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台灣玄天上帝信仰之演變 

 

第一節 早期台灣玄天上帝信仰之傳入與演變 

 

台灣孤懸於大陸之外，十六世紀以前尚屬蠻荒之地，島上除原住

民所居，多屬瘴癘之區。十六世紀末，由於海寇盤據，西人東漸，台

灣始與外界有頻繁接觸，也藉著外來移民的遷移與治理，台灣宗教遂

趨活絡。十七世紀初荷蘭、西班牙與明鄭遷台，逐漸將台灣拉上國際

舞台。作為東亞貿易轉運站期間，隨著漢民族居住圈的擴大與荷、西

殖民者有計畫，深具政策性的宣導教化，漢之道、佛二教，荷、西之

天主教與基督教遂進駐台灣。此四教並非台島自發的宗教信仰，而是

由外力引入。對原住民而言，此四教無非為外來宗教。然對愈來愈多

移居且逐漸成為台灣主體的構成分子漢民族而言，其中之道教卻是深

具中華傳統文化色彩的漢族自創性宗教。 

 

中國道教是藉著漢人的移民行動，而紮根落實於台灣。遠在荷據

之前，台灣即有漢族移民。一六二四年荷據台灣即在今台南一帶的土

蕃部落發現漢人。據巴達維亞日記所載： 

 



荷人未據台以前，漢人在台灣移民已有相當數目……當時的蕭壠

蕃人已有懂得漢語的事實……。1，隨後荷蘭人控制的三十七年中（

一六二四～一六六一），由於荷蘭人企圖視台灣為經濟殖民地，作為

其在亞洲出入的商品轉運站，竭盡鼓勵與利誘，不斷招徠漢人至台墾

殖。此際正當中原政權動盪難安之時，為了避戰禍，為了不願事清，

也為了窘迫的經濟力，漢人在荷蘭當局的重利誘惑下，紛紛至台。據

《被遺忘的台灣》一書指出，在荷據末年，在台漢人的壯丁數即高達

二萬五千人。2若計漢人數，可能有十萬人左右。 

 

荷據至明鄭時期，移住台灣者為閩粵二地之漢人，閩之漳、泉、

汀、興化四府。粵之惠州、潮州、嘉應三府，是移民的主要來源地3迫

使閩粵二地居民，離開家園，遷移至一陌生之地的推移因素，無非是

困於自然環境之惡劣，夢想追尋更好的物質生活，與中原政局板蕩不

安所造就，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移民數呈現進展之態。若大抵將移

民區分可得二個類型，一屬政治性移民，如鄭氏遷台，與以後施琅之

入台，此種行為屬大規模行動，組織嚴密，設想周到，集眾人之力為

之，風險小。二則為經濟性移民，迫於惡劣的生存環境，閩粵二地居

民為求生存，不得不另謀他策，通常基於此目的的移民行為，係屬個

                                                 
1
 Dagh-Qegrster《巴達維亞日記》一六二四－一六二九，頁二十四。 

2引自陳奇祿〈中華民族在台灣的拓展〉收錄於《台灣史蹟源流》，頁一○八。 
3
 《台灣通志》卷二，人民志 氏族篇。 



人意願，依本身的經濟力為之，欠缺周詳的計畫準備，與完整的組織

策畫、風險極大。對所欲至之地，全然不知，了解全無，生命輕如箏

線，彷彿瞬時可滅，常使移民惶恐不安，膽顫心寒。 

 

移民者挾帶著生活的恐懼，未來的徬徨不安，航海渡台可能的翻

覆危險，冒險至台後，又必須面對當時蠻橫凶殘的番人導致的馘首之

災，及氣候風土的瘴癘與險惡。種種的危機，均激起了移民以宗教理

念護身保命的意識，在基於急切擺脫種種在台的困厄與危險，閩粵二

地移民以攜帶至台的香火與神像至台建觀立廟，希冀藉著所虔信之神

，為其驅除邪魔惡鬼，祈求賜福貴減災厄，因此宗教信仰便成為移民

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閩粵二地居民在祖地即為信神之人，迫於本身

險惡的環境侷限，特崇神靈信仰，而以道教神祇為要，因此在台之宗

教須要，自然而然會將其在閩粵二地的道教信仰載傳移植台灣。 

 

