臺灣

新報》〈神不可瞞〉有刊載：

滬尾鄉村自八月朔起各庄演戲，或一庄而演一檯，或一庄而演兩、三檯，

每庄立一爐主而設幾個頭家者，凡當頭家者，預先鳩集庄眾捐項，屆期之日，

便費用演戲時際心以豬羊為大要，而粿品菜蔬各所其敬奉，藉非他歧，實由從

前祈神默佑人口平安、五谷豐登，至八月間即虔備俳優、醴物、金帛以過良

愿，以彼鬼初雖為天地之功用，有其誠即有其神，無其誠即無其神，民生覆載

之間，實賴皇天后土為呵護勢不得不然，以聊表徾忱焉。

上述淡水的「八月戲」最初只是單純的謝平安而已，但據聞後來加入蓬

萊老祖是因為農曆五月過後農作物發生蟲害，居民欲請祖師前來除蟲，但農曆

六、七月神像安奉在艋舺清水巖，最快也只能在八月迎請得到。29

以現今八月戲的祭祀活動來看，是以各庄土地公的祭祀為基礎，發展出祭

拜玉皇或三官大帝的謝平安，搭配蓬萊老祖及淡水街上的祀神（福佑宮媽祖與

水仙尊王、龍山寺觀音佛祖、清水巖五穀先帝）與自己聚落信仰（小坪頂張姓

集應廟、北投石頭厝高姓集應廟、關渡媽祖等）的神祇祭祀。通常各聚落上午

都會至街上各寺廟或前一個舉行年例祭典的聚落，迎請清水祖師等眾神與當境

土地公一同遶境，午後安座在當地的土地公廟、或活動中心、或臨時的紅壇，

再由淡水當地靈寶派道士帶領信眾祭拜玉皇或三官大帝後，再依序拜清水祖師

及列位正神，最後才是福德正神，而疏文亦分成三封依次進呈，就連戲班在辦

仙時亦須依次辦3次仙分別祝賀。

依照淡水清水巖的出入駕登記簿及筆者的田野紀錄，於農曆八月輪祀蓬萊

老祖的聚落各有11處，其舉行的時間日期如下：農曆八月初一日崁頂、埤島里

（林仔街）；初四日沙崙大庄；30初六日樹林口、畚箕湖；初八日竿蓁林；初九

日三空泉；31十一日北投子；十三日竹圍；十四日新興里；十五日鄧公里；十八

27　陳培桂，1870。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ji.sinica.edu.tw）。
28　高賢治、馮作民譯，1971：482。
29　由新北市淡水區新生里洪正宗里長口述。
30　自2006年起停止迎請蓬萊老祖、淡水街眾神、關渡二媽。
31　已停辦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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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小坪頂；二十日興福寮。而另外請清水巖祖師分身舉行祭典者有：八月十三

日八勢里；十五日水碓里、重建街；廿一日長庚里。

結語

清水祖師本為泉州安溪移民的共同信仰，在臺北盆地安溪先民於乾隆初

年於艋舺建有清水巖祖師廟，該廟每年農曆七月二十日慶讚中元，由「安溪三

堡」人士輪流值普。32而蓬萊老祖金身為同治年間來臺，初亦為淡水安溪籍人士

所敬奉，因能「落鼻示警」，逐漸轉為跨族群的信仰神祇。至1871年清法戰爭

滬尾一役顯靈助戰，光緒皇帝欽賜御匾，而躍昇成為北臺的守護神。而在淡水

於日治初期遭逢瘟疫肆虐，庄眾紛紛祈求蓬萊老祖並恭迎由暗境驅逐疫鬼，更

能看出清水祖師已成為淡水跨越族群的重要精神寄託。連帶影響周邊聚落甚至

是臺北盆地，舉凡地方發生瘟疫、農作物害蟲侵擾、久旱不雨、地方不靖，皆

往淡水迎請祖師神駕，依照迎請的區域，更擴及到北海岸、宜

蘭等漳州籍聚落。故蓬萊老祖雖為淡水與艋舺清水巖所共有，

艋舺清水巖的信仰仍帶有濃厚的族群意識，但其在淡水的身

分，褪去了族群守護神的色彩，即以「淡水祖師公」的身分成

了各處年例迎請祭祀的主神之一。

因為蓬萊老祖供淡水人迎請的時間有限，故發展出以「端

午」、「中秋」兩個歲時來祭拜老祖。而五月初五、六日淡水

街迎祖師遶境，呼應了端午節避災穰禍的節俗；八月淡水街周

邊的農莊接續賽神，則是以社祭於秋社對土地及眾神明崇功報

德的傳統，可以見得蓬萊老祖的祭祀融入了淡水人歲時年節的

記憶。

蓬萊老祖渡臺將近150年後的2016年，淡水艋舺兩廟同時

宣布蓬萊老祖不提供外界刈單迎請，以文物的保存來看，老祖

神像是北部迎請各聚落共同的信仰與歷史記憶，是需要妥善保

護。自該年農曆六月起，淡水方面僅維持五月初五、六日淡水

街庄年例，以及下半年廟方舉辦的外縣市巡香才有讓老祖出

門。其他則以蓬萊大祖及蓬萊祖來代替老祖的年例行程，繼續

淡水祖師公的信仰傳奇。

32　 第一堡：水返腳、錫口、大安、三張犁、六張犁、瑞芳、基隆。第二堡：深坑、坪
林、萬安寮、木柵、坡內坑、公館、景美、萬盛、興福、新店、頂文山、內湖。
第三堡：艋舺、大稻埕、三峽、淡水、新莊、山腳。（參見辜神徹，2008：134-
135。）

1.  「淡水清水祖
師」的信徒族群

較為多元。

2.  五月初五、初六
的繞境，淡水清

水巖會幫老祖換

上純金打造的五

佛帽。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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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清水巖的平安遶境
「安四方」之空間建構

撰　　文｜�張靖委（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碩士）

圖片提供｜張靖委

本研究是以傳統漢人聚落空間界定作為探討主

題。透過文獻回顧與解讀、田野調查、地圖套繪與判

讀，以新北市民俗「淡水清水巖的平安遶境」儀式內

容為調查對象，信仰面向上理解聚落之空間建構，探

討淡水街庄居民認定境域的方式，以及對境域範圍的

維持。

淡水街庄經由民間信仰的社群活動，將五營信仰

具體在聚落實踐，在空間上形成了一個完整而明確的

範圍，達到保衛聚落居民與彰顯境域空間的效果，形

塑五虎崗成為宜居的環境。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iscuss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spatial territory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ments. 
This article will use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terpretation, field 
investigation, maps of drawing and interpretations, religious 
ritual of New Taipei City state folk“Tamsui Ching-Shoei 
Tzuu-Shuey Temple Pilgrimage（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 
as the subject, intends to analyze the relative between 
the form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msui settlement 
and Five-forts Belief（五營信仰）. The main purpose is t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area boundary of the 
settlement was established with filed work and local history.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boundary of Tamsui 
settlement was clearly marked based on the set to the 
Five Forts during magnificent temple activities. Besides, 
protecting living safety of the residents, Five Forts created 
a livable surrounding in the settlement. At last, Tamsui Old 
Street settlement has steadily developed, and names Five-
tiger-paw Hills （五虎崗）today.

臺灣傳統漢人社會多以特定的地

理範圍、成員、組織自成一個社會單

元，也就是聚落，聚落的營建是以人的

生養為中心，建構成能同時滿足物質與

精神需求的地方，因此漢人的生活世界

不僅是有形的實質空間營造，也包括無

形的精神空間，承襲先秦兩漢已然發展 

的「中央——四方」空間模型，以及對

帝制中國軍隊衛戍的想像，透過系統性

的儀式周而復始的執行，形塑集體性的

共識與社會性的記憶，使居民內化出境

域觀念形成一個明確、可辨識的空間範

圍，強調一個共同體的形成，維繫著集

體安全感，使之成為宜居的生存場域。

「境」是臺灣傳統漢人社會標示其所居

處空間的一種詞彙，常見於法師的咒簿

及宮廟、居民的詞彙中，空間模型建構

下的境域如何被標定，各地因為條件等

的不同在形式與方法上各有異同，卻是

該聚落在具體實踐後的真實反映，也就

因為各地存在著異與同，使我們更能了

解臺灣漢人社會如何營造聚落有形與無

形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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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境域為題的研究本身就屬於科際整合的範疇，分屬於宗教學、人類學、

人文地理學、建築學、民俗學等學門領域，筆者回顧以淡水為題的相關研究，

有從大的空間尺度來探討聚落的分布，也有關於聚落的歷史發展、空間構成的

研究，而以漢式建築的形式作法、營建體系為研究則大都是古蹟、歷史建築的

調查研究，這些不同空間尺度與層級的研究在質與量上已具一定成果，足以提

供研究工作者對於淡水聚落的了解，而筆者另回顧關於淡水清水巖的研究，除

有形文化的研究之外，也有關於清水祖師的緣由、清水祖師信仰在淡水等地區

的發展、年例活動、廟與地方社會網絡的關係為研究方向的論文。關於淡水清

水巖祀神的研究有辜神徹《社群、傳說與神蹟：北臺灣落鼻祖師信仰之研究》

（2007），關於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以下簡稱「平安遶境」）的歷史研究有

彭美琴《淡水人的年度盛事——清水祖師遶境活動》（2007）、王怡茹《淡水

地方社會之信仰重構與發展：以清水祖師信仰為論述中心（1945年以前）》

（2011），關於淡水境域 的研究有王怡茹〈淡水清水巖祖師廟遶境儀式建構下

的信仰空間〉（2007）。綜合上述研究，筆者自2012年開始針對淡水清水巖平

安遶境進行田野調查，意識到淡水聚落的精神空間、淡水清水巖如何建構神聖

場域、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的現況內容仍是可研究的題目。

本文是一篇以地方為視野的文章，繼承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展開研究工作，

採取民俗學在「通時性」的研究取徑，以建築學對於聚落領域的認定方式與論

述方法，企圖了解淡水街庄自然與人文環境對精神場域的建構。在今日淡水地

區的民俗祭儀場合中，「淡水街庄」仍常被作為聚落名稱使用，淡水街庄分佈

在五虎崗，五虎崗是大屯火山熔岩所形成的五條扇形帶狀丘陵，由淡水河口依

序為第一崗「烏秋埔」、第二崗「砲臺埔」、第三崗「崎仔頂」、第四崗「大

田寮」、第五崗「鼻仔頭」（許雁婷，2013：57），另一說是第一崗「砲臺

埔」、第二崗「埔頂」（莊家維，2005：31）。淡水街庄的質環境歷經不同

時期順應著地形作擴張，發展出公館口街、協興街、元吉街、城仔口等數個次

單元，範圍約是今日現行行政區新北市淡水區的中興、文化、水碓、民安、永

吉、長庚、草東、清文、協元、新生、新興、鄧公里。

淡水地區代表性的社群活動是平安遶境，新北市政府在2013年1月30登

錄 「淡水清水巖的平安遶境」為民俗及有關文物—信仰，調查研究是保存無形

文化資產的基礎工作，針對無形文化資產的內涵特徵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探索理

解，本文是以平安遶境儀式內容為調查對象，這場民俗活動每年由淡水清水巖

在舊曆四月十五開放信徒寄付四方金、五月初一放兵、初五暗訪、初六正日，

初七收兵與犒軍、普施，筆者著重在平安遶境內容中的營衛安鎮，營衛安鎮在

淡水地區特別稱為「安四方」，儀式是將無形的超自然的空間界線以象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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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具體地界定出來，內容可以在學理上視為是構成境域的方式，淡水街庄如

何構成、維持境域中心與邊界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平安遶境的形成

1884年（光緒10年）英國人John Dodd的日記（John Dodd著、郭獻東

譯，1960：54），以及1898年（明治31年）歷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

經由文獻的鋪陳可以知道淡水街庄從清末就有迎神以求收瘟禳灾，最初並無固

定的舉辦日期，多數時候是選擇舊曆七月的夏季舉辦，推測是因為淡水街最初

舉辦遶境的目的在綏靖地方，夏季高溫使得病原容易孳生與傳染，畏懼疫病的

淡水街民眾選擇在夏季迎神遶境，而且是選擇夜間這個民間信仰認為是陰煞出

沒的時間舉辦，祈求清水祖師收瘟禳灾也就不難想像。

迎神活動發展到1915年（大正4年）發展成為常態性活動，時間固定在農

曆的五月初六，這天也就是今日遶境的第二天稱為「正日」，用意在娛神與參

與陣頭的採點計分。為何選擇在五月初六舉辦？一說是淡水軒在1911年前往

北港進香，受到北港每年的媽祖遶境影響而產生回淡水舉辦遶境的計畫，但清

水祖師舊曆正月初六的聖誕已過，只好改到舊曆五月初六的得道日舉行（彭

美琴，2007：114），另一說是疫病發生時計畫舉辦遶境，卻因清水祖師聖誕

已過而改在得道日舉行，也可以方便民眾將端午節的牲醴供品再次使用（吳勝

雄，1978：126-129）。

上述不約而同提到選擇舊曆五月初六是因為正月的聖誕已過，筆者認為主

因是淡水清水巖與艋舺清水巖採輪月供奉蓬萊老祖，艋舺清水巖在正月供奉蓬

萊老祖並在初六舉行遶境，五月改由淡水清水巖供奉蓬萊老祖並在初六舉行遶

境，這樣的分配，淡水清水巖不可能在舊曆正月舉辦遶境，雖然淡水清水巖舉

辦遶境的日期是清水祖師的得道日，卻是以聖誕的名義舉辦，這從《社寺廟ニ

關スル調查　臺北廳》寫五月初六是祖師公的誕生日、《臺灣日日新報》是以

聖誕遶境作報導，顯見的是淡水街民普遍以慶賀聖誕的名義、心態在舉辦五月

初六的正日。

舊曆五月初六為正日遶境，但初五舉辦暗訪的直接史料是1933年（昭和8

年）6月1日的〈淡水迎神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33.6.1），值得注意的是

新聞提到暗訪已是例行性活動，但查閱之前的新聞報導都未見到暗訪的相關報

導，或許是暗訪的性質使民眾、陣頭參與度低而見報率低。筆者從曾用在暗訪

的五營旗落款辛未年荔月，1推測始辦暗訪的時間應該在1932年，時間點應與淡

1　五營旗已在2015年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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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水巖在崎仔頂的新廟破土興建有關，若舉辦到1933年也連續兩年舉辦，符

合報載所述的「例要先行暗訪」。

淡水聚落精神空間的界定

臺灣傳統漢人聚落藉由有形的科儀，以「中央——四方」空間模型建構神

道上的無形空間，學界在相關的研究中，林會承透過調查澎湖聚落的研究成

果，認為臺灣傳統漢人聚落領域建構的原則是以宮廟及主公為核心、以營頭為

領域界線的基準點、以安營路徑為邊緣、以公設附屬廟及辟邪物為補強物（林

會承，1999：41），若以這說法檢視淡水街庄，那麼淡水清水巖是中心，每年

暗訪進行「安四方」的安四外營是邊界，相關的儀式強化空間的完整性。

一、中心：供奉清水祖師的淡水清水巖

傳統漢人聚落的境域是由中央與四方建構出的空間模型，在五營的信仰之

下，中央與四方都有護衛的兵馬，兵馬是無形的觀念由有形的物體作象徵、標

定，用於界定的貞定物各地有不同的形式與作法，中央的貞定物大多以廟宇為

中心，廟宇所奉祀的主神肩負起庇祐境內居民的職責。淡水街庄民間信仰的廟

宇之中，福佑宮天上聖母、龍山寺觀音佛祖、清水巖清水祖師（俗稱為「祖師

公」）是跨越各角頭，屬於淡水街庄祭祀的閤境大廟，淡水清水巖沿革講述清

水祖師蓬萊老祖神像是在清代由翁種玉購買（臺北廳，1915），清水祖師原為

祖籍泉州安溪人的祖籍神，隨著信仰的發展成為淡水街庄不同祖籍人群的共同

信仰，在1932年於五虎崗第三崗「崎仔頂」建廟。

以神靈崇拜為核心的民間信仰，淡水清水巖常態性地供奉許多清水祖師

神像，其中蓬萊老祖、老二祖、老三祖為最早供奉的神像。老三祖在淡水清水

巖的神譜中是統轄五營兵馬、除妖祭煞的神祇，這個信仰觀在筆者訪問淡水混

真壇與顯真壇得到證實，早期盛行迎請老三祖進行「觀佛」儀式，童乩為民眾

處理疑難雜症，今日仍有迎請老三祖坐鎮普度或是其他特殊情形場合，筆者在

2014年重建街火災押火煞、2017年水碓福德宮入火安座，這兩場屬於地方公眾

事務也都可以看到信徒指定迎請老三祖。

老三祖的神職也具體表現在廟內的配置，老三祖供奉於正殿頂桌而中壇元

帥供奉在下桌，空間位置反映老三祖與中壇元帥的神格位階上下關係，老三祖

神像後面擺放「清水巖五營軍斗」，斗內插著象徵五營的五營旗、用來統轄與

調度兵馬的五營軍令、作為武裝象徵的長劍、鎮壇與辟邪功能的天蓬尺，這些

器物的涵義與配置彰顯老三祖統兵的信仰觀。上述提到的老三祖在淡水清水巖

建構的神譜中為直轄五營，而中壇元帥是中營元帥、五營之首，所以平安遶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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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暗訪請出這兩尊神像進行營衛安鎮與送走陰煞、替身，而正日不需要重複暗

訪的任務也就不會請出中壇元帥，兩日遶境的目的不同由請神可以看出。

平安遶境在舊曆五月初一進行「放兵」，放兵是將供奉在廟內的兩組五營

旗鬆綁，放兵意味著無形的兵馬進入戰備狀態，當日也將繡著「淡水清水巖清

水祖師」頭旗立在老三祖旁， 2頭旗是老三祖隊伍的第一面旗幟用在引領隊伍前

進，而在信仰上具有帶領五營兵馬行軍的象徵，頭旗立在老三祖旁反映出老三

祖統兵的信仰觀，以及老三祖隊伍作為全體遶境行列的第一隊。

舊曆五月初五暗訪當日午後，淡水清水巖執事將供奉在正殿的「清水巖五

營軍斗」請至內埕供桌，法師在廟內請神、召營、敕符，法師拔起斗內的五營

旗進行召營儀式，召營是安鎮內五營，召營後將長劍從劍鞘抽出，動作寓意五

營拔刀戰鬥。法師召營、敕符之後，淡水清水巖執事迎請老三祖與中壇元帥乘

坐在綁著五營旗的輦轎隨即進行「觀佛」，童乩口述老三祖神諭。

2　老三祖隊伍原無頭旗，在民國六十年代增設。

1. 迎請老三祖在火場押火煞（筆者於2014年11月攝於淡水區重建街）。
2. 舊曆五月初五在廟內召營（筆者於2014年6月攝於淡水清水巖）。
3. 舊曆五月初一在老三祖旁立頭旗（筆者於2014年6月攝於淡水清水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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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界：安四方的位址

淡水清水巖在舊曆五月初五暗訪迎請老三祖與中壇元帥進行「安四方」，

安四方是外營安鎮的儀式，既被詮釋為安營也就表示信徒透過想像中帝制中國

的軍隊衛戍，藉由宗教儀式來模擬軍隊的召集、駐紮，想像無形的軍隊配置在

聚落的四個方位，聚落便成為一處受保護的空間，這範圍區別出內是神聖與外

是世俗、內是潔淨與外是不潔，形成聚落居民在天地間安身立命的處所。

外中營在淡水清水巖廟埕；外北營在「北投仔」，地理環境為五虎崗的第

三崗山崙，受到公司田溪流經該地的關係，營頭位在地勢下陷處；外東營在學

府路附近，地理環境為五虎崗的第四與第五崗之間；外東營舊址在第五崗的山

坡處，2015年因故移往附近的停車場；外南營在「港仔溝」，地理環境為五虎

崗的第五崗岬前，外南營舊址在捷運淡水站後方，因故移往庄仔內溪與淡水河

匯流處的河床上；外西營舊址在五虎崗第一崗「球埔」， 3球埔也是淡水清水巖

與油車口忠義廟的境域分界，外西營在2012年因故移往五虎崗第二崗，在家畜

衛生試驗所旁的文化里五鄰。筆者比對4處外營所在地的傳說、萬應公位置，再

從空間的角度來看，4處外營的擇定呼應著五虎崗的範圍，而這範圍實是聚落領

域的邊界，外西營的位置是四外營變動最大的一處，因而淡水清水巖透過「觀

佛」儀式請示老三祖，經老三祖允許才將位址調整到文化里第五鄰。

淡水清水巖在舊曆四月十五至五月初一提供信徒寄付「四方金」，信徒寄

付四方金的數量約在民國60多年開始有明顯的增加，數量反映信徒的參與，信

徒在紙錢上書寫地址、姓名，淡水清水巖在舊曆五月初五將四方金集中分發至

四個外營地點，每一處外營地點將四方金分為金紙堆與銀紙堆，金紙堆的紙錢

內容是壽金、刈金、福金、補運錢、紙人替身， 4銀紙堆的紙錢內容是小銀、經

衣。遶境隊伍每到一處外營地點，老三祖與中壇元帥的神像朝向紙錢堆，法師

先在金紙堆旁進行召營、格界的儀式， 5儀式內容是派遣兵馬駐守該處使邪祟無

法越界入境，並送走承受信徒厄運的紙人替身，之後法師再到銀紙堆旁念誦咒

語，儀式內容是送走遶境沿路清除的邪穢，並希望游移的陰魂取得錢財後獲得

安撫。

從上述安四方的儀式內容說明，顯示淡水清水巖安四方並無固定的安營位

址，安營也沒有設置具體的營頭貞定物，不同於新北市萬里區野柳保安宮在每

3　地點是今日忠烈祠前。
4　 四方金的紙錢內容是臺北地區常用於祭解的紙錢，淡水清水巖提供信徒寄付的四方金
不包含紙人替身，而是在信徒填寫好個人資料後，工作人員於集中處理四方金時將紙
人體身放入。