閩粵二地，環境惡劣自不待言。山多、田少、貧瘠崎嶇，人民生

計端賴二途，一為利用原本既以貧瘠的山坡地，闢為梯田、種植貯糧

，然常有食糧不足之虞。二則此處海濱、有魚鹽船舶之利，然此維生

方法卻有朝不保夕之憾、賭命於海，只為生計，缺乏安全感。在生活

欠缺保障，現實環境困厄下，人們常會將精神與希望，寄託於遙不可



及的神靈，希冀祂助世人，以威靈顯赫，降福除災，此種深具功利性

的宗教情懷，尤以閩粵二地為盛。閩粵二地不論墾植抑或漁利，均難

脫水之干係，因此特崇水神與海神之祀。其所信仰者，如玄天上帝、

媽祖、清水祖師、水仙尊王等道教神祇。玄天上帝即北方星宿的神格

化，為海舶定方位指標，媽祖則專司護舶助人，水仙尊王亦助舶船於

海難之際。除卻對水的恐懼衍生的信仰外，因其地理環境及衛生不佳

，人畜常有犯疾之擾，為了保身立命，亦特崇醫神－保生大帝。此種

道教神祇的篤信，隨著移民的腳步，在台灣灑播道教信仰的種子。 

 

明鄭時期（一六六一～一六八三）鄭成功為了反清復明的奠基工

作，率領二萬五千兵擊退荷蘭人，移遷台灣。一則趕退異族得以鞏固

政治勢力，一則也使得閩粵移民得以在同族治理下，不受任何歧視地

生存。鄭氏官員遷台，大量增加移民的數量，成功死後，其子經回台

繼任，據施琅《靖海紀事》言，鄭經率明室遺臣及官兵眷口六千人自

金廈撤台，也就是說鄭氏一朝的官方移民即有三萬多人。4而此際閩

粵之民不願降清，不願斷髮，亦隨著明鄭遷台的腳步，大量移往台灣

。據研究台灣人口的陳紹馨教授保守的估計，明鄭一代，在台的漢人

至少有十二萬人。5移民愈湧愈多的情況下，基於功利性的宗教信仰

                                                 
4施琅《靖海紀事》上卷。 
5曹永和〈中華民族的擴展與開發〉收錄於《台灣史蹟源流》，頁一三二。 



所建的道教廟宇，亦隨著移民的增加而增加，再加上鄭氏的「速建聖

廟」的設施，道教性廟宇在台趨於活絡。 

 

根據康熙五十九年的《台灣縣志》所記明鄭廟宇，總計三十餘所

，其中佛教性廟宇僅五所，顯示明鄭時期，佛教信仰雖入台，然不及

道教之廣佈。道教是明鄭時期的主要信仰，也就是說明鄭時期是台灣

道教的興盛繁榮期。而文中正式標明「偽時建」之道教廟宇共 26 所

，其中奉祀「玄天上帝」之上帝廟高達 7座，占了四分之一強，可知

在眾多道教神的信仰中，是以玄天上帝之信仰為主，而卻非是移民剛

入台所信奉的第一座廟宇－吳真人之信仰，實與國家政治權力有關，

亦即為明鄭官方的信仰政策所致。 



乾隆十七年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才一語道出上帝廟對於明鄭

的重要性。其記云： 

 

真武廟，在東安坊，祀北極佑聖真君……順治八年題准……遣官

致祭……邑之形勝，有安平鎮七鯤鯓為天關，鹿耳門北線尾為地軸，

酷肖龜蛇。鄭氏踞台，因多建真武廟，以為此邦之鎮……6。 

 

明鄭廣建真武廟，信奉玄天上帝，寧靖王曾書「威靈赫奕」一匾

，除了可知真武廟在明鄭的至高性，另有奉明正朔之意。 

 