5　 「格界」是淡水清水巖執事、淡水九天宮法師所使用的儀式名稱，是空間結界的儀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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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元宵節釘竹符，臺北市大同區霞海城隍廟在5處土地公廟安奉糊紙的五營營 

房，這兩處安營有明顯可見的物件作為五營標示。

三、界線：遶境的路線

「遶境」是指迎請神靈巡察境域，達到除妖靖氛、賜福庇祐的作用，同時

是一種週期性的宗教淨化，經由遶境使地方再次更新。平安遶境是為迎請清水

祖師蓬萊老祖，蓬萊老祖的遶境隊伍（以下簡稱「大隊」）包含淡水清水巖的

祀神、6淡水街庄各廟宇神壇、7參讚單位、8各軒社與陣頭，9大隊最後的是蓬萊

老祖神轎，在大臺北幾場有暗訪的遶境活動中，平安遶境與其他廟宇遶境的差

異之處是清水祖師不具司法神性格，同時大隊沒有暗訪與正日的內容差異，這

是因為平安遶境在大隊之外另有一支隊伍是迎請老三祖，由老三祖執行暗訪需

處理的任務。

6　 民眾可向淡水清水巖刈單迎請廟內的清水祖師神像參與遶境，另外淡水清水巖供奉的
神農大帝原是米商組織的神明會祀神，後神明會將神農大帝迎入淡水清水巖。

7　福佑宮、龍山寺、助順大將軍廟、淡水魯班宮、水碓福德宮等位於遶境範圍內廟宇。
8　例如淡水區竹林慈玄宮在傳統聚落領域的認知裡不屬於淡水街庄。
9　 淡水本地北管軒社和義軒、南北軒在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是獨立團體，而不是宮廟的
駕前軒社。

「安四方」的四外營位址與遶境路線

資料來源：Google地圖（製圖者）（2018年）。新北市淡水區【地圖】、本文套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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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淡水街聚落單元分佈。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歷史文化地圖系統》 
第一版，（臺北，中央研究院，2003年9月）、筆者標示、本文套繪。

2. 安鎮外中營（筆者於2015年6月攝於淡水清水巖）。
3. 安鎮外北營（筆者於2015年6月攝於淡水區北新路）。
4. 安鎮外東營（筆者於2017年5月攝於淡水區學府路）。
5. 安鎮外南營（筆者於2017年5月攝於淡水區）。
6. 安鎮外西營（筆者於2017年5月攝於淡水區中正路）。

3
4
6

1

5

2

1. 公館口
2. 九崁街
3. 協興街
4. 元吉街
5. 永吉街
6. 東興街
7. 布仔街
8. 後街仔
9. 布埔頭
10. 米市街
11. 草厝尾
12. 暗街仔
13. 新厝街
14. 龍山寺口街
15. 新店街
16. 三層街
17. 福興街
18. 龍目井街
19. 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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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遶境可以知道最早的遶境路線是1925年（大正14年）《臺灣日日新

報》報載：「整隊自龍山寺啟程，入後街布埔頭經定光佛廟前路，向其車頭大

路，轉過輕便路灣，入草店尾，暗街仔，向東興街，公館口，入下龍目井經郵

便局前，入頂龍目井，折入福興街，透小學校大路，入元吉街，協興街，九崁

街，出媽祖宮口後路，再入公館口街，東興街，折過市仔頭，崎仔腳，入米市

街，永吉街，落新街，新厝街，再經龍山寺口，入後街阿，折向前街，入廟解

散。」（臺灣日日新報，1925.6.28），與今日的遶境路線不同。平安遶境在

2015年進行一次近代大規模的調整，這次調整的內容是將大隊分成兩隊，兩

隊同時展開遶境，但並無改變老三祖「安四方」的路線，只是遶境前的老三祖

「觀佛」儀式提早。

（一）遶境路線

本文探討的是當前淡水清水巖老三祖「安四方」的路線，筆者將安四方路

線行經的舊地名作比對，安四方路線是出廟後經米市街、永吉街、水碓仔、北

投仔，安外北營；北投仔折返入城仔口、元吉街、協興街、竹篙厝、大田寮、

豬灶、庄仔內，安外東營；鼻仔頭、港仔溝，安外南營；車頭

大路、輕便路、後街仔、草厝尾、暗街仔、東興街、公館口、

媽祖宮口、新店街、烽火、作業所，安外西營；作業所折返經

紅毛城、埔頂、小學校大路、下龍目井街、福興街、九崁街、

轉米市街，入淡水清水巖。尤其當大隊的規模擴大、隊伍由步

行改為車行，老三祖隊伍保持著人肩扛輦轎徒步的方式，彌補

大隊無法行經窄巷的問題，同時在淡水都市化的歷程中，因應

居民信仰需求而不斷地調整安四方路線，例如文化里第五鄰居

民委請里長向淡水清水巖申請遶境而調整外南營往外西營的遶

境路線，102017年新義里里長向淡水清水巖申請遶境，獲得老三

祖神諭同意在2018年調整遶境路線。

舊曆五月初五暗訪迎請老三祖與中壇元帥前往四外營進行

安四方，舊曆五月初六正日只迎請老三祖巡視五營兵馬，所以

正日不會前往外營的安鎮位址，舊曆五月初七則依據「觀佛」時老三祖降駕指

示是否前往外營位址收兵。

老三祖隊伍是獨立於大隊之外，有著自己的遶境路線，隊伍的排序為頭

旗、法師、小法鼓與銅鑼、攆轎、工作人員，組成內容極為簡單，老三祖隊伍

10　 老三祖隊伍原是經中正路在紅毛城前轉向真理街，並在真理街3巷接受民眾膜拜，文
化里第五鄰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宿舍，戰後臺籍住戶的信仰需求而
納入遶境範圍，使得遶境路線是先往文化里第五鄰再折返真理街。

巷弄中的住戶迎接老三祖

（筆者於2014年6月攝於淡
水區中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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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淡水民眾的重要性使窄小巷弄中的居民、新開發住宅區的居民得以在住家

參拜清水祖師，這路線不僅行經清代就已發展出的聚落空間單元，更隨著淡水

地區的都市化而調整，遶境的舉行在強化信徒信仰與參與感，藉由信仰上老三

祖與中壇元帥率領五營將小至信徒個人、大到整個淡水街庄負面能量押往境

外，自此境內成為經過潔淨的空間，並於隊伍行進時向各角頭廟行禮，達到空

間的潔淨與強化社群、廟與廟的網絡關係，建構起完整的境域空間。

（二）遶境規則

臺灣民間的五營信仰順序為東南西北中營，召營、安營的順序也是如此，

但是淡水清水巖「安四方」的順序是北東南西營，為何安四方的順序如此？今

日所知最早的遶境路線刊載在1925年《臺灣日日新報》，報載內容與現今路

線、範圍不同，筆者判斷隨著1932年暗訪的舉辦而形成北東南西營的順序。

筆者經由田野調查，了解存在於平安遶境的規則，淡水有「老三祖先行，

老祖才能來」的說法，老三祖隊伍比大隊提早開始遶境、民眾於老三祖隊伍經

過後可以焚燒紙錢、老三祖隊伍進入中正路（華南銀行前）後蓬萊老祖神轎才

可以離開水碓仔，這些規則還是呼應著老三祖統領五營的神譜與職掌，即使

2015年大隊路線調整，老三祖「安四方」的遶境規則仍沒有改變，但早期大

隊的頭陣是先停在水碓仔整隊等待出發，當頭陣看到老三祖隊伍安鎮外北營折

返回水碓仔，頭陣就可以出發展開遶境，這一規則在近年已經調整。筆者從近

十年的觀察發現當老三祖安鎮完外北營後，蓬萊老祖、蓬萊大祖、蓬萊祖才正

要出廟登轎，如此一來大隊的各陣頭間距可以拉開，老三祖隊伍先往外北營與

外東營一帶遶境，大隊不會全擠在街區內（中正路），老三祖隊伍才可以順利

前往外西營，換言之，老三祖隊伍若是為了先安鎮外東營，大隊會塞在街區內

（中正路），大隊的頭陣若是在遶境的尾聲才前往水碓仔，會使頭陣與蓬萊老

祖神轎的間相距過大，因此北東南西營的安營順序是因應淡水的環境所調整。

四、補強：格界

漢民族的宇宙觀認為人間存在著孤魂野鬼、妖精、煞這些對人類生存具威

脅性的不良因子，於是小至各人、大到整個境域，為求免禍弭患與祈安賜福，

而有不同精神場域的空間層級信仰行為。平安遶境從核心、界線基準點、界線

企圖建構淡水街庄是一處均質性的防禦網絡，使生養在此的人們不受任何負面

能量的威脅，然而人們也意識到對其造成威脅的負面能量並不均質，所以聚落

內存在著所謂的「不平靜」，隨著不同空間層級而有不同認知的不平靜。

個人的部分最為基礎，民間信仰有諸多「過關限」儀式來求得自身的平

順，舊曆四月十五至五月初一開放信徒寄附「四方金」，並在四方金上書寫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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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於暗訪時的安四方焚燒，透過老三祖與五營將信徒的負面能量予以押

解，從每年四方金的數量也反映淡水居民的參與感、信仰程度深厚。舊曆五月

初五「觀佛」時的童乩敕符，符紙化在水中供信徒飲用，遶境沿路發放經老三

祖敕符的符紙與餅，信徒相信隨身佩帶符紙、飲用符水、吃餅，將獲得一個嶄

新的身體並在這一年不受到威脅。

淡水清水巖透過「觀佛」儀式，童乩口述境內需要「格界」的地點，「格

界」是淡水清水巖執事、淡水九天宮法師所使用的儀式名稱，格界是針對境內

被認為不平靜的地方所舉行的儀式，隊伍在結界地點焚燒壽金、刈金、福金與

童乩畫的符，法師在金火旁口誦押煞咒語、手揮法指、開鞭（耍法索），之後

輦轎從火堆上跨過繼續前進，藉由老三祖的神力與法師演法的法力將匯聚在該

處的陰煞予以驅除，補強防禦網絡的不足，將空間內部淨化為宜居的環境。

結論

民俗反映出人群的集體活動及其社會意義，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源於清代 

對於疾病的集體恐懼，從1915年將原以收瘟禳災為目的的臨時性遶境轉型為常 

態性的遶境，日期固定於每年舊曆五月初六，1932年之後再發展出舊曆五月初

五舉辦暗訪。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強調從信徒本身到整體境域為一體，透過每

年舊曆四月十五到五月初一信徒寄附四方金，五月初一放兵、放頭旗，五月初

五安四方，五月初六巡營、五月初七收兵，遶境的一系列儀式早已成為淡水街

庄民眾生活文化的其中一環。

結界（筆者於2015年6月攝於淡水區中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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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由對淡水清水巖平安遶境儀式內容的調查，從中剖析儀式對於空間

建構的方式。「境」作為一種空間的論述，基本的空間模型是一個以中心向四

方呈水平展開的二向度空間，境域的建構是以淡水清水巖清水祖師的信仰為核

心，由老三祖直轄五營的營衛信仰，以有形的象徵物、行為，解除小自個人大

到整個境域對於遭受負面能量威脅的恐懼，將「中央——四方」的空間模型具

體界定出一處無形的、均質性防禦網絡的空間，安四方的外營安鎮位址呼應五

虎崗的範圍，反映世居於在此的人們對於所處地理環境的認知，經由儀式使之

成為宜居、滿足精神需求的生存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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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龍山寺歲末
農曆12月15日圓燈
謝太歲法會田調紀錄

撰　　文｜�陳省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所博士候選人）
圖片提供｜陳省身

淡水龍山寺每年均在農曆12月15日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在這一天，寺方上
午會舉行「金光明經齋天科儀」法會，酬謝三寶諸天護法和值年太歲星君和合祀神聖。主要

是向觀音佛祖和諸天護法，表達感恩護佑眾姓之意。在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

奉送值年太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進行奉送本命星君。在台灣地方寺廟在舉行「光明燈圓滿

謝太歲」法會，一般都以普施來作為完美的句點。因此龍山寺下午在大殿內外設壇，進行蒙

山圓滿施食法會，普濟幽冥，祈求冥陽兩利，合境平安。

龍山寺自2010年起，開始由淡水普照寺的釋照承法師，擔任寺內一整年祭祀法會的主持
弘法師之職。照承法師除了有漢傳佛教的傳承外，也有藏傳佛教和唐密的修持傳承，本文是

以2018年農曆12月15日的「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進行田野進行探討，了解照承法師如何
在法會進行時，在演法上如何融合顯密法要，在法會上開示佛法內涵，表達出以事顯理的佛

教儀式精神。

Each year, Tamsui Longshan Temple uses the method of folk Buddhism each year, and conducts 
the “Light Worship Candle Consummate Tai Sui Appreciation” Worship Ceremony on December 
15th. On this day, the temple will conduct the “Golden Light Scripture Tianke Instrument”Worship 
Ceremony. On this day, we thank the Three Treasure Gods, Tai Sui Hsin Chun, and holy spirits, 
in order to show appreciation for blessing the people. Before the holy day festival of the worship 
ceremony, we also thank and offer to Tai Sui Hsin Chun, and offer to the Ben Ming Hsin Chun in front 
of the light candles. We conduct the “Light Worship Candle Consummate Tai Sui Appreciation” 
Worship Ceremony in local temples of Taiwan. We usually end it with a blessing. Therefore, we usually 
set up an altar in the main hall of Longshan Temple in the afternoon. We conduct the Monshan Food 
Blessing Festival to assist spirits in the netherworld for benefits and safety of both worlds.

Since 2010, Master Shi Zhao-chen of Tamsui Puzhao has been responsible for hosting the 
worship ceremonies. Not only did Master Zhao-chen inherited Han Buddhism, he also inherited 
Tibetian Buddhism and Tang Tantrism. In this article, we conducted field research on the “Light 
Worship Candle Consummate Tai Sui Appreciation Worship Ceremony.” We understand how Master 
Zhao-chen integrate Buddhism and cultural contents of folk faith in the worship ceremony, in order to 
express the spirit of Buddhist ritual.

齋天法會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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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福建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鄉的龍山寺分靈而來，清初時的閩南移民多從

泉州出海，安海龍山寺的香火便隨移民來到台灣，而龍山寺也成為泉州移民的

群居地，因此在台灣的寺名也都取名為龍山寺。清朝時這樣的龍山寺在台灣較

著名的總共有五座，分別是台南的龍山寺、鳳山的龍山寺、台北艋舺的龍山寺

鹿港的龍山寺、淡水的龍山寺。

淡水龍山寺點光明安太歲，數十年來，於農曆正月十五開光明燈安太歲，

至年底十二月十五圓燈謝太歲，已行之有年。法會儀式，以佛教經咒為主要消

災祈福，包含普門品，金剛寶懺，藥師寶懺，大悲咒，消災吉祥神咒，藥師灌

頂真言，解冤咒，治病咒⋯⋯等，隨當時的主法法師視因緣安排。2010年前，

寺方於1981年（在此之前已有光明燈安太歲）禮請北投靈法寺慧心法師（尼

眾），來寺裡主持平日共修及梵唄教授。後來因緣變化，於1987年禮請若純比

丘（歸順千佛山法脈，法號智純，外號鏡清）主持寺裡共修。可是若純法師在

三芝連華寺初步建設完成後，即離開淡水龍山寺。後於1992年，1993和1994

左右，禮請小坪頂興音寺惟宏法師與惟澈法師（尼眾法師，因與慧心法師有法

脈淵源）輪流至寺裡主持共修，及梵唄教授。但後來兩位尼師，因為興音寺寺

務繁忙，改派興音寺的惟宗法師來主持共修至2010年初（即農曆年底為止）。

2009年中，寺方與永修精舍的寬謙法師結緣，並欲禮請寬謙法師主持寺裡共

修。可是寬謙法師，海內外弘法講經，行程滿檔。遂即推薦淡水普照寺法師，

所以2010年農曆年起，由照承法師主持寺裡共修，以及講經說法。1 

淡水龍山寺每年均在農曆12月15日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在

這一天，寺方上午會舉行「金光明經齋天科儀」法會，酬謝三寶諸天護法和值

年太歲星君和合祀神聖。主要是向觀音佛祖和諸天護法，表達感恩護佑眾姓之

意。在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奉送值年太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

進行奉送本命星君。在台灣地方寺廟在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一般

都以普施來作為完美的句點。因此龍山寺下午在大殿內外設壇，進行蒙山圓滿

施食法會，普濟幽冥，祈求冥陽兩利，合境平安。

照承法師除了有漢傳佛教的傳承外，也有藏傳佛教和唐密的修持傳承，

因此法師在進行龍山寺的例行法會時，也會在演法上融合顯密法要，並著重在

開示佛法內涵，教育信眾在日常生活上如何實修，當觀念改變時，命運就會改

變。

本文就2018年農曆12月15日的「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進行田野進行調

查並予紀錄，並會在行文中介紹法師的經歷和演法分析。期能彰顯淡水龍山寺

「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法會特色。

1　2018年3月30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照承法師訪談時，由法師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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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Story 照承法師經歷和與淡水龍山寺的因緣

釋照承法師，1978年生於台灣桃園區，俗姓呂，自幼跟隨家中長輩拿香拜

拜。國中畢業後，就讀淡水新埔工專（聖約翰大學的前身），在1994年16歲專

一住校時，因怕葷腥味，所以開始吃素。爾後因緣成熟，於1995年17歲皈依於

典璧尼嘛上師座前，聽聞大乘經典真實義，接承禪淨密之心法，風雨無阻，絕

無缺席。2003年典璧尼嘛上師揀選為弘法人才，在淡水普照寺學習藏密薩迦派

的儀軌念誦及法器修持。2003年時也曾於內湖金龍路的慧海講堂，與傳承台灣

本土佛教四大法脈之一，苗栗大湖法雲寺法脈2，經懺僧達觀法師，學習台灣本

土佛教經懺儀軌唱誦。台灣的經懺僧的傳承則經歷了明清到日治迄今280多年

的時間，其經懺演法唱誦傳承主要是以福建佛教系統唱誦演法為主流；日治期

間，海峽兩岸的佛教交流可謂相當頻繁。台灣本土五大法脈：台南開元寺，高

雄大崗山超峰寺，苗栗大湖法雲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五股觀音山淩雲寺。

這些本土法脈的和尚們透過去福州鼓山湧泉寺受戒時，學習了以鼓山系為主的

佛門經懺禮儀唱誦，其中包括了各式經懺科儀法會的完整演法及唱誦。3

2004年農曆年起，囑咐主持寺裡密法儀軌修持念誦至今。又同一年在淡水

普照寺，從典璧尼嘛上師座前剃度，圓頂現出家相，並成為傳承弟子之一，旋

即於2004年11月參與高雄元亨寺32天的傳戒期間，秉受漢傳佛教三壇大戒。受

戒出壇後，接承師志，於雙北市，桃園，新竹等地講經說法。於2006年2月於

薩迦哦派第七十六祿頂堪仁波切受持沙彌及比丘戒。2006年和2011年到台曾到

北市大乘講堂，於講堂住持普力金剛上師和其法嗣力發上師座下，參學唐密，

包括準提法、藥師法、大悲法、如意輪觀音法、護摩超度等諸尊事業法要。

2008年起，時常每週支身或領眾於傍晚或夜晚時，至墳場，煙供普施。2009

年，在林口體育館，於樹林福慧寺住持欽因長老所主持的「漢傳穢跡金剛灌頂

法會」，領受穢積金剛法灌頂。4

雖然淡水龍山寺在台灣是香火廟（莊頭廟），「地方公廟」5法會的需求不

同，而禮請僧侶前往主持祭典法會。這些香火廟唯有靠這些精通各式經懺佛教

2　 台灣本土四大法脈：高雄大崗山超峰寺，苗栗大湖法雲寺，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五股
觀音山淩雲寺。

3　107年2月3日到2月10日，透過line對照承法師訪談時，由法師提供之資料。
4　107年2月3日到2月10日，透過line對照承法師訪談時，由法師提供之資料。
5　 台灣的的香火廟，是地方公廟(地方公眾廟宇)，因為台灣的香火廟都是由原鄉移民的
守護神，所以不管是龍山寺觀音佛祖，或是竹林山寺的信仰，都是民俗信仰。 另外像
是清水巖的清水祖師。媽祖，保生大帝。三山國王，開漳聖王，五府千歲等，也都是
民俗信仰，也都是原鄉移民的信仰，所以在台灣一直以來都這些地方公廟，都不是純
道教的道觀，而法會主持的宗教師，則會依性質，功能及風俗去請香花僧，出家僧，
經懺僧，正一派，靈寶派，龍華齋友經團，空門經團來進行。因此這些地方公廟，並
不可能成為純道教的廟宇。因為主導者為地方士紳，廟方頭人，以及信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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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的僧侶，才可應付充滿祭祀文化的民間需求。但龍山寺自2010農曆年起，

開始由淡水普照寺的釋照承法師，擔任寺內一整年祭祀法會的主持弘法師之職

後。他希望能把佛法的教育融合在民俗信仰裡，因此每個月農曆的初一、十五

和佛誕日，都會舉行，誦念經咒和禮拜寶懺共修，並且隨緣開示。另外也會在

每週一及週五下午宣講大乘佛法。他期望信眾不只是來參與法會拿香跟拜，他

更希望透過寺裡的每一場法會的隨機開示，讓信眾明白法會的緣由、目的、意

義價值。

龍山寺自2010年起，開始由淡水普照寺的釋照承法師，擔任寺內一整年祭

祀法會的主持弘法師之職。每個月農曆的初一、十五、和佛誕日，都會舉行，

誦念經咒和禮拜寶懺共修，並且隨緣開示。另外也會在每週一及週五下午宣講

大乘佛法。

在透過和照承法師的訪談中，法師表示：其實來拜拜的信徒有分是一般香

客及共修的師兄姊。一般香客的著眼點再於自己的拜拜祈福，所以並不清楚，

也不會想了解，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經懺的內容，只要有聽到誦經聲就

好。另一種是來共修的師兄姊，主要是跟隨主法法師的帶動，虔誠禮佛，隨文

入觀，真心懺悔。但是來拜拜的信徒，不管是一般香客或共修的師兄姊，大部

份都會在現場，聽聞法師的隨緣開示，進一步了解法會的意義及修持心性的重

要。另外法師也表示基於佛法在於正知正見，反省懺悔，以及平時自我用功的

實修。所以由法師帶領大家精進修持，還有仰仗佛力加持，必定感應道交，並

不會因為是請道士或是法師的不同而影響到法會的感應或是效用與否。同時照

承法師於2013年起，在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加入圓滿普施乙堂，使法會具足上

供下施，圓滿迴向無上佛菩提。6 

圓燈謝太歲法會

在民俗信仰中有「安奉太歲星君」來護祐整年平安的習俗，在佛教也有

類似的守護作用，就是藥師佛的十二藥叉大將法門，只要常念藥師佛號及禮供

十二神將，自然會在一切時中受到藥師佛與十二神將以及八萬四千眷屬護法聖

眾們的護祐。十二大將從佛教傳入東亞後，中民間信仰將十二大將信仰與民俗

信仰文化結合而付予新的詮釋：十二大將對應二生肖、時辰，因此十二藥叉神

將的頭上，有生肖標誌，代表時辰，是藥師如來守護眾生，譬如隨身影，因此

在漢傳佛教的安太歲，便以藥師經裡面的十二藥叉神將，視為十二生肖的守護

神象徵。

6　107年3月30日，透過line對照承法師訪談時，由法師提供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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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描述，當時參與藥師法會的十二藥叉

大將深受佛法感動，明白了藥師佛十二大願的慈悲大愛，所以立誓發願護持藥

師佛。十二藥叉誓願說著：「凡受持藥師琉璃光如來名號恭敬供養者，皆使解

脫一切苦難。」所以，十二藥叉神將不僅發願護持藥師的佛法與大願，同時守

護了誦持《藥師經》的佛弟子，是供養藥師法門弟子的護法神。「十二藥吒大

將」為藥師佛之眷屬為藥師佛之眷屬，即守護誦持藥師經者之十二夜叉神將；

或以其為藥師佛之分身。每一神將各擁有七千藥叉，計為八萬四千護法神。這

十二神將在晝夜十二時辰、及四季十二月份裡，輪流率領眷屬守護眾生。是

十二生肖的守護神: 一、毗羯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釋迦如來，是子年之

守護神。通身青色，現忿怒形，頭戴鼠冠，右手下垂持三鈷，左手作拉右袖之

形態。二、招杜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金剛手菩薩，是丑年之守護神。通

身赤色，現忿怒形，頭戴牛冠，右手把橫劍，左手開掌執劍尖。三、真達羅大

將——此大將的本地為普賢菩薩，是寅年之守護神。現笑怒容貌，頭戴虎冠，

右手捧寶珠，左手把寶棒。四、摩虎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藥師如來，是

卯年之守護神。通身青色，稍作忿怒相，頭髮赤色上聳，頭戴兔冠，右手做拳

當腰，左手持斧。五、波夷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文殊菩薩，是辰年之守

護神。身呈白肉色，容貌忿怒，頭戴龍冠，右手屈臂，作拳攜矢，左手持弓。

六、因達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地藏菩薩，是巳年之守護神。通身赤色，

頭戴蛇冠，右手屈肘開掌，置于胸邊，左手執三股戟。七、瑚底羅大將——此

大將的本地為虛空藏菩薩，是午年之守護神。通身赤色，現忿怒形，頭戴馬

冠，右手把三股戟，左手持螺具。八、頞你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摩利支

天，是未年之守護神。通身白色，現忿怒形，頭髮上聳，頭戴羊冠，右手執箭

羽，左手持矢根，將此箭彎成弓形。九、安底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觀世

音菩薩，是申年之守護神。通身赤色，現大忿怒形，頭戴猴冠，右手屈肘于右

胸前開掌向前，屈左手，開掌，掌上放寶珠。十、迷企羅大將——此大將的本

地為阿彌陀如來，是酉年之守護神。通身赤色，現忿怒形，頭戴雞冠，右手持

獨鈷，左手作拳押下腹部。十一、伐折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勢至菩薩，

是戍年之守護神。通身青色，現忿怒形，頭髮茂盛聳上，頭戴狗冠，右手持

劍，左手作拳當腰。十二、宮毗羅大將——此大將的本地為彌勒菩薩，是亥年

之守護神。通身赤色，現忿怒形，頭戴豬冠，右手執大刀橫于頭上，左手開掌

當腰。7 

照承法師，便是以修持藏傳和漢傳藥師密法的方式，祈請這十二神將和

「值年太歲星君」護祐信眾。而照承法師更會希望信眾在平時修持藥師法門，

持誦藥師經咒寶塔，以共同累積功德回向的方式，加持信眾。

7　http://www.muni-buddha.com.tw/dakuanQA/buddhism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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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龍山寺每年均在農曆12月15日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在這

一天，寺方上午會舉行「金光明經齋天科儀」法會，酬謝三寶諸天護法和值年

太歲星君和合祀神聖。主要是向觀音佛祖

和諸天護法，表達感恩護佑眾姓之意。在

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奉送

值年太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進行奉送本

命星君。下午則設壇進行蒙山圓滿施食法

會，普濟幽冥。

（一）齋天科儀

漢民族供奉的玉皇上帝，在佛教信仰中成為帝釋天，他為眾神之王，為

天界至尊之神，是天庭的最高領袖。帝宰諸天。玉皇上帝，統禦諸天，綜領萬

聖，主宰宇宙，開化萬天，行天之道，布天之德，造化萬物，權衡三界，統禦

萬靈，為天界至尊之神。

淡水龍山寺則是以《金光明經齋天科儀》。來進行酬謝三界護法諸天。主

要是供佛和齋天。供佛齋天儀軌最早應起源於智者大師，他依據《金光明經》

制定《金光明經懺法》時其中莊嚴道場是要依《金光明經》設大辨才天、大功

德天、護世四王座位。在《金光明經懺法》中，依經俸請大梵尊天、帝釋天、

護世四王、金剛密迹、散脂大將、大辨才天、大功德天、鬼子母等十二位天

眾。到了明代，明末弘贊律師依《金光明經懺法》別撰《齋天科儀》，近代又

有人依《齋天科儀》重加修訂，形成《金光明經齋天科儀》。

雖然使用佛教的《金光明經齋天科儀》來舉行齋天，但他們會融合玉皇上

帝以及三官大帝等民間信仰的祀神，在儀式中加以祭祀。 

龍山寺在舉行齋天法會時，在壇場中設有三寶、護世諸天及其待從天的供

案。並備鮮花一對，點上一對蠟燭，並在淨香爐前擺上三只茶杯，斟上清茶，

而頂桌的清素供品，一盤為紮上紅紙的麵

線三束（亦可燙熟分裝三碗，每一碗上

再各置一顆黑砂糖）、五果（如柑橘、

蘋果、香瓜、甘蔗、香蕉等水果）、六

齋（如金針、木耳、香菇、冬粉、土豆、

紅棗，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備之意），亦

有在六齋外，再加菜心、豌豆、綠豆、

豆輪、麵筋、麻栳等乾料，組成十二碗、

二十四碗或三十六碗的菜碗，以及糖塔、

糖盞等。
齋天法會聖位。

迴向功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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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嚴淨壇場

首先大眾唱《瑤天玉露讚》

瑤天玉露　覺海金波　大千沙界灑芬陀　三昧滌塵坌 少水成多　

一滴凈山河 南無清涼地菩薩摩訶薩（三稱）

接著三稱大悲觀世音菩薩聖號，以及誦《大悲咒》，由主法者手持淨瓶、

結密印加持灑淨壇場四方，使齋天壇場清淨圓滿 。

2. 迎請三寶諸天

接著全體人員跪下，頂禮十方常住三寶並以香花如法供養，同時祝願

願此香華雲。遍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諸菩薩。聲聞緣覺眾。及一

切天仙。受用作佛事（供養已一切恭敬）

請著由主法者手持手攎，禮請三寶諸天，先迎請三寶：

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東方阿閦四佛世尊。寶華琉璃寶勝佛等。盡

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三請一禮）

一心奉請南無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三請已一拜）一心奉請南無信相菩

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金光明菩薩。金藏菩薩。常悲法上盡金光明經

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聲聞緣覺賢聖僧（三請已一拜）

希望佛法僧三寶聖眾能同運聖慈，普攝群生，來降道場，受大眾供養。

接著迎請諸天。

結密印加持灑淨壇場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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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南無娑婆界主號令獨尊大梵天王尊天

地居世主忉利稱王帝釋尊天 

北方護世大藥叉王多聞天王尊天

東方護世鳩槃茶主增長天王尊天　

西方護世為大龍王廣目天王尊天

百名利生千光破暗日宮天子尊天

星主宿王清凉照夜月宮天子尊天

親伏怨魔誓為力士金剛密迹尊天

尊特之主居色頂天魔醯首羅尊天

二十八部總領鬼神散脂大將尊天

能與總持大智慧聚大辯財天尊天　

隨其所求令得成就大功德天尊天　

殷憂四部外護三洲韋駄天神尊天　

增長出生證明功德堅牢地神尊天　

覺場垂廕因果互嚴菩提樹神尊天　

生諸鬼王保護男女鬼子母神尊天　

行日月前救兵戈難摩利支天尊天

祕藏法寶主執群龍娑竭羅王尊天

掌幽陰權為地獄主閻摩羅王尊天

一切皆是大菩薩等。及此國內名山大川一切靈廟。當州地分屬內鬼神。此所住

處護伽藍神守正法者。一切聖眾

希望護法諸天能不違本誓，擁護法輪，來降道場，受大眾供養。

並且分唱《佛寶讚》、《法寶讚》、《僧寶讚》、《三寶讚》。

稽首稽首皈依佛　佛在給孤園　給孤園說法　說法利人天　南無真佛陀耶 

稽首稽首皈依法　法寶鎮龍宮　龍宮並海藏　海藏演三乘　南無海藏達摩耶 

稽首稽首皈依僧　僧心似水清　水清秋月現　月現福田僧　南無福田僧伽耶 

三寶廣無邊　僧伽萬德功圓　六年苦行證金仙　說法利人天　放光現瑞周沙界 

天龍八部同瞻仰　千賢萬聖會祇園　結集永流傳　（重二句） 

接著請齋天佛事的主角大功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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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

並持誦《大吉祥天女咒》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室利摩訶提鼻耶　怛你也他 

嗡 波利富流那遮利　三曼陀 達舍尼羅卻

摩訶毗訶羅伽帝　三曼陀 毗陀尼那伽帝 

摩訶迦梨波帝　波婆邇 薩婆多喝　三曼陀修砵梨

富隸阿夜那達摩帝　摩訶毗鼓畢帝　摩訶彌勒簸僧祇帝

醯帝蓰　三博祇悕帝　三曼波陀　阿耨婆羅尼　薩婆訶

3. 唱誦經典

再來大眾誦念《金光明經‧明空品》：

無量餘經　　　已廣說空　　　是故此中　　　略而解說

眾生根鈍　　　尟於智慧　　　不能廣知　　　無量空義

故此尊經　　　略而說之　　　異妙方便　　　種種因緣

為鈍根故　　　起大悲心　　　今我演說　　　此妙經典

如我所解　　　知眾生意　　　是身虛偽　　　猶如空聚

六入村落　　　結賊所止　　　一切自住　　　各不相知

眼根受色　　　耳分別聲　　　鼻嗅諸香　　　舌嗜於味……

香花迎請三寶諸天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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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念誦「先誦金光明經讚佛偈」：

佛面猶如淨滿月　　亦如千日放光明

目淨修廣若青蓮　　齒白齊密猶珂雪

佛德無邊如大海　　無限妙寶積其中

智慧德水鎮恒盈　　百千勝定咸充滿　

足下輪相皆嚴飾　　轂輞千輻悉齊平

手足縵網遍莊嚴　　猶如鵝王相具足

佛身晃耀等金山　　清淨殊特無倫匹

亦如妙高功德滿　　故我稽首佛山王

相好如空不可測　　逾於千月放光明

皆如焰幻不思議　　故我稽首心無著

4. 上供

然後進行供養三寶諸天，法師唱誦著金光明會上佛菩薩的聖號：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四方四佛。

南無寶華琉璃佛。

南無大乘金光明經（三稱）南無信相菩薩。

南無金光明菩薩。

南無金藏菩薩。

南無常悲菩薩。

南無法上菩薩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

南無護法諸天菩薩

南無伽藍聖眾菩薩

南無歷代祖師菩薩  

接著持誦變食真言、甘露水真言以及普供養真言，並祝願能以此食的色香

味上供十方諸佛，中奉諸聖賢，下及六道品，希望能等施無差別，眾生能隨願

皆飽滿。

5. 獻食

上供三寶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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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大眾唱奉食讚：

虔誠獻香花，智慧燈紅焰交加，淨瓶楊柳灑堪誇，橄欖共批把。蒙山雀舌

茶奉獻，酥酡普供養釋迦。百寶明珠奉獻佛菩薩，衣獻法王家；百寶明珠奉獻

佛菩薩，衣獻法王家。南無普供養菩薩摩訶薩

接著主法白文祝禱

今我道場敷設供養。然種種燈。燒種種香。奉種種飲食。淨潔如法。恭持

奉供諸佛世尊。大乘經典。菩薩賢聖一切三寶。又復別具香華

飲食。奉獻功德大天大辯。四王梵釋。天龍八部聖眾。復持飲食散擲餘

方。施諸神等。惟願三寶天仙。憐愍於我及諸眾生。受此供養。以金光明力及

諸佛威神。於一念間顯現十方一切佛剎。如雲遍滿如雨普洽。廣作佛事等熏眾

生。發菩提心同圓種智。

接著主法持飲食果酥等至道場外淨處，並祝願

我今依教供養

大乘三寶及吉祥大天。持此種種飲食。散灑諸方遍施諸神。願諸神明威權

自在。一念普集各受法食。充足無乏身力勇銳。守護堅強

知我所求。願當相與迴此福利普潤含生。果報自然常受勝樂

接著持誦《大吉祥天女咒》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室利摩訶提鼻耶 怛你也他 

嗡 波利富流那遮利 三曼陀 達舍尼羅卻

摩訶毗訶羅伽帝 三曼陀 毗陀尼那伽帝 

摩訶迦梨波帝 波婆邇 薩婆多喝 三曼陀修砵梨

富隸阿夜那達摩帝 摩訶毗鼓畢帝 摩訶彌勒簸僧祇帝

醯帝蓰 三博祇悕帝 三曼波陀 阿耨婆羅尼 薩婆訶

持善天女咒時便以法食散擲四方。想無量鬼神悉來受食。接著持誦〈散食

偈〉三遍，其偈曰：

汝等（天仙　地祗　王官）眾　我今施汝供

此食遍十方　一切（天仙　地祗　王官）共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施食與（天仙　地祗 王官）皆共成佛道

主法和尚會再一次散撒糖果餅乾等法食於壇場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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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歲星君壇城前進
行酬謝和奉送。

2. 光明燈壇城前進行
酬謝和奉送。

1
2

法師向諸天護法散食。

最後並念誦消災吉祥神咒

 曩謨三滿哆母馱喃阿跋囉底賀多舍　娑曩喃 怛姪他 唵　佉佉佉呬吽吽入

縛囉　入縛囉跋囉入縛囉　跋囉入縛囉底瑟宅　底瑟宅　瑟致哩　瑟致哩　娑

癹吒　娑癹吒扇底迦　室哩曳娑縛訶

希望能透過消災吉祥神咒的力量加持與會大眾，使一

切災禍不能為害。能轉災禍為福德大眾皆得吉祥圓滿。

6. 送聖謝太歲圓燈回向

在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奉送值年太

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進行奉送本命星君。大眾唱觀世音

菩薩聖號，法師分別先後到太歲星君和光明燈壇城前，進

行酬謝和奉送，法師手持清香禮拜太歲星君和本命星君，

再用大悲水灑淨奉送各歸本位。然後法師再回到佛前領眾

唱誦送聖讚。希望佛慈廣大，能感應無差，寂光三昧遍河

沙，願不離伽耶，齋天的功德能降福齋家，在金地湧現蓮

花中，三寶諸天能登上雲路各歸本位。接著並以齋天功德

偈來回向法會的圓滿功德，期望供天的殊勝功德，能便眾

生皆滿願，並能速得無量諸佛的福慧。便完成了「光明燈

圓滿謝太歲齋天」法會。

（二）蒙山施食法會

下午則設壇進行蒙山圓滿施食法會，普濟幽冥。蒙山食是由宋代的不動法

師所編纂的。不動法師，天竺人，梵名「阿 撇幹資羅」。華言譯為「不動金

剛」初出家時，曾遍遊五天竺，通顯密、性相之學。初至西夏，止於護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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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譯密部經典，弘揚般若。由於不動法師所修為金剛部密法，故稱為金剛上

師。曾以唐不空三藏，所譯的三十五佛名經禮懺文前，增五十三佛，後綴普賢

十大願偈為大懺悔文。後遷至四川蒙山（今名山縣境）。爰集《瑜珈焰口》及

《水施食法》，並以二法為主，集諸密部成文，輯成《蒙山施食儀軌》8，宋代

並收入於《禪門日誦》。

法會的進行過程依儀軌的內容來分，可以分為：起首念誦儀，正誦蒙山施

食，結願念佛回向。以下分別說明之。

1. 起首念誦儀

這是法會的第一部份，這包括：唱誦〈楊枝淨水讚〉，大悲咒三遍以淨壇

結界，此是根據《大悲心陀羅尼經》中所提到之大悲咒結界之法：

……善男子若復有人。……在閑淨處清淨結界。……若能如法結界依

法受持。一切成就。其結界法者。取刀咒二十一遍。劃地為界。或取淨水咒

二十一遍。散著四方為界。或取白芥子咒二十一遍。擲著四方為界。或以想到

處為界。或取淨灰咒二十一遍為界。或咒五色線二十一遍。圍繞四邊為界。皆

得。……
9

8　 噞昧菴編撰，〈宋西夏護國仁王時沙門釋不動傳〉《新續高僧傳六十五卷》，﹙台北
市：新文豐出版有限股份公司，民63。﹚據民國十二( 癸亥 )年北洋印刷局本影印，
頁：115、116。

9　 唐 伽梵達摩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大正藏》冊
21，頁：109。

法師進行灑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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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淨壇結界，便是透過主法金剛上師和法師持誦大悲神咒力量，使得原

來的空間，立即成為一神聖的壇城。透過淨壇結界，使的參加法會的信眾潔淨

身心， 到身心淨化，收攝身心的功用。

接著主法和尚和法師齋主們便念佛到孤魂壇的「十方法界六道群靈之

位」，前薦食。大眾念南無阿彌陀佛唱此佛號至靈位前唱：「西方極樂世界大

慈大悲阿彌陀佛」，接著三唱，「南無

蓮池會菩薩摩訶薩」。後三稱「南無蓮

池海會佛菩薩」。再接著唱誦《佛說阿

彌陀經》和往生咒，《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和變食真言（七遍），甘露水真言

（七遍）普供養真言（三遍）和〈彌陀

讚〉。最後唱回向偈。

薦食完畢，便念佛回壇。接著唱誦

〈蓮池海會讚〉，此時主法和尚行十方

禮後隨即升座。大眾同誦《佛說阿彌陀

經》和往生咒，〈彌陀大讚〉。接著在

休息20分鐘後，即進行正誦蒙山施食。

2. 正誦蒙山施食

在休息20分鐘，法鼓三通後，壇位諸師和主法和尚隨升座，進行正誦蒙山

施食的儀式。而正誦蒙山施食的過程又可以分為：﹙1﹚破獄﹙2﹚召請﹙3﹚

迎請三寶傳授三皈﹙4﹚懺罪發願﹙5﹚除障受戒﹙6﹚變化法食及施食﹙7﹚接

引佛國超昇淨土。

照承法師在進行施食儀式時運用：結手印﹙手訣﹚，持咒語，觀想的力

量，而能使儀式主持者行法產生神力。如上文提到在進行破獄，召請，迎請三

寶傳授三皈，懺罪發願，除障受戒，變化法食及施食，接引佛國超昇淨土，

結願念佛回向時，所身結的各種手印，所持誦的各種真言，和進行的各式觀

想。便是經由身結手印，口誦真言，意持觀想，以達到身、口、意三密相

應，而能使身心靈一產生神力，便能即身變化為本尊，而能為鬼道眾生，變

現甘露法食。講經說法，便能使幽冥眾生超生佛國淨土。照承法師在蒙山施

食的相關手印觀想等，是傳承自典壁尼嘛上師的不共傳承，因此有別於一般

道場和蓮茵寺懺雲老和尚系統的手印傳承。所以法師在演法時，都會用法衣

把手印遮住，代表密印。這些手印是融合千手觀音，地藏菩薩等相關救度六

道惡趣的密法心要。

法師進行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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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師結大悲觀音施食法傳承密印。
2. 法師用法衣遮 傳承密印。
3. 法師變化法食成無盡甘露斛食。
4. 法師散食十方。
5. 結願念佛回向。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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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蓮，2013。供三寶金光明懺齋天科儀。臺中市：瑞成書局。

3. 結願念佛回向

結願念佛回向，是法會的最後步驟。其意義便是將舉辦法會的所有功德，

回向給六道群靈，使其乘佛威神之力，往生佛國淨土，並使參與法會的大眾。

消災免難。最後大眾禮佛三拜後，便完成蒙山施食法會的儀式。

照承法師在法會開示：蒙山施食法會，藉著梵唄唱誦及象徵性的法器及種

種供品，將佛法宣說、告知予法界中的佛子、有情、孤魂等眾生，使之聽聞佛

法而能仗佛威神之力得以超拔，因此主要是對餓鬼道眾生的教化。透過蒙山施

食法會，可以使參加法會的信眾了解到，餓鬼道眾生，由於前世所造的諸多惡

業，而受苦受難，由於業力使然，無法進食。因此基於大乘佛教的救度精神，

透過施食儀軌所施的甘露法食，解除煩惱的飢渴。進而能得到佛法的救濟，得

到智慧，解除苦惱，增長慈悲。

結語

淡水龍山寺每年均在農曆12月15日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在

這一天，寺方上午會舉行「金光明經齋天科儀」法會，酬謝三寶諸天護法和值

年太歲星君和合祀神聖。主要是向觀音佛祖和諸天護法，表達感恩護佑眾姓之

意。在法會的送聖法節前，並同時向酬謝和奉送值年太歲星君，並到光明燈前

進行奉送本命星君。在台灣地方寺廟在舉行「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會，一般

都以普施來作為完美的句點。

龍山寺自2010年起，開始由淡水普照寺的釋照承法師，擔任寺內一整年祭

祀法會的主持弘法師之職。照承法師除了有漢傳佛教的傳承外，也有藏傳佛教

和唐密的修持傳承，本文是以2018年農曆12月15日的「光明燈圓滿謝太歲法

會」進行田野進行探討，了解照承法師如何在法會進行時，在演法上如何融合

顯密法要，在法會上開示佛法內涵，表達出以事顯理的佛教儀式精神。



博物館實務

傳統藝術原本就存在常民生活的風俗、儀式、慶典之中，

由於現代化與全球化的衝擊，

在地文化逐漸被侵蝕，傳統的社會實踐和表現形式亦隨之流逝。

無形文化資產的薪傳仰賴「口傳心授」，

蘊含族群與自然、歷史互動下，應運而生的處世智慧，

也是人類精神與心靈世界的顯現。

博物館身為保存、展示與詮釋文化資產的機構，

依循相關保護政策的核心理念，持續推動研討、傳習、教育活動，

凝聚在地的文化認同，培養文化傳承的新興力量。

Museum 
Pract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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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以人傳：
淡水北管藝術發展與薪傳

撰　　文｜�翁瑋鴻（淡水南北軒社員）
圖片提供｜�翁瑋鴻、淡水南北軒、淡水和義軒、李宇宙、張

秀子、蘇文魁、陳君孟

傳統表演藝術興盛的年代，各地皆

有因戲曲結社的子弟團、票房組織，往

往一個庄頭至少就會有一個（或以上）

的戲曲社團，這些社團不以營利為目

的，而是以樂會友、娛人娛神，義務性

作為庄頭神明慶典時的出陣隊伍或戲劇

演出。日治到戰後期間，淡水的音樂戲

曲組織、戲班就有數十團相繼成立，北

管之外，還包括南管、京調（劇）、潮

調、歌仔戲、布袋戲、西樂等各種表演

藝術，皆曾在淡水輪番熱鬧上演。

In the heyday of traditional performing 
arts, every village would have at least 
one music or opera group. They were 
not profit-oriented and were about having 
fun with friends and entertaining people; 
performances would be voluntarily staged 
when worship ceremonies for vi l lage 
deities were held. In the period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after WWII, 
Tamsui had dozens of music,  opera 
and other performing groups, with not 
just Beiguan music but also Nanguan, 
Peking Opera, Chaozhou Opera, Gezai 
Opera, Budai glove puppetry and Western 
music performances staged alternately to 
enthusiastic audiences on the streets of 
Tamsui.

傳統表演藝術以祭祀酬神為主要目的，淡水宗教活

動自日治以來便可謂逐年盛大，間接提供了淡水傳統藝

文發展的潛力與能量累積，每年農曆三月媽祖生、五月

初五、初六的清水祖師遶境、西秦王爺聖誕，以及輪祀

性質的尪公、大道公信仰等大小神明慶典，也就成為傳

統表演藝術團體競藝的表演舞台。

若是想像一下歷史漫遊的場景：在農曆五月初六

清水祖師遶境前的夜晚散步一番，看看各團參與遶境的

準備狀況，可以先在米市街看北管子弟套戲，再往東興

街、公館口、新店、暗街子一路走過，沿途北管排場、

南管整絃、京調唱曲不絕於耳，也可以看到吹奏薩克

斯風、小喇叭與嗩吶的中西樂隊合奏，最後再到新厝街

的龍山寺看看詩意藝閣，暗街子口附近、俗稱「火車吃

水」的地方，想必會是最熱鬧的景點之一。

這個時期非子弟的一般居民，熱愛戲曲的程度也不

遑多讓，是主要觀眾群也是實際贊助者，庄頭居民人人

有「份」，出錢、出力、出人，贊助經費、伙食之外，

鼓勵家中子弟學藝，也成就淡水北管音樂團在日治時期

的繁榮昌盛。

1969年6月20日淡水清水祖師遶境——藝閣。1960年

代之後傳統表演藝術已漸沒落，但地方廟會仍可見子

弟團參與，努力維護傳統藝術價值與核心。（李宇宙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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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戲看亂彈

北管（亂彈）是相對於南管的稱呼，廣泛的指涉包含音樂、戲曲或是演奏

風格而言。1北管與南管屬完全不同的樂種／劇種，南

管早於北管傳入臺灣，演奏悠靜高雅、溫婉有緻，有

「御前清客」雅稱，唱念咬字以泉州音為主，以鼻腔共

鳴的頓挫唱法成為主要特色；北管則主要屬亂彈系統，

演奏高亢昂揚，頭腔共鳴的唱法豪邁為其特色。大致於

清中葉時期隨移民傳入臺灣，傳入之際是清代花部、雅

部戲曲盛行的年代，因此北管保有花部亂彈的戲曲特

色，也保有部分雅部崑曲的雅緻風格，加上後來接受皮

黃系統的影響，成為綜合的戲曲表演藝術。「呷肉呷三

層，看戲看亂彈」，所指即是北管戲受到觀眾喜愛的程度。

一般來說，臺灣的北管有福路與西皮兩大流派，福路屬於老梆子腔系統，

西皮則屬皮黃系統，依照傳入的時間先後，前者為舊路，後者為新路。兩者的

差異在於主奏樂器的不同，舊路以殼仔絃為主，板式包括倒板、緊板、平板、

流水、緊中慢、慢中緊、十二丈、四空門等等；新路以吊規子為主，板式包括

倒板、緊板、二黃、西皮、刀子、慢刀子等等。2福路、西皮的樂器不同之外，

兩者主神亦不相同，福路供奉西秦王爺，西皮供奉田都元帥，但亦有兩神皆供

奉的「雙教」型態（如臺北等地），東北部的宜蘭、基隆、雙溪與瑞芳等地，

更曾因不同派系的戲曲對立而引發械鬥。3

北管的表演內涵包括以嗩吶為主的「牌子」、絲竹演奏的「絃譜」與「細

曲」，以及演唱福路、西皮聲腔的「戲曲」等四種類型。然而，北管的表演內

涵雖然豐富，但就現代人的普遍認知，北管往往侷限於民間迎神賽會的嗩吶吹

奏而已，或是將「牌子」吹打樂型態的演奏也一併視為北管的刻板印象。表演

型態上，包括出陣、排場與演戲三類，出陣是迎神賽會的遊行表演，排場是不

著裝扮的坐場戲曲清唱，演戲是有一定表演程式以及前後場搭配的「上棚」演

出，也是當中難度最高的表演型態。

北管是戲曲的音樂，主要用於戲劇演出的前後場配合，戲重於樂，並非是

單純的音樂活動。北管曲牌數量豐富，且因應演出角色、情節也有所不同，例

1　 參見筆者《淡水北管子弟團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頁：6。

2　參見邱坤良，《續修臺北縣誌•藝文志》（新北市政府出版，2008），頁：148-149。
3　 西皮與福路對抗是臺灣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戲曲分類對抗，也是世界藝術史上少有的
音樂戲曲戰爭，可參見邱坤良〈西皮福路故事〉，蒐於《民間戲曲散記》（臺北：時
報文化出版，1979），頁：151-182。

出陣為子弟團的表演型態之

一，走在隊伍前方的地方仕

紳，也是領導軒社的頭人。

（淡水南北軒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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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皇帝出京用〈大瓶爵〉、太子打獵用〈小瓶爵〉，番將出兵用〈二凡〉或〈番

竹馬〉，將帥點兵用〈一江風〉或〈玉芙蓉〉、渡河過江用〈普天樂〉等。劇

本（總綱）方面，北管藝人對扮仙戲之外的劇本，有「福路二十四大本、西路

三十六大本」之說，雖然所指的劇目不詳，但若參照北管劇團「新美園」存有

的戲帖來看，1970年尚存有近三百齣，惟時常上演者僅存一百多齣而已。4

目前常見上演的北管戲齣，包括舊路戲《鬧西河》、《倒銅旗》、《黑四

門》、《斬經堂》、《困河東》、《五龍會》、《藥茶記》，以及新路戲《渭

水河》、《三進士》、《天水關》、《黃鶴樓》、《長坂坡》、《斬黃袍》、

《落花河》、《臨潼關》等等。5不過，北管戲使用帶有閩南腔湖廣話的「官

音」，聽起來短促、聲調與平常語言不同，對現代觀眾來說並不容易明瞭，但

對北管藝人來說，能演唱官音亦可視為學藝高尚的代表。

北管子弟與內行藝人

「子弟」係指參與戲曲演出的前後場人員，民間對於「子弟」的解釋，則

有良家子弟、富家子弟與票友之意，屬玩票、「 」（tshit-thô）性質，是利

用閒暇時間參與戲曲的業餘表演者，由「子弟」粉墨登場，便是「子弟戲」的

4　同註2，頁：152。
5　 相關北管劇本的整理，可另外參見陳秀芳主編《臺灣所見的北管手抄本（一）-
（三）》（南投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80-1981）。該書包含3冊，主要收集
大批臺中雅樂軒手抄本的結集，重新騰打後再印刷出版。

1989年7月12日淡水南北軒於鄧公福德宮（水廠土地公）戲台演出《破洪洲》。（張秀子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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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廣義的子弟並不專指北管而言，舉凡學習南管、外江（京劇）、九甲、

歌仔戲等相關的戲曲社團，皆可視為子弟團。不過，台灣各地以北管子弟團組

織最為龐大，參與人數由數十人到數百人皆有，活動也較其他非北管的子弟團

頻繁，因此所謂子弟也往往就是指北管子弟而言。

子弟團的成立宗旨，一方面是為地方神明作義務性質的服務，同時也作

為展現個人才藝的平臺，另一方面亦加深年輕子弟對地方的情感歸屬與地緣觀

念，讓年輕子弟有機會向長輩學習地方事務。子弟集會場所多依附在廟宇，或

頭人無償提供的住所，通常帶有集會所

聯誼、交流的性質，另外也是在地的傳

統音樂戲曲中心，並成為培養傳統戲曲

觀眾的主要來源。

相較於職業戲班演員的「內行」藝

人，子弟是業餘北管愛好者，兩者是業

餘與職業演員的身份不同，並非指技藝

水準有別。演出經驗豐富的內行藝人、

樂師，也時常成為子弟團爭相聘請駐團

指導的對象，早期例如華天河、吳玉、

馮添財、林青山、蔡文成等人，也皆成

為許多北部子弟團著名的館先生。6

淡水軒社的踵事增華

淡水的子弟團在日治時期便極為興盛，包括滬尾淡水軒、和義軒、南北

軒、清絃閣（南管）、淡水青年音樂會（西樂）、三樂社、清籟社、共樂社、

同慶社（京調）、華音社（京調），職業戲班方面，也有潮州戲班、歌仔戲班

與布袋戲班，在淡水地方輪番上演。7興盛原因當與繁榮經濟與祭典盛行有密切

關係，商家實際贊助金錢，訂製旗幟供子弟團競賽評等，同時也有商社實際號

召員工成立專屬子弟團的情形。8

6　 華天河、吳玉、馮添財、林青山、蔡文成等人，皆曾在淡水擔任館先生教授戲曲，曲
館包括和義軒、南北軒、保安社、義興社等等，參見及筆者《淡水北管子弟團研究》
（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62。

7　 相關淡水子弟團的發展歷史，可參見張建隆〈淡水傳統曲藝瑣記〉，蒐於《尋找老淡
水》（臺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6），以及筆者《淡水北管子弟團研究》（國立臺
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8　 「淡水街音樂團清籟社，乃施合發株式會社，為敦睦職員起見所組織者」，〈奉祝御
大典獻技〉《臺灣日日新報》1928.11.14。

1948年5月淡水碼頭工會成

員於清水巖前合影，該工會

成 員 多 有 參 與 軒 社 活 動 。

（蘇文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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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日治時期發行時間最長的《臺灣日日新報》（1898-1944），不難發

現時有登載淡水迎神祭典的相關報導，篇幅雖然不大，但其實內容也是淡水各

個音樂團的動態消息與演出紀錄，亦反映戲曲興盛與民眾參與的普遍程度。目

前最早的紀錄可追溯自1911年（明治44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名為〈子弟

開演〉的一則新聞： 

近來北部子弟之登演劇者自基隆艋津始，本年淡水亦於春間創立，號

曰淡水軒，日夜學習，去貳日於該地龍山寺前開演，頗有可觀，大為

喝采，是夜男女觀者如堵，以萬計。誠淡水未有之雜踏也，然基隆艋

舺之子弟班，恆惹爭端，故警官禁不許演，淡水之子弟班其毋傚基艋

之惡習也可。
9

上述報導是淡水軒的登台紀錄，子弟團從學戲到登台演出，所需的人力、

物力、時間並非平時的出陣、排場所能相比，除了前後場的子弟先生教戲之

外，子弟成員更需要長期的不斷練習才能搭配得宜，無法短期速成。淡水軒能

在龍山寺開演，又能「頗有可觀，大為喝采，是夜男女觀者如堵」，必定也是

經過長時間的練習，因此成立的時間應當更早。雖然不知所演劇目與演出情

形，但也為淡水首個北管團體留下珍貴文字紀錄。

淡水軒之後，大正年間和義軒、南北軒等各軒社相繼成立，同樣皆以北管

為主力，也形成三個主要軒社各具勢力的局面。1924年（大正13 年），淡水軒

與和義軒、南北軒於當地派出所前（今華南銀行）同台拼戲，據聞搭建3座戲台

並同時上演相同戲碼較勁。10然而，在日治時期極為活躍的淡水軒，也特別受

到官方注意，活動力降低之外，部分成員移居外地，而後的北管活動則以後繼

的和義軒、南北軒為主軸。兩軒時常在祭典場合相拼，地方人云「淡水迎祖師

公，看南北軒拼和義軒」，每年清水祖師遶境陣容龐大壯盛，輸人不輸陣，競

爭尤盛。

戰後復甦與發展困境

戰後淡水各地子弟團再度蓬勃發展，除早先成立子弟團仍然活躍之外，

戰後初期相繼成立潤德堂、清平社、義興社、保安社、魯班團、協義堂、霓裳

社、和興社、梅溪社、忠和社、太平社、國隆社、長壽堂、玄樂社等等，不過

這時期成立的社團持續不久，部分團體之後也因儀式性需求作應聘出陣，改為

純演奏的職業樂團生存，表演內容依市場而定，侷限在牌子曲目的演奏。

9　 〈子弟開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6.05。兩個月後，該報續報導〈子弟重
演〉（《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11.08.26），兩則簡短文字為淡水軒留下針貴紀錄。

10　 參見筆者《淡水北管子弟團研究》（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10），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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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1年6月5日〈子弟開演〉報導內容，記錄淡水

軒於當年農曆五月初六、初七於淡水龍山寺前開

演，雖未記載演出劇目和原由，但該篇是淡水子弟

團目前最早的活動紀錄；右圖為前述開演二個多月

後，再度刊登〈子弟重演〉的後續報導，記錄淡水

軒慶祝西秦王爺聖誕的演出紀錄。 
2. 滬尾淡水軒是淡水最早的子弟團，日治時期演出頻

繁極為活躍，戰後則因後繼無人而沒落。圖為位於

淡水清水巖側廂、未翻修前的淡水軒舊照。（淡水

南北軒提供）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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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之後，大眾媒體與其他休閒娛樂因應而生，取代包含北管等傳統

表演藝術的戲曲娛樂，縱使相關迎神祭典中熱鬧的北管陣頭依然舉行，但政治

宣傳的意味濃厚，演出皆須配合國民政府的反共藝文政策。對照近40年前淡水

南北軒慶祝成立60週年（1977）的戲臺對聯——「音韻聊暄鼓腹歌，和平克協

祈神聽」，描寫戲曲子弟鼓腹而歌、怡然自得的情形，同時也多少反映那個時

代軒社的政治正確。然而，真正欣賞傳統戲曲的人口已銳減、沒落，熱衷戲曲

的程度不如往昔。因此，曾經貼近庶民生活的北管，長久存在下來習焉不察，

隨著藝人凋零逐漸流失於「無形」，一度淪為真正的「無形文化資產」。

淡水的傳統表演藝術團體也不例外，同樣面臨式微的命運，縱使1980年代

之後政府開始重視與維護民俗活動與傳統藝術，舉辦民間劇場、文藝季活動，

或正視老藝人的戲曲傳承，讓傳統戲曲再度開始被各界關注，但多數社團早已

欲振乏力，而原本相互競爭作為「拼館」對象的和義軒與南北軒，在後繼無人

的困境下，兩軒也皆在1980年代末期就不再登台演出。11

積極復振與文化薪傳

對照昔日淡水北管活動的風華，1980年代至2000年中期，可以說是黯淡無

光的灰暗時期，子弟軒社幾近沒落低迷、青黃不接。然而，淡水的北管團體所

幸在上一代老子弟的苦撐經營，縱使沒落，除堅持地方廟會不容缺席之外，並

在下一代新血的實際加入之下，努力維護子弟團的藝術價值與核心。

根據2009年淡水古蹟博物館委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的《淡水無形文化資

產報告書》調查，當時淡水的北管團體實際仍有8團尚有活動，雖然多屬演奏

性質的樂團居多，但和義軒與南北軒致力招募新血，皆由資深團員擔任子弟先

生，持續薪傳。其中南北軒更延攬著名北管藝師邱火榮先生，在歷經1年多的訓

練後，2010年8月由成員在淡水河岸邊的原公所後方空地舉辦「登臺復演」活

動，以傳統開臺戲齣《渭水河》期望作為重新復振北管戲曲的序幕，12而此次的

公演，距離上次演出已相隔21年之久。

近年國人對文化資產與傳統藝術保存觀念愈加重視，雖然傳統戲曲尚未納

入學校教育之中，但許多年青學子也願意加入學習的行列，讓北管藝術能向下

扎根，年輕子弟也能實際接手地方軒社事務。另外，也藉著網路媒體、社群網

11　 最後一次由淡水子弟軒社的演出，是1989年南北軒的西秦王爺聖誕，於淡水鄧公福德
宮戲台演出《臨潼關》與《破洪州》（《穆桂英掛帥》）。

12　 《渭水河》敷演周文王為姜子牙拖輦故事，內容無死傷又具有吉祥之意，在戲曲結
構上也包含二黃、西皮等不同板式，因此藝人多以此戲作為開臺的「戲頭」，同樣
屬性的戲齣還包括《黑四門》、《大拜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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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77年，淡水南北軒成立60週年時搭台情形。（淡水南北軒提供）

2.  1978年淡水和義軒提前慶祝成立70週年於清水巖登台演出。（淡水和義軒提供）

3.  2017年淡水南北軒慶祝成立百週年系列活動，由南北軒與淡水區公所、淡水古蹟博物館

共同主辦，由古蹟博物館館長柏麗梅女士上台致詞。（陳君孟攝影）

4.  2017年淡水南北軒慶祝成立百週年系列活動，由南北軒與淡水區公所、淡水古蹟博物館

共同主辦，由區長巫宗仁先生上台致詞。（陳君孟攝影）

5.  淡水南北軒近年亦投入與地方合作，圖為淡江大學師生參與淡水大拜拜，使學生體驗當

地傳統遶境文化。（淡水南北軒提供）

6.  淡水「北管音樂」2012年登錄為無形文化資產傳統藝術類，近年來持續薪傳，成員從學

齡前孩童到80餘歲的資深藝員皆有。（陳君孟攝影）

2
4

1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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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增加曝光度，讓傳統戲曲也逐漸開始有復甦之勢。2012年，文化部文化資產

局以淡水的「北管音樂」登錄為傳統表演藝術類無形文化資產，並以淡水南北

軒為指定保存團體，成為淡水唯一的傳統表演藝術無形文化資產。13

南北軒持續於2013、2015、2017年公演《鬧西河》、《落花河》、《三

進士》等，其中去年（2017）公演是南北軒成立百週年系列活動之一，由民間

團體與區公所、古蹟博物館共同合辦的祭典活動，並結合近年來官辦的淡水環

境藝術節活動，將原本2週的藝術節延長為1個月，融合現代藝術與傳統祭典，

內容包含藝術踩街、環境劇場、軒社遶境與子弟登台，透過此次藝術節展現集

結民間的藝文能量。

藝以人傳與文資保存

淡水的「北管音樂」受政府「認定」，反映地方政府對傳統表演藝術的重

視，不過北管真正缺乏的，並非由上而下的官方認定機制，而是能否有完整配

套的實質計畫，例如協助開設傳習課程、記錄保存資深藝人技藝、增加表演平

臺與機會、促進藝文交流的媒介等，最重要的仍是營造適合傳統表演藝術發展

的環境，以民間為主、官方為輔的由下而上方式，才能讓傳統表演藝術更具民

間活力。

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關鍵，是以人作為薪傳藝術的主體，戲曲的傳承與

觀眾的培育，是推動戲曲發展的動力。面臨資深藝人逐漸年邁，未來勢必缺乏

實際傳習藝術的技巧與內涵，倘若日後僅從文獻資料（如劇本、曲譜）加以考

據，終會喪失傳統戲曲的珍貴之處，因此更應就演出技藝上加緊傳承與紀錄，

才不致有消失之虞。

此外，北管傳統表演藝術為無形文化資產，但與其相關的文物亦可視為珍

貴的有形文化資產，諸如戲曲社團保有的總綱（劇本）、戲服、帳冊、曲簿、

手抄本、木雕鑼槓、彩牌、花籃鼓架與繡布、旗幟等等，這方面或許可與有形

文化資產的古蹟空間與歷史建築作連結，規劃出可利用的空間，作為展示無形

文化資產的微型博物館。一方面能替無形文化資產留下有形文物保存，不致讓

其年久失修而頹舊，一方面也能作為表演藝術類的傳承教室、排練場，或作為

劇場的兼用性質，達到有形文化資產活化與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的實質目的。

13　 北管音樂之外，其他受認定的淡水有形／無形文化資產還有36項，包括27處古蹟、6
處歷史建築的有形文化資產，以及「古物」（古墓）、「民俗」（八庄大道公）、
「傳統工藝」（寺廟彩繪）等3項無形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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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是自然景觀豐富、人文薈萃的歷史城市，華洋交錯、新舊並陳的古

蹟建築群，使它成為國內擁有世界遺產認定的「潛力點」之一，加上淡水不同

族群的文化特色與傳統宗教祭典，豐沛的觀光資源與文化底蘊，皆為淡水累積

有別於其他城市的觀光優勢。在淡水豐富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及天然觀光資

源，尤以北管為難得被復興的珍貴無形文化資產之一，「戲以人傳，藝以人

揚」，無形文化資產更需得以傳承才是至要關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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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寺廟彩繪的保存與傳承：
莊武男娓娓道來藝師養成之路

撰　　文｜�游淑芬（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籌備處專案計畫執行長）
圖片提供｜�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李政剛

近年來，各式各樣的文化資產保

存的議題時常躍出新聞輿論，不論是

有形的文化遺產或是無形文化遺產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其中，
具有重要傳統技藝保存的藝師匠師更是

被視為「人間國寶」。但事實上，許多

台灣重要的傳統技藝，隨著藝師的殞落

而面臨失傳的劣境。對於文化，人類皆

有保存、維續與傳承給下一世代的責任

與義務。且讓淡水的廟宇彩繪大師莊武

男娓娓道來他歷經30年的藝師生涯，及
對寺廟彩繪的愛與哀愁。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issues have appeared 
in the media, involving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is cultural 
heritage, artists and craftspersons who 
preserve important traditional arts are 
regarded as national treasures, however, 
as the old artists/craftsperson gradually 
age and pass away there is a danger that 
many traditional Taiwanese arts will be lost. 
Mankind has a responsibility and duty to 
preserve, continue and pass on cultur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amsui master temple 
painter Zhuang Wu-nan talks about his 
30 years as an artist and his love for and 
worries about temple painting.

舊稱滬尾的淡水，走進充滿古意的小巷子，一堵奇

特的白樓手繪牆入眼，亭仔腳前的小小空間，放置正待

處理彩繪的大型木作。這裡是「滬尾文物展示中心」，

也是「102年度新北市傳統藝術藝師」莊武男——阿男

師的家。淡水難得的陽光灑落在正為木作彩繪的阿男師

身上，閃耀得不只是歲月的光彩，更是一種對自身熱情

的執著與自信。莊武男16歲為學習廟宇彩繪技藝，離

家前往新莊拜師學藝，是北部彩繪名師洪寶真最後的關

門弟子。

19歲少年師　以身體學習扎實功夫

時光悠悠的3年，恩師洪寶真去世，那年莊武男才

19歲。如以現今的眼光來忖度，19歲的年青人能做什

麼？當年莊武男已盡得恩師洪寶真的技藝，從毅然決然

回鄉開始算起，竟也在廟宇彩繪業界至少30年的精彩

歲月。他憶起踏入這個傳統工作領域的因緣——起初是

因為自己不愛讀書只愛畫畫，卻也因為家中清寒買不起

畫紙，只好靠著幫同學代筆畫畫，發揮了自己繪畫的天

份。16歲那年，放棄了升學而到了親家「洪寶真」門

下開始當起彩繪的學徒生活。

彩繪大師莊武男正為搶救來的大木作進行修復及

彩繪。（李政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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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徒的日子非常辛苦，必須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包括了洗衣燒水煮飯

等雜事，還得接受嚴格訓練。幸好，經歷師徒制這樣的扎實訓練，加上了莊武

男本身認真的學習態度，三年的學徒生活，跟著師傅「洪寶真」南征北討，邊

學邊紀錄，短短時間，他的繪畫技藝已日漸見長。當時他的師傅洪寶真所組織

的團隊，也會找外面的師傅幫忙，藉此他同時間見識了各個派別的彩繪大師，

如潘麗水、陳壽彝、李金泉、陳玉峰等，或者一起工作，或接受指導，加上他

天資聰穎，這些機會精進了莊武男的彩繪技術，不僅原有的南式1畫法，包括北

式及蘇式，都難不倒他。

精通南北畫法　對場磨練闖名氣

當他服完兵役後，算是正式開始出師，也開始收徒培養自己的團隊。要快

速累積名氣的方式，就屬「對場」。所謂「對場」是廟宇在興建過程中，由兩

位匠師同時施作，以廟宇的中軸線分左右或前後，包括彩繪、木作或剪黏等，

這是一種硬底子的拚搏，尤其在極短時間內必須遵照廟宇的基本尺寸來施作，

1　 根據李乾朗《滬尾文星：莊武男作品集》：北方宮殿式彩繪、蘇式彩繪與南式彩繪，
宮殿式的建築彩繪常用旋子（花），形成所謂的「和璽彩畫」或是「旋子彩畫」；蘇
式彩繪則是廣為利用民俗彩畫的構圖與技巧；南式彩繪的畫風不為規矩所拘，構圖可
見漢代畫象磚上風俗畫遺風，色彩以朱、黑、青、綠為多，而台灣古建築彩繪風格即
偏向南式。

莊武男娓娓道出過去辛苦的學藝旅程。（李政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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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自身的功夫而不影響廟宇整體性，參與的匠師為了不輸裡子面子，無不盡

力展現自己的實力。莊武男25歲時參與龍山寺對場、26歲參與保安宮對場……

在一次次的對場中聲名大噪，他自信以前都不用廣告，對場的成績就是最好的

宣傳。他猶記得，忠義行天宮工務管理人員為了修整廟宇彩繪，還特地在他修

繕關渡宮與北投慈后宮時，前往觀看彩繪施工狀況，確認技術實力與工作態度

後才正式委託。爾後自然而然口耳相傳，各廟都會自動來請師，甚至被稱「南

壽彝北文星」2，可見當時名氣之大。

隨後數年，莊武男畫過關渡宮、台北保安宮、松山慈惠宮、淡水天元宮、

台北行天宮、淡水龍山寺……等大小宮廟（僅列部份），不僅廟宇彩繪的工

事，包括1963年台中教師會館的圓頂天花板、1966年陽明山中山樓天花板及梁

枋斗栱、1979年台北孔廟、1979年

板橋林家花園三落大厝，亦留下莊武

男精彩的作品，可惜的是，目前很多

作品都已在重修中被塗改或拆除。這

其中，陽明山中山樓的彩繪工事最讓

他印象深刻。陽明山中山樓起造於

1965年，當時已頗具聲名的莊武男

在1966年接到彩繪內裝天花板及斗

栱梁枋的工事。莊武男回憶道：「那

時政府趕著要開國民大會，施工期程

原本就很緊湊，卻沒想到原先蔣夫人

覺得非常喜愛的畫稿，一再翻盤，

連續改了三次，然而即使壓縮到施工

期，答應的事也必須如期完成，那時

我與團隊真是日夜都在趕工。」莊武

男最後也以精湛的功力，在國民大會

講堂留下了美麗的傳統北式彩繪，與

陽明山中山樓共同寫下一頁歷史。此

外，1963年國立歷史博物館彩繪門

神在2006年重修時，也十分難得地

由原繪作者莊武男本人參與，因為原

作的精神最難模仿，是個非常難能可貴的機會。

2　 莊武男藝成回家鄉淡水，當時名詩人洪開元替他取了字號「文星」，後來反而以「文
星」落款的作品為多。

閒暇時創作陶板畫，仍

可看出莊武男內蘊的彩

繪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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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落實需要用心　莊武男用行動證明

1988年之後，莊武男逐漸淡出了廟宇彩繪的工作。談起最近常被提及的文

化資產保存，他有比別人深刻的憂心。有經驗的藝師愈來愈少，許多傳統的工

法也漸漸被取代，「眼見著這些傳統的技巧，已經快要失傳。」莊武男以廟宇

彩繪舉例，厲害的師傅可以憑經驗控制彩繪乾燥的速度，「對傳統彩繪來說，

學功夫就是學經驗，不是學死的。」細微之處如看待天氣的變化也是影響成敗

的原因之一。

多年前，第一任文建會主委陳奇祿先生常常來訪，在故友面前，莊武男時

常建言，台灣應該要向歐洲國家看齊，培養修復人才。雖說讀書重要，但學生

畢業後卻不見得有古蹟修復可做。莊武男憂心地說：「比起以前的時代，大家

從學徒開始紮根，那種實際動手實作的培養才是傳統技藝最重要的養份，很多

教授甚至自己都沒爬過高架，教起學生當然不夠專業。另外，對現在的年輕人

來說，他們覺得學這個太苦了，沒人想學了。」文化部也曾找他去諮詢，他不

改直率地表達意見，也不懼怕是否得罪人。莊武男想，在場產、官、學三方專

家、學者，以他的年紀最大，如果身為前輩的他沒開口，還有誰敢開口。莊武

男凡事「頂真」（意即認真）的態度，從小養成，至今仍未改變。 屋內滿是多年來的珍貴

收藏。（李政剛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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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繡莊文化園區　裝載阿男師的文化夢想

隨著時代更迭，現在的環境已不如從前，且廟宇的管理委員會的成員已不

像以往單純，加上文化資產的修復也常以標案的方式外包，常常落入文化是否

能以數字定價的迷思。莊武男在40多歲時，慢慢淡出了傳統彩繪的工作圈，決

定用自己的方式札根文化。

有鑑於歲月流逝易，傳統的文物不斷隨著時代消失，自接觸廟宇彩繪工

作以來，每每有了積蓄，莊武男會用來購置各類文物。尤其當廟宇修建時，主

事者對於老舊物件毫不珍惜而丟棄的態度，他看了憂心忡忡，所以常常自掏腰

包購置收藏，久而久之，他所珍藏的木件、石雕愈來愈多，包括來自東南亞和

中國的寺廟收藏。他成立滬尾文物學會，並在白樓入口處的斜坡設立「滬尾文

物展示中心」，展出他所收藏與自繪的陶版畫和臺灣文物，然多數的石雕、佛

像、石獅等文物，則規劃了「錦繡莊文化園區」存放及展示。 

「錦繡莊」位於瓦窯坑占地2千多坪，是莊武男已經打造了30年夢想，現

在仍持續建置著。園林內有涼亭、池塘、觀景臺、溪流、園藝、步道、田園

等，還存在1日治時期之古砲臺基地與地道，在這裡的一磚一瓦一石一樹，都是

莊武男親自擘畫，他衷心想將自己所見所聞文化的美好，讓後代子孫也能體驗

感受。

日本的彩繪修復公司——彩色設計有限會社來訪，由莊武男解說台灣傳統桐油顏料運用技術。（新北

市淡水社區大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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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於淡水老街的滬尾

文物展示中心。（李

政剛攝影）

2. 莊武男在淡水社區大

學開設的寺廟彩繪課

程，從根基打底文化

傳統。（新北市淡水

社區大學提供）

2001年迄今十幾年來，莊武男為了淡水地方之文化藝術推廣教育，在淡水

社區大學開設傳統寺廟彩繪課程，讓對此有興趣的學生，不致無法入門。課程

中他無私地傳授彩繪的技巧、藝術與對待傳統該具備的精神，以實際施作一步

步累積經驗，背負起傳統工藝的傳承與保存的重責大任。102年度獲新北市政

府頒發「新北市傳統藝術藝師」殊榮，由新北市長朱立倫親自頒贈獎座，感謝

其於傳統藝術領域默默的耕耘及在傳統技藝、永續傳承的成就與貢獻。

入室的墨跡未乾的「逍遙」兩字是阿男師早起時隨興揮毫的作品，也是一

位傳統技藝保存者大半輩子來的心情寫照，面對文化及傳統，一如國寶藝師莊

武男，數十年過去，他仍以自己的方式堅持守護傳統、傳承文化之美。

參考文獻

 ‧  李乾朗、詹碧霞，2014。滬尾文星——莊武男作品集。新北市：新北市文化局補助出

版。

 ‧  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2017。寺廟彩繪打底工藝。新北市：新北市淡水社區大學。

 ‧  蔡斐文，2014。傳統彩繪地仗層施作調查實錄。臺中市：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  洪淳修等，2012。2012看見新北觀點：新北市經典社區 : 影像紀錄片精選專輯。新北

市：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  淡水維基館（2018）。莊武男。線上檢索日期：2017年12月27日。網址：http://goo.
gl/4k16bX

1     2



技

藝

傳

承

78

博
物
館
實
務 M

useum
 Practice

傳統雕刻與泥塑神像的技藝傳承：
吳榮賜以刀斧刻寫人生

撰　　文｜�吳郁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
圖片提供｜�吳榮賜木雕工作室

吳榮賜的一生與雕刻有著不解之

緣，從傳統神像雕刻轉至藝術發展，一

路上有著貴人相伴外，更靠著自己努力

不懈的自我進修與深化。不僅在刀法運

用愈發精湛，更加深在意境的昇華。多

年來他也堅持薪傳雕刻、泥塑的技術教

學，以無形文化資產概念而論，是為技

藝傳承的好榜樣。

Wu Rong-chi has an indissoluble 
bond with sculpture in his lifetime. From 
traditional god sculpture to art development. 
Other than the assistance of benefactors, 
he worked hard to further train and study. 
His knife work has become exquisite, and 
further deepened in artistic conception. 
For many years, he insisted on passing 
on sculture and clay sculpture techniques. 
As for the concept of intangible cultura 
inheritance, he is a great model for passing 
on techniques. 

臺灣於清領初期廟宇雕刻大部分需仰賴大陸的匠師

前來修築，由於漢人移民信仰所需，所以雕刻這門技藝

也唐山過臺灣的進入到這片土地上。在不富足及多子化

的農業時代，孩子前往「學功夫」這件事，在各地也算

普及。吳榮賜也趕上了這輛學藝時代列車，承襲了福州

師傅潘德的技藝，並靠著「說做就做的」的哲學，不斷

努力的自我學習，走出了自己精彩的人生故事。

以刀斧刻寫生命的人

自小於南投名間鄉蕉農家庭長大的吳榮賜，從小就

對於畫畫情有獨鍾，可以將週遭的景物觀察入微，久而

久之自己便發展出「圖像思維」的能力，能夠過目不忘

畫出見過的景物。對於繪畫充滿熱誠的他，某日做了一

個夢，夢境中看見一尊觀音木像，衣履鮮明木紋細緻，

吳榮賜老師年輕時的工作照。（吳榮賜木雕工作

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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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沒有五官，吳榮賜便手持刻刀，將觀音像的臉一刀一刀刻了出來，夢醒後

他反覆思索，認為刻佛就是他想走的路。而當時吳榮賜的父親是相當反對的，

家中只有大哥支持著他，跟他說：「學什麼就要像什麼，就是不要學壞。」，

並交給吳榮賜一個小鐵盒，裡面是一疊紙鈔與零散的銅幣，那是大哥生平的積

蓄，要他堅持信念不要擔心家中壓力北上學藝，於是吳榮賜才有一個輾轉來到

臺北，到恩師潘德所開設的「求真佛店」學藝的契機。

潘德是福州著名的刻佛名家，而「求真佛店」以造像風格逼真為訴求而

命名，在當時佛雕界頗為出名。吳榮賜拜其為師學習刻佛工藝，與其他學徒相

比，他的年紀最大，輩分卻最低，想要學習刻佛工藝，得有一段艱辛路程。但

為了讓自己學有所成，不負大哥的期望，吳榮賜即使花再多時間，也要努力學

刻佛，因此把握每一次能學習的機會，不斷思考刻佛每個角度所帶來的變化。

而努力加上天賦，他總能聚精會神記住師父「開臉」1所用的刀法，終日思索如

何刻出逼真的人物形象，一有問題，也會虛心向師兄們討教。

 當時店裡徒弟一個月的薪水是4百元，而一塊最小、最基本的完整木頭就

要60元了，即使吳榮賜能跟隨師兄們進一步學習刻佛手藝，但受限於昂貴的材

料費，他真正能用來練習的木頭相當有限。他經常在半夜將店裡較小、較為破

碎的木頭偷拿進房間，躲在自己所屬的床鋪上悄悄練習。但功夫進步神速且認

真上進的吳榮賜，深受潘德肯定，常常還主動幫他與女兒潘妙音製造機會。拜

師兩年後便與潘妙音結婚，從此她在吳榮賜的起起落落的人生經歷裡，成為不

離不棄、同甘共苦並適時鼓勵的好牽手。

婚後，獨當一面的吳榮賜，帶著太太前往雙連開設「讚山佛店」，因為

其本身手藝快又精準，加上為人豪爽，很快地在業界闖出名號，訂單不斷。有

日，一位文質彬彬、氣度非凡的人士從他店面經過，看著滿店佛刻像，駐足許

久，那人正是當時任職於中興大學的漢寶德2老師。漢寶德注意到其雕刻品獨

特，跟一般的佛雕很不一樣，淺聊後建議吳榮賜考慮轉往藝術創作的方向發

展。但此建議，並沒有馬上讓他轉換跑道，最大的原因，來自於沒有讀書的自

卑感。

1　 開臉，又稱開面。神像雕刻歷經選材、開斧、打粗胚、打磨…等過程後，在雕刻步驟
最後會進行開臉，這是將整尊神像的神韻表現出來的重要步驟。完成開臉的程序後，
才能再更進一步驟進行漆線、上漆、安金與開光等更細部的妝佛程序。

2　 漢寶德(1934-2014)，為台灣知名建築師暨建築學者，亦是台灣現代建築思想的啟蒙
者。曾任總統府資政、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籌備主任及館長、國立台南藝術學院籌備
主任及校長、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理事長、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文建會委員、台北
市文化局顧問等。漢寶德於1994年獲教育部一等文化獎章、2006年獲得國家文藝獎第
一屆建築獎、2008年台灣大學榮譽博士、2009年雜誌最佳專欄金鼎獎、2010年中國建
築傳媒獎─傑出成就獎、2012年第二屆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終身成就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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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漢先生又數次來看吳榮賜的木雕，並

且買了不少關於雕刻的書籍送他，期待他能多

看看別人的作品，多增長眼界，更希望他能嘗

試從神佛雕刻走向更寬廣的創作空間。但好大

喜功的荒唐歲月與債臺高築的壓力，讓他心中

萌芽的創作火花不斷地被澆熄。

兩、三年後，吳榮賜將店面從三重埔遷到

新莊。因不想再當只會賺錢還債的佛刻匠，想

起了漢先生對他的鼓勵，但那時已經有兩年沒

有跟漢先生聯絡，而狼狽的處境導致根本無臉

見他。他開始嘗試的參考漢先生給他的雕刻書籍，在雕刻中增加新元素。而此

時漢寶德正在籌備嘉義「吳鳳紀念館」，便派學生蔡寶明去參訪民間傳統的雕

刻店，因緣際會路過吳榮賜的店。當時佛刻店裡有尊包公形象的「劊子手與虎

頭鍘」，是有個忠義廟請他製作的，由於此件雕刻所需的時間遠比廟方約定交

件的時間短，於是經由借閱有關包公的相關書籍，揣摩後才動刀的作品。蔡寶

明看到後為之讚嘆，感動之餘下詢問後，意外牽回漢寶德與吳榮賜的緣分。

在與漢寶德老師坦承自己想嘗試藝術手法雕刻後，自此吳榮賜便改刻各種

人物。為了能常常請教漢先生，也將工作室從新莊遷到臺北市來，且每星期提

著木雕作品去找漢先生指點。吳榮賜的認真上進和對於雕刻可以徹夜不眠的創

造衝動，引起了漢寶德的愛才之心，總是從最基本的美學相關概念耐心解說，

引導著吳榮賜一步步踏上藝術創作的路。

活到老學到老的超越自我

在漢寶德的鼓勵下，累積不少作品的吳榮賜於臺北春之藝廊舉行首次特

展，自此一舉成名，接連受邀於臺灣各地、香港、新加坡、比利時、法國…

……等各國進行展覽。當時只擁有小學學歷的吳榮賜，在進入了藝文界的世界

後，更萌生「我要上學」的念頭。當時45歲的吳榮賜從國中開始，歷經聯考一

路念到碩士，展開了13年的求學歷程，成為業界的楷模。

吳榮賜認為「大師」就必須在思想上要有深度，所以當他在選擇大學與碩

士班的科系時，就立定不是讀純藝術，而是選擇中文系所深造。這樣的歷練也

讓吳榮賜對著每件作品可以講出一段故事，秉持著藝術家要理解作品內涵，才

能製作出到位創作的精神。

漢寶德老師與吳

榮賜老師合影。

（吳榮賜木雕工

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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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的吳榮賜創作作品介紹，形容他的作品，

粗獷細膩兼具，欲表現人物姿態，必定事先洞瞻故事脈絡之軸線。觀察人物特

性了然於胸，再憑藉經年累月深厚技藝，一刀一鑿果斷俐落、一揮而就。如同

2011年受佛光山佛陀紀念館邀請，主持〈十八羅漢尊者〉、〈八宗祖師〉等大

型石雕創作。

吳榮賜老師專注雕刻情形。（吳榮賜木雕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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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歷文學內涵體悟下的創作，甲骨文系列作品「眉」與「山」。（吳榮賜木

雕工作室提供）

2. 吳榮賜老師近年作品―關公。（吳榮賜木雕工作室提供）

3. 殘影刀法岳飛，翻攝自臺北縣淡水鎮公所，2007，《淡水藝文中心14周年

慶展：榮賜雕塑美學師友卷》，臺北縣：臺北縣淡水鎮公所，頁：25。

4. 波紋雕刻―二郎神，翻攝自臺北縣淡水鎮公所，2007，《淡水藝文中心14
周年慶展：榮賜雕塑美學師友卷》，臺北縣：臺北縣淡水鎮公所，頁：13。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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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吳榮賜更展現了中文系特長，將中國古典融入雕塑創作中，著手雕刻

中國小說四大名著中的經典人物。含括取自羅貫中《三國演義》、施耐庵《水

滸傳》、吳承恩《西遊記》、曹雪芹《紅樓夢》等章節

故事而形成的作品。運用他從文學作品中領略精髓與人

生智慧的共鳴，讓這些經典的人物，透過木頭與雕刻藝

術，跨越文字展現在民眾眼前。吳榮賜尤其喜愛自己刻

出來的劉姥姥，並自認為把逛大觀園的姥姥詮釋的相當

出色、彷彿類似於40、50年代的鄉下人到臺北西門町的

感覺。

中國四大名著經典人物的雕塑展，經歷世界巡迴，

在美國洛杉磯西來寺展覽時，吳榮賜接受了當地華人媒

體專訪中提到，因透過理解作品內涵，運用生命經驗的

體悟後，有些獨創的手法。像是「波紋雕刻」，即是思

考利用水漣漪的原理，理解時間跟空間變化，在雕刻作

品上呈現波紋的物理感。又或著發想電影的原理，獨創

的「動態殘影技法」，就像是一張張的底片連續的播放

之後就會在人眼中留下殘影，連續的影像呈現拔劍的動

感，廣受工藝界先進後輩所讚揚。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吳榮賜甫完成淡江中文所的

學業時，年近耳順的他，因移民紐西蘭的臺灣醫師余新

牙，欲在紐西蘭籌建佔地百頃的木雕美術館與公園，希

望他能到紐西蘭負責雕刻大佛的工作。余新牙為此木雕

美術館，也積極購入許多紐西蘭國寶級神木貝殼杉3，此

特殊邀約使吳榮賜難掩興奮之情，於是不放棄跨越世界

與任何挑戰自我的機會，一舉完成目前世上最大一體成

型巨尊大佛的創舉。

吳榮賜覺得藝術創作是以生命的體悟創作於木頭

上，這是跟神像雕刻不一樣的經驗，工藝並不同於藝

術。最好的雕刻藝術境界就是作品會幫你說話，觀賞者

自己就能跟作品得到共鳴，這也是他不停地在木雕領域中創新的動力。也因為

如此用心的態度，讓他無法選擇出哪一件是他最喜歡的作品，畢竟每一個都是

費盡巧思的藝術結晶。

3　 貝殼杉，俗稱考里松，這種樹齡可達4萬5千年的巨木，最高甚至可長到170英呎，即
使沉沒在沼澤之中也不會腐朽，是世界稀有珍貴樹種。

近期吳榮賜老師創作―楓

橋夜泊，將張繼的〈楓橋

夜泊〉實體化的木雕作

品，其中將秋季的落葉與

枯木呈現細膩。（吳榮賜

木雕工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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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文化資產保存在於真心實踐

臺灣的無形文化資產4定義，等同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所謂的非

物質文化遺產，亦或是日本、南韓兩國所稱的無形文化財，記錄著不同民族與

地域在不同時間點的相關生活文化。國內《文化資產保存法》在2005年公告修

訂版本，將「傳統藝術」與「民俗及相關文物」合併，形成無形文化資產的概

念。對於無形文化資產擁有傳統技藝的師傅，在日本稱之為「保持者」，韓國

稱之為「保有者」，但還有一個非正式，但更廣為人知的名稱「人間國寶」5，

相較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制度和我們熟悉的臺灣《文化資產保存法》，日

本、韓國對於無形文化財的認定累積了長年的經驗，也對國際社會發展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概念，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兩國認定「人間國寶」策略與傳承模

式規範，還有民間意識皆相對完整。

日本早在1950年頒布了《文化財保護法》，將身懷絕技者的認定，先交由

文部科學省下屬文化廳，在咨詢文化財專門調查會成員的基礎上篩選出認定名

單後，再提交文化審議會審議。經審議通過後，由文部科學大臣最終批準並頒

發認定書。文化廳長官負責監督被認定的「人間國寶」在傳承絕技時，要進行

記錄、保存並公開，使他們能實現藝術價值，負起歷史責任。每年可從國家得

到200萬日元補助金，用於磨練並繼承技藝，培養繼承人，但須向國家報告該

款用途。6

而韓國則在1964年開始執行「人間國寶」計畫，將身懷絕技者、且願意以

師徒傳承絕學的著名藝師指定為人間國寶，並提供權利與義務的保護及經濟支

持。傳習制度採分級制度，按月領政府補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傳習者必須秉

持技藝原樣，並毫無保留的傳授及紀錄，也須辦理公演以協助推廣，由政府提

供展覽活動之場地，及相關所需之器材與資金。7

4　 根據2016年7月27日公告的《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規範的無形文化資產，包含以下
五種形式： 
（一）傳統表演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表演藝能。
（二）傳統工藝：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技藝。
（三）口述傳統：指透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相傳之文化表現形式。
（四） 民俗：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及節慶。
（五） 傳統知識與實踐：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適應與管理，長

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技術及相關實踐。

5　 人間國寶，即是臺灣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為報社文宣所創造之用語，雖非法
令用語，但因簡明易懂易具有號召力，是日本、韓國針對已被單獨認證傳統文化擁有
技藝者之通用名稱，近期「人間國寶」此名詞也廣泛運用於其他國家。日本對人間國
寶的定義包含：與衣食住行、生業、年中行事、信仰等有關風俗、民俗藝能、民俗技
術等等的保存者。韓國則包含：音樂、舞蹈、戲劇、祭典、武藝、民俗遊戲、傳統工
藝、飲食等八種傳統文化保存者。

6　 黃貞燕編著，2008。日韓無形的文化財保護制度，頁：98-120。宜蘭，國立臺灣傳統
藝術總處籌備處。

7　 王 苡，2011。阿里郎的堅持與躍升—韓國文化遺產傳承策略探討，文化資產保存學
刊，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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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國發展無形文化資產認定的法規中不難看出，如何傳承傳統技藝，

才是各地面對的關鍵。根據2008年《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8的調

查，已將吳榮賜列入淡水無形文化資產普查潛力點中的傳統工藝類別。這次調

查雖只是地區性的普查計畫，但調查過程秉承著《文化資產法》的規範進行審

議後建議列入，具有一定的保存意義。當時臺灣無形文化資產的概念與政策不

像國外完善，傳承的概念與模式直至今日，都還是政府單位與民間都需要共同

努力的課題。

在《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

進行時，此時的吳榮賜正是在淡江大學就

讀，並至淡水定居和成立吳榮賜木雕工作

室。在研究所就讀期間，也受邀在淡水社區

大學開設傳統技藝相關的課程。指導的學員

們來自四面八方，有中小學老師、科技新

貴、修車技工、家庭主婦。這些背景與年紀

天差地遠的學員們，皆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那就是熱愛雕塑藝術，2004年第一學期先

開設傳統木雕，便獲得好評。2005年第一

學期除更增開泥塑，吳榮賜認為雕刻是「減

法」而泥塑是「加法」，自學泥塑的他在教

學時加入此課程。木雕不像泥塑有「二次機

會」可以補救，讓學員們靠著泥塑培養塑造

人物的基本功夫，這樣學習木雕才能精準掌

握線條，才不至於覆水難收。

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的概念，雖未透

過政府單位的力量，但在吳榮賜身上可見一

斑。不僅薪傳雕刻、泥塑的手法技術，更著重於凝聚在地的社區意識，積極培

植傳承接棒的師資人選。要讓木雕、泥塑的藝術能綿衍傳承下去，實實在在地

將傳統技藝傳承的理念實踐於生活中。他也常常舉辦展覽，其中不乏有跟學生

一起的聯展，為淡水傳統藝術的學習與創作，注入新的活水。

8　 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編，2008。「淡水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成果報告
書，臺北縣：臺北縣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關公泥塑像，翻攝自臺北

縣淡水鎮公所，2007，

《淡水藝文中心1 4周年

慶展：榮賜雕塑美學師友

卷》，臺北：台北縣淡水

鎮公所，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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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2014年吳榮賜為回饋母校，在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成立「吳榮賜獎學

金」，鼓勵莘莘學子讀書不倦。吳榮賜堅持不斷謙虛學習與創新創作的人生態

度，不曾使他自滿和或退縮，而持續堅持創作的動力，是在於想為這片土地留

下記錄，秉持著「就算木雕會損毀，但是文字影像及經歷會一直傳承下去」的

心意，立志創作可以流傳給後世千古作品。目前吳榮賜的工作室移至桃園大

溪，常常開放或舉辦活動跟民眾互動，樂於分享、回饋與傳承之心可見一斑。

吳榮賜精彩的人生故事，不會止於70歲，他還在為我們後輩創造出更多值得學

習的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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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教育的實踐：
淡水世界遺產教材的編纂及應用

撰　　文｜�廖康吾（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組長）
圖片提供｜�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各國對於世界遺產除了重視保存管

理維護，教育亦是強烈支持的工作。

「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為

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之一，藉由館校合

作完成的淡水世界遺產教材是一個重要

的教育扎根計畫，本文針對教材編纂、

加值應用及推行方式進行探討說明。

With regard world heritage, apart 
from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e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education 
is strongly supported in every country. 
Tamsu i  Fo r t  San  Domingo  and  i t s 
Surrounding Historic Buildings are one 
of the potential world heritage sites of 
Taiwan. The Tamsui World Heri tage 
teaching materials created together by the 
museum and schools was an important 
grassroots project.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eaching materials, their 
value-added use and promotion method.

世界遺產是指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列入名錄，具有傑出的全球性價值的文化遺產、自然

遺產或複合遺產。1972年《世界遺產公約》於第17屆

常會通過後，開啟了推動全球性的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

運動。有鑒於世界遺產登錄工作有許多前瞻性的保存維

護觀念，為使臺灣能與國際同步，吸收最新的文化資產

保存維護觀念，文化部（原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2年評選出11處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2009年增加

為18處，「淡水紅毛城及其週遭歷史建築群」是其中

之一，淡水從西荷佔領、漢人墾拓、開港通商到日本統

治，完整見證臺灣歷史與國際接軌的歷程，港口城鎮的

發展也在臺灣其他城鎮中獨樹一格，形塑特殊的聚落風

格。

世界遺產教育的發展脈絡

目前全世界除了積極推動世界遺產管理維護工

作之外，「教育」是所有《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強

烈支持的工作。有關教育計畫雖然於1972年《世界

遺產公約》中文字揭示，直到1994年世界遺產中心

（UNESCO World Heritage）推動「年輕人參與世界

遺產保存與推廣」（Young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World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實際

的「世界遺產教育計畫」（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Programme）才正式啟動，其中最著名的屬出版《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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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遺產教育實戰手冊》（World Heritage Education Kit），這本書包含了世界

遺產教育方法、世界遺產公約、世界遺產與觀光、世界遺產與環境、世界遺產

與和平的文化，以及相關資源材料等6大種類，共42單元的教學資源。建議由

以下6個步驟進行：1.先討論；2.做一點小研究；3.接著做練習；4.再來透過圖

像化加強記憶；5.再來是實地參訪；6.最後可以是透過角色扮演來模擬情境。

臺灣推動世界遺產保存與登錄工作十多年，民眾對於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的認識仍相當有限，榮芳杰（2014）透過世界遺產的世界教育計畫，以及美國

的世界教育，歸納其中3項重要的教學策略，亦是淡水古蹟博物館（以下簡稱

「淡古館」）世界遺產教育推動的重要參考。

一、遺產本身就是教室。

二、教師是遺產教育實施重要的媒介。

三、透過遺產教育建立遺產的品牌。

淡水世界遺產教材計畫的啟動

淡古館2016年獲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穿越淡水、走讀世遺教育深耕

計畫」，開啟了淡水世界遺產教材編纂的計畫，首先邀請國內專家學者，進行

淡水世界遺產教育深根及交流推廣的策略擬定，並透過辦理交流座談會及淡水

2016年4冊淡水世界遺產教材（聚落與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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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校長會議討論，由各淡水中小學校組成教材編輯團隊，邀請熟悉教材編輯的

新北市板橋國小退休校長張益仁擔任總編輯，張政亮、周宗賢及林承緯等文資

學者擔任編輯委員，各冊由2位老師負責資料蒐集、撰稿、教學課程規劃、教學

活動設計、教師補充資料等。

依照各階段學生身心發展及學習能力，訂定3年教材發展架構，自2016

年起逐年編纂，各年主軸分別為聚落與建築、文化與社會（宗教、教育、醫

療）、商業與貿易。每冊內容皆經過多次編輯工作會議反覆討論修正，同時並

規劃四節課各45分鐘的教學活動。國小低中年級以繪本教材設計，由淡古館吉

祥物伍迪熊為主人翁，透過說故事方式融入古蹟介紹，藉此引發學童的學習興

趣，國小高年級及國中則採用詼諧的歷史敘事手法講述。

教材應用的加值規劃

一、淡水世界遺產古蹟戶外走踏

世界遺產教育與一般教育不同，它是鼓勵課程必須現地教學，讓學生走入

文化遺產場所，所以配合淡水世界遺產教材的編纂，淡古館將淡水33處的古蹟

及歷史建築，依據各冊主題及古蹟群的地理位置，規劃5條踏查路線：馬偕之

2017年4冊淡水世界遺產教材（文化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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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主軸
階段

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國中

105 聚落與建築

馬偕故事

（偕醫館、

牛津學堂、

馬偕故居

馬偕墓）

探訪淡水廟宇

建築（福佑宮、

鄞山寺）

殖民與戰爭

（紅毛城、

滬尾礮臺、

城岸遺蹟、

清法戰爭）

聚落變遷

聚落發展

（漢、日、西）

（多田榮吉、

牛津學堂）

106

文化與社會

（宗教、

教育、

醫療）

西式/女子教育

（女學堂、

婦學堂）

清水巖

私塾

（文昌祠）

科舉、紅樓、

舉人厝

海洋文化

西式教育

（教育內容）基督宗教

滬尾偕醫館

（拔牙）

祖師遶境、

大道公遶境

（民俗、信仰）

重建街14、16號

（中醫）

107 商業與貿易

茶的故事

寶順洋行

得忌利士洋行

李春生故事

龍山寺、

重建街、

米市街、

殼牌倉庫

（進出口）

進出口貿易

海關、碼頭

海關宿舍

（小白宮）

英國領事館

海洋貿易

商業發展歷史

郊、行

東印度公司

施家古厝

活動路線 踏查路線 與淡水世遺教材相對應年級

1 馬偕之路

藝術工坊、馬偕上岸處、

淡水禮拜堂、滬尾偕醫館、

馬偕銅像

馬偕的故事（低年級）

2
漢人聚落的發展

重建街、福佑宮、藝術工坊
探訪淡水廟宇建築（中年級）

3 鄞山寺、殼牌倉庫

4 大航海時代 紅毛城、英國領事官邸
西仔反淡水戰役（高年級）

5 清法戰爭 滬尾礮臺、海關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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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漢人聚落的發展、大航海時代、清法戰爭等，每條路線約1.5~2小時，由導

覽員以生動活潑的解說方式，帶領學生以身體的五感來認識淡水古蹟，並搭配

學習單及有獎徵答活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加活動互動性。2016、2017

年各辦理10餘場次、2千多名學生參與。

二、淡水世界遺產學習護照

搭配淡水世界遺產走踏活動，於2017年規劃學習護照，有別於現有提供旅

客索取的淡水旅遊地圖內容編排方式，以淡水五虎崗為主題規劃，因淡水市街

沿著5座山崗的山谷與谷地發展，五虎崗具有歷史意義，大部分重要的古蹟及歷

史建築皆坐落於此範圍，包括烏啾埔、砲台埔、崎仔頂、大田寮及鼻頭崙等分

頁介紹各崗特色，希望透過歷史的角度讓學生認識文化底蘊豐厚的淡水。除了

古蹟歷史介紹更融入美食資訊，滿足參訪時的需求，並規劃集章兌換古蹟徽章

活動，藉此提高參訪意願，鼓勵至少走完烏啾埔、砲台埔、崎仔頂中的兩崗。

教材推行的艱鉅挑戰

教材的編纂是歷經相當長的時間，召開許多次編輯會議，經由眾人的努力

才得以完成。然而，教材的使用普及推廣，包括教案及教師補充包如何真正於

教師教學現場使用，內容讓學生確實吸收，讓教師於學校正規教育課程之中納

入，達成世界遺產教育的目的更是另一項重大的挑戰。

淡水世界遺產學習護照（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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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遺產教育的推行實際上相當仰賴學校及教師的努力，所以配合教材的內容，自

2016年11月起利用學校晨會或週三進修時間，至淡水地區14所小學向教師們進行宣講，每

場次約30分鐘，讓教師熟悉世界遺產主題及認識教材。再者，不定期舉辦教學工作坊或試

教觀課甚為重要，透過實驗教學形式，於學校備課日或週三進修時間，辦理教學法觀摩研討

會，提供教師們未來授課完整的教學概念與方向，並蒐集教師對於教材內容的意見，作為教

材編輯與後續教育推廣的參考。透過講師創新教學演繹方法討論與研習，並進行創意輔助教

具研發製作，讓教材更務實於教學。

未來更將著手教材數位化計畫，嚴選淡水世界遺產的重點主題，規劃輔助課堂使用5

分鐘教育影片，以有趣活潑的影像及故事腳本，吸引學童對淡水世界遺產的好奇，並搭配

教師課堂的深入教學，使教師在課堂上能輕鬆、不受限制的搭配課程使用，並且讓世遺教

育推廣不只限於校園範圍，除了運用於課程教學之外，並提供網路播放及下載服務，讓一

般大眾學習及教師在課程教學輔助參考，讓博物館的資源能作更廣泛，不受限制的多元利

用。期盼淡水世界遺產教育由淡水出發，逐漸走入週邊的三芝、石門、八里，進而至新北

市到全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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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北市「世界
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
國際研討會後記

此次研討會定名「世界遺產保存與居民對話」，

呼應了2017年12月於印度舉辦的第19屆ICOMOS（國

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大會主題——遺產與

民主（Heritage and Democracy），而無論世界遺產

或文化資產，與當地居民共生共存的關係是許多申登

世界遺產或登錄為文化資產後一個備受矚目的議題。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推動「世界遺

產」，距今（2017）正好屆期45週年，而自2002年

起，文資局依據UNESCO《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

公約》規定，陸續評選出18處具有顯著普世價值的臺

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至今也已進入第15年。臺灣目前

為止有18處世界遺產潛力點，而在新北市就有3處，因

此，這次由新北市舉辦此研討會，對國內文化資產界而

言，是重要的里程碑。

本次研討會主要是由新北市文化局統籌，並由新北

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新北市立

圖書館總館合辦，希望透過籌備多時的「世界遺產保存

與居民對話」國際研討會，讓參與者透過國內外專家學

者以及在地深耕的文史工作者所分享的內容，瞭解偉大

文明遺跡，千百年來如何佇立在歷史的洪流中，以及如

何與人類社會共存共榮永續發展；另外也希望透過這次

研討會，建立跨國文化交流合作，推廣保存國內自然與

文化遺產。這次邀請了國內外各5位具豐富世界遺產保

存與推動的專家學者與2位新北市淡水區及瑞芳區的文

1. 日本籍專家學者於黃金博物

館聽導覽解說。

2.  馬來西亞籍學者至淡水海關

碼頭參訪，拿出工具測量蒐

集文化資產資料。

1
2

撰　　文｜�夏致欣（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研究典藏組組員）
圖片提供｜�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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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工作者前來發表。研討會前一天，由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及新北市立黃

金博物館的館員，先帶領國外專家學者實地至淡水紅毛城及水金九礦業遺址參

訪，並由館長們親自解說目前兩處世界遺產潛力點的保存推廣現況，而在當天

晚上，亦參與了淡水一年一度的盛事——由在地居民為主體（素人演員）的淡

水環境劇場，讓國外學者見證了在地居民對於文化活動的高度認同及參與，也

為10月22、23日2天的研討會揭開序幕。

這次研討會為期2天共4場次，在場地可容納近300人的新北市立圖書館總

館演講廳舉辦。本次研討會專家學者陣容堅強，除各場次發表學者外，亦邀請

到黃士娟老師、張崑振老師、榮芳杰老師、林會承老師，以及2位貴賓丘如華

女士、林玉裳女士與會。在社會大眾熱情的響應下，各場次在活動開始皆已報

名額滿。無論報名者是希望吸取更多文化資產、世界遺產的知識，或是希望跟

1. 市長至研討會開幕式發表致詞並與專家學者合

影。

2.  研討會開放現場報名，眾多民眾踴躍參與表示

對世界遺產與文化資產議題之關心。

3. 現場民眾與工作人員互動有關文化資產議題。

4.  研討會有英、日文口譯，現場備有同步口譯器

材供民眾取用，志工耐心解說器材使用方式。

5.  休息時間民眾於場外觀賞淡水古蹟博物館於現

場展陳的行動博物館。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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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講者的介紹，觀旅他地文化遺產面貌，都反映著世界遺產議題在今日社會

中的熱度。為了豐富研討會內容，研討會選定了4個與時事扣合的主題：「從

社區實踐看世界遺產」、「從社區參與到文資保存」、「走訪臺灣世界遺產

潛力點」、「驚艷亞洲世界遺產風采」，以下便透過簡短篇幅概述本次研討

會內容。

2008年於加拿大魁北克召開的世界遺產大會，宣布「麻六甲海峽歷史城市

麻六甲與喬治市」登錄為世界遺產。而在這次研討會中，邀請到現任ICOMOS

馬來西亞分會的Rosli Bin Haji Nor先生，講述麻六甲市如何在躍身為世界遺產

後，因應與日俱增的觀光人潮，透過社區培力（empower）讓觀光財回流社

區，追求當地文化遺產與觀光產業的平衡永續發展。而另一邊的喬治市，我們

邀請到長期致力喬治市文化遺產修復的陳耀威（Tan Yeow Wooi）建築師，介

紹市內許多對古蹟保存及環境保護議題關心且活躍已久的民間組織，在申遺到

登錄後的過程中扮演的重要性及成就。

而在研討會裡另一位引人注意的身影，是來自葡萄牙的Rui Leao先生，現

任DOCOMOMO Macau（澳門現代建築協會）會長的他，關心在一個以觀光

和博彩業為主的城市，每年有數百萬計觀光客的澳門歷史城區，於2005年登

錄為世界遺產後，如何由下至上規劃一個可以使當地居民、世界遺產保存、觀

光業並存的策略。再將焦點往北移，位於日本本州西部島根縣的「石見銀山遺

址」，於2007年登錄為世界遺產，因礦業繁華一時，因產業沒落人去樓空，來

自日本石見銀山協働會議副理事長的中村唯史及島根縣教育廳文化財課世界遺

產室的田原淳史先生，即是介紹官、民「協同運作」的方式，成功推動石見銀

山登錄為世界遺產，並培養市民作為世界遺產持續保存的主力。

這次研討會中所探討的3處世界遺產，與歷史發展背景相似的淡水紅毛城及

其週遭歷史建築群以及水金九礦業遺址遙相呼應。淡水歷經了許多族群的遷出

遷入，原是平埔族凱達格蘭人的居住範圍，後開港通商成為西洋文化進入北臺

灣的門戶，引進了西方的宗教、建築、醫療、教育等，並擴散至臺灣各處，其

中建築與人的活動對臺灣影響致深致遠。淡水紅毛城及周遭歷史建築群涵蓋了

紅毛城周遭的範圍，包括紅毛城、小白宮、海關碼頭和深深影響臺灣醫界的馬

偕，其所工作場所之滬尾偕醫館及理學堂大書院，在臺灣發展史上，佔有舉足

輕重的地位。而水金九礦業遺址從1897年開始採礦至今百餘年，目前仍保有金

瓜石太子賓館、金瓜石神社、水湳洞本山六坑口及索道系統等，被文化資產保

存法指定登錄的文化資產有10處，其中包括古蹟4處、歷史建築5處、文化景觀

1處。見證了金瓜石、九份兩處金礦山的鎏金歲月興衰起落。淡水區與瑞芳區也

因為這2處重要文化遺產而有活躍的文史工作者，這次研討會也很榮幸請到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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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場次一馬來西亞籍學者Rosli Bin Haji Nor分
享麻六甲市世界遺產保存經驗

2.  場次一左起與談人王淳熙老師、貴賓丘如

華女士、主持人黃士娟老師、發表人馬來

西亞Rosli先生、王新衡老師。

3. 場次二左起發表人王維周老師、林文清先

生、蘇文魁先生、日本中村唯史先生、主

持人張崑振老師及與談人王新衡老師。

4. 長期帶領民間組織推動日本石見銀山保存

的日本籍中村唯史副理事長。

5.  場次三左起主持人邱上嘉老師、發表人江

柏煒、王淳熙、與談人榮芳杰老師在台上

座談。

6.  場次四左起主持人林會承老師、發表人馬

來西亞學者陳耀威、貴賓檳城古蹟信託會

林玉裳、與談人王維周老師

7.  葡萄牙籍學者Rui Leao分享於2005年登錄

世界遺產的澳門歷史城區保存推動經驗

2
4 
6

1
3
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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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職於公部門的日本籍田原淳史企劃員分享石

見銀山官民之間合作的經驗。

2.  馬來西亞籍陳耀威建築師分享有關馬來西亞檳

城推動世界遺產案例。

3. 場內民眾積極提問向台上學者互動。

4.  場內與會民眾邊聽演講邊翻閱會議手冊。

5. 場外工作人員細心介紹淡水文化資產歷史知識

6.  閉幕式由新北市文化局主任秘書翁玉琴（左

五）、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柏麗梅

（右一）、黃金博物館館長王錦華（左一）向

與會嘉賓致謝留影。

2
4 

1
3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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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及瑞芳區的資深文史工作者——蘇文魁先生以及林文清先生，分享臺灣在地

民眾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所付出的努力。

另外，研討會現場也聽到許多國內具指標性的精彩案例分享。由國立雲

林科技大學的邱上嘉、王新衡兩位學者，將大學資源融入在地高中，成立「阿

里山青年大使社團」，並從事自主式區域型文資保存學習服務。另外由國立臺

北大學王淳熙助理教授，談到烏山頭水庫暨嘉南大圳水利系統文化景觀的水利

設施景觀，由居民的角度切入探討文化景觀保存的形塑，也因此其「水利設

施——人——農業」成為此文化景觀的重要地景視覺價值。而世界遺產潛力點

的分布在金門、馬祖、澎湖、蘭嶼皆有入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江柏煒教授

談到有關金馬戰地文化景觀保存的過程，透過論述分析申遺策略。國立臺北科

技大學的王維周助理教授，則在眾多案例分享之外，嘗試以理論方式討論不同

類型的世界遺產中，與居民溝通過程中所導致的相關成效。

申請世界遺產需要在地居民長期協力，並且在成為世界遺產後，如何與

觀光業及商業合作並達成平衡，一直以來都是備受關注的議題。為期2天的研

討會，共有近650多位民眾共襄盛舉，亦有出版電子論文集（請見新北市立淡

水古蹟博物館官網：http://www.tshs.ntpc.gov.tw/），為這次研討會畫下完美

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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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戰爭遺跡說話：
「和平導覽員」傳承的
「沖繩戰」故事

對許多台灣人而言，沖繩可說是去日本旅遊的

最佳選擇之一：便宜機票，7、80分鐘就能抵達，

有景色優美的海灘，有EISA（沖繩太鼓）表演等異

於日本的文化特色，又能得到買藥妝、吃拉麵等典

型的日本旅遊體驗。然而，如果把時間倒回70多年

前，沖繩不僅是日本境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

極少數曾直接歷經美軍登陸作戰、造成平民傷亡慘

重的地區，更在戰後日本恢復主權之後，繼續由美

軍統治20年，這使得沖繩縣內無論是對戰爭遺跡的

保存使用，以及戰爭記憶的傳承，都與日本本土有

很大的不同。

日本最廣為人知的負面遺產，莫過於1997年

申遺成功的「廣島和平紀念碑（原爆圓頂館）」，

作為見證全世界唯一原爆的負面遺產，「廣島原爆

紀念碑」主要將原爆戰爭呈現為「全人類」都必須

警惕的「絕對之惡」，然而根據Beazley（2010）

的討論，在國際上，投下原子彈的美國嘗試阻擋日

本申遺，而在日本國內，原爆犧牲者的故事則選擇

性排除「非日本人」的受害者，所謂值得全世界反

省、紀念其和平意義的負面遺產，也必然受國際跟

地方政治影響。而在沖繩，負面遺產保存與記憶的

政治性除了展現在日本與美國之間，也很大程度展

現在戰後沖繩與日本的關係之中。

二戰末期，沖繩經歷美軍登陸作戰，平

民被捲入戰爭，傷亡慘重；然而，作為戰

爭遺跡觀光的故事腳本，戰後的沖繩戰記

憶剛開始卻多以日軍為中心，缺乏民眾實

際的戰爭經驗，沖繩於是發展出傳承民眾

視角戰爭記憶的「和平導覽員」。本文認

為，沖繩和平導覽員在引導聽眾參觀戰爭

遺跡的過程中，透過貼近當時居民經驗一

手證言，以及導覽員反思性的導覽實作，

不但弭平了自身非親歷戰爭卻述說戰爭故

事的當事人困境，更豐富了以負面遺產討

論和平的可能性。

Towards the end of WWII, civilians were 
caught up in the fighting and suffered heavy 
casualties when US forces landed on Okinawa. 
However, in the beginning in the post-war period, 
the story script of battle remains tourism was 
based the memories of the Battle of Okinawa that 
were centered on the Japanese Army, lacking 
actual civilian experience of the war; in response, 
Okinawa developed the Peace Guides who 
convey memories of the war from the viewpoint of 
civilian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eace Guides guiding visitors around the 
battle remains, through the first-hand testimony 
of residents who lived through the fighting and 
the reflective guidance practice of the guides, any 
doubts presented by their telling the story of war 
without actually having witnessed it themselves are 
dissipated.

撰　　文｜�黃昱翔（琉球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生）
圖片提供｜�黃昱翔

最終司令部壕的摩文仁之丘，現為沖繩和平祈念公

園的一部分，山丘上有各個都道府縣及戰後遺族團

體所建之慰靈碑，照片為其中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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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以我2014-2015年於琉球大學交換留學一年期間的觀察，和二手資

料為主，介紹傳承「沖繩戰」記憶的「和平導覽員」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現、又

是如何用戰爭遺跡說故事。交換期間我曾修習校內具有和平導覽經驗的老師開

授的「沖繩基地與戰跡I、II」課程，參加過也擔任過和平導覽；在資料部分，

沖繩本地學者第一手的討論與保存紀錄資料量龐大，我主要引用直接討論「沖

繩戰」遺跡保存及「和平導覽員」實作的研究。

如何製作「沖繩戰懶人包」？

「沖繩戰」指的是1945年戰爭末期美、日雙方軍隊在沖繩本島及鄰近諸島

上發生的登陸作戰。美軍在3月26日登陸慶良間諸島，4月1日登陸沖繩本島，

日軍將總部設在地勢較高的琉球王國時代政

治中心—首里，但隨著美軍於5月底攻破首

里，陸軍也將司令部往南遷移到本島最南邊

的糸滿市摩文仁，一直到6月23日（一說22

日）陸軍總司令官牛島滿自殺為止，算是戰

爭名義上的結束。8月15日日本簽屬停戰協

定開始由美國託管，並於1952年簽訂舊金山

和約後恢復主權獨立，然而沖繩卻成為冷戰

格局中的例外，因其軍事位置重要而持續由

美軍統治，直至1972年才回歸日本。1

以上看起來或許頗能客觀概述這場戰

爭，但在今日的沖繩境內，無論報紙、新

聞、書刊提到「沖繩戰」時，故事的畫面應

該會是這樣的：

美軍真正登陸之前，沖繩其實已經逐步進入備戰狀態：軍方要求沖繩民眾

協助挖掘防空壕，並動員各層級所有民眾備戰；軍方警告民眾萬一成為美軍俘

虜，會被凌遲或強姦後殺害，導致戰爭初期居民拿手榴彈「為了天皇」集體自

殺，軍方到底有沒有命令居民自殺至今仍是日本左右派史觀爭論的重點；6月下

旬陸軍總司令官自殺，這場戰爭本該在此結束，但司令官卻留下一段話，要大

家「戰到最後一兵一卒」，美軍透過移民夏威夷的沖繩裔廣播，要大家走出防

★

◆
◆

★

伊鴻

慶良間諸島

讀谷村
北谷村登陸地點

摩文人之丘（最後的司令部）

4/1本島登錄

4/16

首里（主要司令部地點）
5/22日軍決定往南撤退

3/26集體自殺事件
     主要發生地

4月美軍即
攻下北部

6/22(23)牛島滿司令官自殺
        （名義上）沖繩戰結束

沖繩戰地圖2

1　 以軍事戰鬥經過為主的說明可參考如這篇。太平洋 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概要沖
。http://historyjapan.org/outline-battle-in-okinawa。取用日期：2018/4/11。

2　 參考朝日新聞：沖 とは何か？深く知るためのQ＆A。取自https://www.asahi.com/
articles/ASJ6K43QDJ6KUEHF008.html。取用日期：2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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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投降，否則就炸毀防空洞、以火焰放射器焚燒，然而許多軍民共處於防

空洞裡，直到1945年8月甚至日本官方宣佈投降之後的9月，「沖繩戰」仍

尚未結束，原因除了居民自己對投降的不安與恐懼，更是日本兵不讓居民投

降，甚至開槍射殺打算出去的民眾……。

一場戰爭打了8個月，平民每4人之中就有一人失去性命，民眾視角的

戰爭經驗其重要性在今日已經確立，但「沖繩居民本位」而非「軍隊戰鬥

過程本位」的說故事方式，是在怎樣的過程中被確立？又透過怎樣的實作

來傳承？

「沖繩戰」遺跡調查與保存

全日本官方的戰爭遺跡調查與保存，主要是從1990年近代化遺產調查

中納入「軍事建築」項目開始，1995年時又修改規定，將二戰時的遺跡納入

指定紀念物（史跡）標準中，2005年則增設「登錄記念物」制度，讓未到指

定等級的遺跡也有被納入的彈性。（清水、村上，2007：331）

針對「沖繩戰」，最大規模的遺跡調查也大抵跟著這個潮流，在1998-

2006年間由沖繩縣埋葬文化中心執行，至2007年為止共確認了979件遺跡，

其中有詳細歷史經過和現況說明者有254件。（清水、高橋，2009：837）

然而，「沖繩戰」遺跡相關的保存，當然不是從這些正式調查與政府認

證都完成後才開始。吉浜忍（2008）的整理中詳細將「沖繩戰」的遺蹟保存

分成幾個階段：首先主要在觀光資源開發動機的驅動下，在60年代就有少數

保存的嘗試，其中一個案例是1962年那霸市打算開發首里的陸軍司令部壕作

參觀使用，但因為已經找不到確切入口和內部崩塌危險而作罷；70年代開始

強調戰爭遺跡的價值和保存活用的意義，1977年成立的「思考沖繩縣之會」

開始呼籲保存，而特定學校開始進行類似今日和平教育的「戰跡巡禮」，進

而影響了80年代組織性「和平導覽」的出現和發展。其中一個代表性的組織

「沖繩和平網絡」（沖縄平和ネットワーク），在1995年以指定文化財為內

容，要求縣政府及市町村政府對戰爭遺跡的保存與活用作出具體回應並持續

監督。

沖繩的戰爭遺跡使用——從慰靈觀光到「和平導覽員」

從上述吉浜忍的整理可以看到，戰爭遺跡的保存與「和平導覽員」及

其組織密切相關，然而這樣的實作當然並非一下子冒出來，而是為了抵抗

「以日軍戰鬥過程為中心的記憶方式」，才由縣內學者和縣民一起逐漸發

展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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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初期的日本其實並不了解沖繩經歷登陸作戰的實際慘況。沖繩之外

的普遍民眾對於「沖繩戰」的第一次接觸，是來自石野徑一郎刊載於雜誌上的

文章，以及1953年由今井正導演執導後大熱，有6百萬人次觀影的「姬百合之

塔」3。（寺石，2013：192）

姬百合學徒隊是由第一高女和師範高女的學生及老師2百多人組成，任務

在於協助軍醫治療、照顧受傷日本兵，從3月被徵招開始，女學生們隨著軍醫院

和退守的陸軍幾次往更南邊遷移，直到6月司令官自殺後，女學生們只能各自逃

難，有些人徬徨崩潰最終自殺，有些人則在逃難的過程中喪生。電影的熱潮號

召日本觀眾的情感一舉提高姬百合學徒隊的知名度，以致很長一段時間，來自

日本本土的觀光客只要到沖繩，都想造訪紀念學徒隊的姬百合之塔。

然而50-60年代當時，沖繩仍由美軍統治，從主權及邊境控管角度來看，與

日本非同一個國家，觀光旅遊並不如現在方便，特別到沖繩走訪戰爭遺跡者，

僅以死於「沖繩戰」的日本兵遺族為主。北村毅（2004）詳細考察了當時的狀

況：從1954年來自北海道的戰歿日本兵遺族到沖繩建立第一個慰靈碑起，各都

道府縣於60、70年代先後前往沖繩，大多於陸軍最終司令部所在地「摩文仁之

丘」，建起自己縣戰歿士兵的慰靈碑，而其中多數慰靈相關敘事都在歌頌日軍

為國捐軀，被當時的沖繩研究者稱為「沖繩戰跡的靖國化」。（2004：61）

現在的姬百合之塔與當時的陸軍醫院壕遺跡。

3　 日文中「塔」一詞有「悼念亡者並為之祈福的紀念碑」之意，詳コトバンクhttps://
kotobank.jp/word/%E5%A1%94-103026。取自2018/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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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這些來自日本的遺族和觀光客，旅遊巴士公司所提供的套裝戰爭遺

跡觀光行程，走的就是姬百合之塔及摩文仁之丘所在的「南部戰爭遺跡觀光路

線」，旅遊巴士公司使用寫好的誇大腳本，並訓練遊覽車上的導遊，盡可能將

戰爭的過程說得戲劇化，比如將牛島滿司令官與長勇副官的自殺說成「在月亮

即將沒入南海之際，兩軍官一起學習古代武士英勇切腹」（2004：64）。

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後不久舉辦的「歷史教育者協議會沖繩大會」上，來

自全國的參與者親身參加這些巴士導覽團，主要會員也是負責沖繩戰口述史編

撰的安仁屋政昭批評遊覽車導遊的說詞多所偏頗：「將沖繩戰當成保衛祖國之

戰、把縣民的犧牲說成殉國佳話、都是以軍人為中心」，並開發了新的路線，

成為當今和平導覽設計實地訪查路線的開端，他們也認為問題在於原先的戰爭

遺跡觀光路線，其「參訪地點本來就不好」，許多地面上的建築物未被保存已

經消失，而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則是埋在地底下，較可能尚未被破壞的天然

洞穴「Gama」（ガマ）。（北村2004：66）

1. 姬百合之塔與摩文仁之丘都位於

沖繩本島最南部，是戰爭末期戰

鬥最激烈、死傷最嚴重之地，也

是60年代南部戰爭遺跡觀光的主

要路線。

2. 牛島滿司令官自殺的摩文仁司令

部壕。

1
2

姬百合之塔

摩文仁之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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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Gama，指的是沖繩石灰岩地形形成的天然鐘乳石洞，在戰爭期間無

論軍民都曾藏身其中，將之作為防空洞使用。前述之戰爭遺跡調查提到，由於

沖繩大多數的地上建造物都已經被炸毀，防空壕約佔調查結果的81%。（清

水、村上，2007：312）。在被稱為「鐵之暴風」的「沖繩戰」期間，炸彈的

碎片隨時隨地可能從四面八方飛來，親歷戰爭的沖繩人以「唯一沒有鐵片飛來

的方向，就是腳底下」來形容當時的情況，而第一次進到防空洞的親歷戰爭者

則曾說「Gama裡像天堂一樣」，「Gama」和沖繩海岸線並列為唯二「與戰爭

當時的景貌幾乎相同」的戰爭遺跡。因此，當80年代和平導覽活動開始，走訪

並進入到「Gama」的內部以體驗戰爭當時日軍的使用情況以及民眾避難的環

境，逐漸取代了原先的戰爭遺跡觀光路線，成為當代和平導覽中重要的一環。

沖繩和平導覽的特色與策略

那這群沖繩的「和平導覽員」到底是誰？具體而言如何導覽戰爭遺跡？

「和平導覽員」一般被定義為「在戰爭遺跡、軍事基地，和平資料館及博

物館，針對來訪者作介紹的人。」（琉球新報社，2003；轉引自杉田宏明，

2006：35）而沖繩主要團體的「沖繩和平網絡」，則將其組織裡的導覽員定

義為「與為了和平學習來訪沖繩的人，或縣內的小學、國高中生一起走訪戰跡

或美軍基地，傳達戰爭的實際情況和沖繩的現況，並共同思考什麼是和平」的

人。在此所謂「共同思考和平」，是指導覽員必須在方法論上有意識地調整，

在清楚認知彼此擁有的知識不對等的情況下，依然建立「讓學習者作為主體的

對等性及雙向性」。（杉田宏明，2011：178）

早期日本的和平教育是透過「證言」的分享，也就是藉由親歷戰爭者敘述

自己的戰爭經歷，來讓戰後世代理解戰爭。然而，隨著距離戰爭的時間愈來愈

遠，親歷戰爭而能親自分享經驗的人愈來愈少，「證言」必須要傳承給下個世

代才能夠延續。在沖繩，最開始是由經歷戰爭世代的學者較有規模的整理出戰

爭的「證言」，收錄於「沖繩縣史沖繩戰紀錄」當中；如前面提到的姬百合學

徒隊，由當時活下來的成員組成並分享戰爭當時經驗的組織（語り部）也與下

個世代交流。現今沖繩的和平導覽員來源有以下幾種：有許多是從大學時期藉

由和平學或沖繩戰歷史的課程，以及相關社團接觸並擔任。此外也有擁有戰爭

遺跡的各市町村自己培養的導覽志工、各地地方上的志工、或特別有志於此的

年輕巴士導遊，以及計程車司機等小型組織等。（杉田，2006：35-39）

80年代開始，因為公立學校搭飛機修學旅行4的禁令解除，有愈來愈多高中

選擇帶學生去沖繩修學旅行，2003-2007年沖繩甚至曾經成為國內最主要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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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旅行目的地（藤原，2013：161），目前「沖繩戰」和平導覽的主要對象，

就是來自日本本土的高中生，以及對沖繩的戰爭歷史有興趣的成年人旅遊團。

現今的「和平導覽員」大多數並非親歷戰爭者，必須使用他們聽過的證言

分享、被記錄下來的口述史、以及其他各種歷史資料來理解當時的情況，並組

合出導覽的內容，依據其導覽的對象性質對內容作部分調整。

在此，導覽員使用的策略之一，是盡可能不將客觀的數字和資料當作導覽

重點，反而主要利用親歷戰爭者的「證言」，配合戰爭遺跡現場可以直接觀察

體驗到的狀況，讓聽眾更容易進入故事。如果行程安排許可，可能也會選擇一

位親歷戰爭者的證言，依其當時的逃難路線來安排導覽路線。

安里要江的證言與逃亡路線圖，課程當中老師以此作為上課講義，並帶領我們實地走訪當時要江逃亡路

線的地點。翻拍自朝日新聞社出版之〈沖繩戰特集〉。5

4　 「修 旅行」一般指國小、國中、高中由，通常會辦在最後一學年，也就相當於我們
在台灣的畢業旅行，具有一定程度的教育意義。但也有學校辦在第一或二學年，因而
此處保留修學旅行這個說法。

5　知る沖 。朝日新聞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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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琉球大學交換留學期間，曾選修「沖繩的基地與戰跡II」課程，課程講

師有多年擔任「和平導覽員」的經驗，我們利用暑假的一整個星期，由老師以

平常帶導覽的方式，帶學生走訪沖繩各地的戰爭遺跡和美軍基地周邊。而其中

一天的行程，就是以下圖這位「安里要江」的故事，來串連我們走訪的南部戰

爭遺跡。

戰爭當時的要江是一位年輕的母親，於6月中旬與家人逃難到本島最南邊

的糸滿市，並躲進軍民混居的Gama「轟壕」避難，直到成為美軍俘虜進入收

容所為止。要江曾經因為8個月大的女兒飢餓哭鬧而被士兵拿槍指著女兒威脅，

而女兒最終仍不敵飢餓死於防空壕內：「我一直抱著她，逐漸發現她的身體愈

來愈冷。我最後悔的，是當時連一盞燈都沒有，我沒能見到她的遺容。但我一

邊摸著她的臉和皮包骨的身體，心想我用手指代替眼睛永遠記得這個觸感。」

（朝日新聞社，2015：9）。

老師與我們一起親身爬進轟壕後，就在當時居民藏身的大略位置，告訴我

們要江的故事，身為聽者的我們可以直接用感官感受防空壕裡的陰暗與潮濕、

關掉手電筒就能馬上體會要江避難當時，沒有任何燈光可以看自己女兒最後一

眼的狀況。但同時，老師也指出當時日本士兵的位置，並另外引用當時藏身

於此的日本兵證言，來說明士兵當時的極限情況。在此，一個

故事裡受害者——加害者圖像的兩端都還原為血有肉的真實人

物，而非資料上扁平的「受害沖繩居民」、「加害日本兵」，

聽者或許會直覺知道日本兵之殘酷，也能反思如果自己身在當

下作為日本兵，未必不會做出類似的行為。

日本兵拿槍指向哭鬧小孩威脅其母親，甚至射殺小孩的故

事，在「沖繩戰」相關的戰爭記憶裡很常被提及，沖繩縣和平

祈念資料館中也有一個模型重現這個景象。「和平導覽員」不

只說出這個「故事」，還要想辦法將故事連結到遺跡現場的景

物。藉由實地走訪和的身歷其境感，先用一個有名有姓的親歷

戰爭者類似經歷，再擴及普遍經驗。藉此達成「和平導覽員」

過程中期待的「對等性、雙向性」。

然而，這種以親歷戰爭者的「證言」，而非客觀資料作為

導覽主軸的方式，並不代表「和平導覽員」是在還原、複述或

盡可能逼近她們的戰爭經驗，「和平導覽員」既不可能為親歷戰爭者代言，

也不會以此為目標，相反地，他們其實必須透過自己對於「沖繩戰」的理

解，配合來訪的學校和團體的需求和期待，「和平導覽員」自身其實就負擔

了規畫、諮詢、交涉、蒐集與製作資料、導覽、教育等工作（杉田，2006：

轟壕一景。筆者曾經擔任

過一次修學旅行高中生的

導覽，照片為2016年1月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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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40）。屋嘉比（2009：iv-v）認為，傳承沖繩戰的戰後世代除了必須自覺

自己並非親歷戰爭者外，還必須與親歷戰爭者的共事（共同作業），藉此與

戰爭經驗真正產生連結。戰後世代本身同時是「傳承者」也是「聽眾」，雖

然並非「經歷戰爭的當事人」，卻可以作為「與戰爭經驗有關的當事人」來

傳承經驗。在此導覽員的另一個策略，是向聽眾/學習者揭露導覽員「自身」

與「沖繩戰」的關聯。

北村毅（2007）的研究中介紹了導覽員野口正俊的作法：他1936年出生於

香川縣，直到2004年才搬到日本，接受培訓並開始擔任導覽員。野口並不是沖

繩人，但他的父親卻是作為日本兵死於這場戰爭：「我的父親被推測死於真璧

這個地方。在這裡父親與這些居民產生了連結。當時的日本兵做了什麼呢⋯⋯

比如在Gama裡，軍隊說自己要用就把居民趕出去。⋯⋯在Gama裡也發生過虐

殺居民的事件。此外也有日軍強取民眾的糧食、只因為居民說了沖繩方言，就

將他們當作間諜殺害。這些是來自軍方的命令。這些事在戰爭最末期的真璧想

必也發生過吧，說不定我的父親就是其中一人。」（轉引自2007：62）。野口

雖然是用類似懶人包的方式列舉「日本兵虐殺居民」的故事，父親也未必就是

那些故事的主角之一，但透過揭露自己父親與「沖繩戰」的連結，他一樣能讓

故事人物有血有肉，同時父親可能是加害者與野口作為「和平」導覽員身分的

矛盾，也讓他所處的位置不再只是「安全」的戰爭批判者，聽眾意識這樣的矛

盾，比較不會因為資訊有限而輕易簡化故事。

村上登司文等（2016）的研究中，一位受訪的導覽員K，則認為「和平導

覽員」的角色在於「繫（つなぐ）」，連結人跟戰爭、人跟親歷戰爭者、人跟

人，以及人跟社會：「以前我（在說明的時候）常說，這裡發生了這樣那樣的

事，也就是說出所謂的事實，然後才說，接下來是我個人的意見，比較常用這

種方式講述。（現在）我則很常談我自身的體驗。我自己跟沖繩戰是怎麼相遇

的，當中有令人喜悅的事，也有令人大受打擊的事等等⋯⋯」（轉引自村上

等，2016：115）

具體來說，導覽員會直接跟聽眾分享自己成為導覽員的理由、跟新的導

覽對象分享以前導覽時遭遇過比較難回答的問題、與親歷沖繩戰的長輩如何相

遇、被交付了怎樣傳承記憶的期待等等。

Bourdieu在談反思社會學時，曾說「他們表面上用科學語言談及的並非對

象，而是他們與對象的關係。」（2009：117），研究者本身也身處在一些特

定的學術場域之中，比起以往實證科學要求研究者超然地客觀化它的對象，觀

察自身在學術社群的位置並在研究脈絡中將它呈現出來，才會讓研究更加具有

科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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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導覽員」的實作固然未必完全符合此處反思性。但就其基本定義以

及導覽的實作來看，和平導覽要求導覽員清楚意識到自身如何利用「沖繩戰」

的所學所感來編排、重述戰爭記憶，而不只是擔任戰爭經驗的忠實傳遞者或覆

誦和平教條的人，導覽員客觀選定並敘述的沖繩戰故事很可能就是「它與沖繩

戰的關聯」，而非歷史事實本身。為何自己會對不是親身經歷的這場戰爭產生

興趣到願意成為導覽員？自己如何在相關的知識生產過程中（沖繩戰後的歷史

脈絡如何促成這些知識的累積、導覽者在怎樣的社群之中接受訓練，並成為一

個導覽者）獲得了這些知識？這些也都被認為應該在方法論的層次上討論，並

納入一場導覽的安排中。

當聽眾得以知道導覽員本身是站在什麼位置、以什麼樣的過程敘說這些故

事，聽眾的思考才不會與導覽員之間的「歷史知識」不對等，而落入全信／全

反的兩極，也能夠開啟不同於親歷戰爭者以感性邀請聽眾同理的形式，讓聽眾

意識到自身的位置，重新提問所謂和平為何。

結語

上文中長期調查沖繩戰遺跡的吉浜忍（2008：55）曾在文末說：「戰爭遺

跡是『物』。物不會說話。要讓物說話需要人的介入。」在此他指的是戰爭相

關資料和親歷戰爭者的證言需要人做採集才能累積。

以當代沖繩而言，和平導覽員或許可說是傳承沖繩戰記憶，「讓物說話」

最重要的實作者。藉由對沖繩戰歷史的學習理解與重新編排，有意識地在說故

事的方法上並呈現自身與沖繩戰之關聯，沖繩的「和平導覽員」正在有效讓戰

爭遺跡說話。然而也值得注意的是，導覽員之所以能「使用」戰爭遺跡來說故

事，既與戰後遺跡保存的歷史過程密切相關，要讓並非自己親身經歷的證言更

能具象化，也必須以遺跡至少可以被確認、被一定程度保存為前提。可說當今

沖繩的導覽實作與戰爭遺跡是相互影響密不可分的。

沖繩的「和平導覽員」以連結「遺跡與人」、「人與人」的導覽方式，及

導覽員本身反思性的導覽實作，來回應戰後沖繩與美國、日本間戰爭記憶的政

治，及因之而生的戰爭遺產觀光消費，也開啟讓戰爭遺產來說故事並帶動討論

和平的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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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得益於優良的海港形勢，是臺灣北部最早開發的區域之一，

成為兼具悠久歷史與豐厚文化的山城水鄉，

幅員不大，卻擁有密度極高的古蹟和歷史建築。

目前淡水的33處有形文化資產＊之中，28處位在捷運站的方圓1公里內，

包含宗教、商業、軍事、教育、政治等各種性質的文化資產，

交疊出不同信仰的時間與空間層次。

近年來，淡水國際環境藝術節更將世界遺產所關注的「場所精神」，

落實在淡水這塊人文薈萃的沃土之上，

體現古意小鎮寬容有度、生機蓬勃的文化特色。

 Thoughts 
on 

Museums

  3 

＊　新北市淡水區共有34件有形文化資產，其中1件為一般古物，另33處為古蹟、歷史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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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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是一個充滿歷史的小鎮。位

處臺北盆地淡水河系出口，扼守北臺灣

大門，其於西元1858年（咸豐8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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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山陵所被覆。今日的淡水區，舊名

「滬尾」，而「淡水」則是一個總稱，

泛指淡水河流域一帶，甚至是整個北臺

灣。

Tamsui is a small town with a lot 
of history. Located at the mouth of the 
Danshui River system, i t  guards the 
gateway to north Taiwan. Made a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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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現在新式樓房林立的時代，我們依然可在淡水

的老街上見到許多的古早式磚造店舖，以及四處座落的

老廟宇，最古老的福佑宮大約落成於18世紀的清代雍

正年間，而龍山寺、清水祖師廟等廟宇，也陸續在19

世紀後建成，每年大約在端午節之際舉行的清水祖師遶

境，都會對市區進行交通管制，讓臺灣各地的陣頭齊聚

在淡水同歡，是淡水一年一度的大事。而廣為人知的馬

偕醫師傳道授業、為人治病的事跡也是淡水的歷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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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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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祖師爺遶境，是淡水年度一大宗教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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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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清水祖師爺庇佑了淡水每年的風調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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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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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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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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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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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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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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宗教底蘊是淡水邁向世界遺產的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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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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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大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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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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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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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踏查與教學工作坊，1月至6月共辦理11校9場 展示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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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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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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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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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106年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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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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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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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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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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
09.17），參與人數突破1,200人次 營運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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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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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個案」並參與106年度優良案例成果展 營運管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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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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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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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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