《明史》卷五十，禮四，諸神祠中的記載，不難發現玄天上帝於

宋時即受當朝統治者的禮遇。至明時更具崇高性，有中心信仰之趨勢

。明太祖平定天下，以玄天上帝陰佑者多為由，將真武之祀列為南京

十廟及京師九廟之首7，頗有利用真武之信仰收攬民心之意，亦明成

祖得位不正，更須以明朝開國神祇－玄天上帝來作護符，另一方面，

信奉玄天上帝的武當山道士如張三豐等人，曾於靖難之役為成祖立下

大功，8成祖因而建廟立祀真武，並遣官致祭，於是終明之世，奉祀

不絕。政治性的因素，使得明朝皇室篤信真武，真武可謂為明朝皇室

                                                 
6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 
7同上，頁一三○四－一三○五。 
8參見《明史》卷二九九，方伎、張三豐傳。 



之守護神。在國家政治權力者，有計畫有目的之崇敬虔奉，玄天上帝

的道教信仰在明朝有至高無上，獨樹一幟之風。 

 

因此在鄭氏遷台後，為表明效明心迹，在台廣建真武廟，其奉明

正朔之意濃厚，企圖以明朝護國神玄天上帝的信仰，作為其反清復明

的精神支柱。所以，玄天上帝信仰在移植台灣時，仍以中原一般，在

明鄭一朝，深具無限神聖崇高色彩。在統治的政治考量下，所建之真

武廟，神格自然會高出其他神祇。 

 

明鄭此種宗教政策，對閩粵移民之信仰並無不利之處。蓋閩粵移

民信仰的目的是為了安居樂業，保身立命，任何神祇，尤其與航海有

關之神祇，只要有靈異的神蹟，能助其解厄護命，均是其信仰，而玄

天上帝即符合其功利型的信仰條件。早在移民祖地即閩粵二地已有玄

天上帝之信仰。 

 

總之，閩粵移民的重鎮地，在未移民至台前，已有玄天上帝的信

仰，且將祂視為海上守護神。因此當明鄭至台廣建真武廟，百姓也樂

見其成。對明鄭王朝而言，信仰玄天上帝，以象徵明朝正統所在是其

反清復明的精神支柱，遠在至元之際，玄天上帝的另一功用，即表驅



逐異族，保存民族精神。如元人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六言：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內附，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筆，書長短句，

曰西江月者……其詞曰：九九乾坤已定，清明節後開花……依舊中華

福地，古月一陣還家……9 

 

當元明之際，反元之士利用真武降筆，儲存實力，以便反元，同

樣的，明鄭亦有此意，其諮議參軍陳永華設天地會，便以玄天上帝為

題，廣招志民，以圖反清。而對閩粵居民而言，玄天上帝是能夠庇佑

，賜福降鬼的海上守護神，二者並不衝突，反而有相依之處。 

 

玄天上帝信仰，憑藉著國家權力的支持，而在明鄭時的台灣，擁

有至高神聖性，然亦隨著國家政治權力的轉換而趨於沒落。 

 

康熙二十二年，明鄭降將施琅率軍攻克台灣，為了瓦解明鄭士氣

，製造媽祖顯靈事蹟協助清兵之言，企圖以媽祖的靈異事蹟來瓦解明

鄭士氣。在施琅《靖海紀事》中記云： 

 

                                                 
9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六。 



今上御極之二十一載……予以奉命……征台灣……從者三萬有

餘……爰際天時暘亢，泉流殫竭；軍中取汲之道，遙遙難致……始得

一井於天妃宮廟之前……厥味鹹苦……予乃殫抒誠愫，祇籲神聰。拜

禱之餘，不崇朝而泉流斯溢，味轉甘和……凡三萬之眾，咸資飲沃…

…自非靈光幽贊，佐佑戎師，殲殄妖氛，翼王室，未有弘闡嘉祥……

若斯之渥者也，也鎸石記異，名曰師泉，昭神貺也……10。 

 

又言： 

 

康熙二十二年……臣在澎湖破敵，將士咸謂恍見天妃如在其上，

如在左右，而平海之人，但見天妃神像是日袍透濕，妄左右二神將兩

手起泡……知為天妃助戰也……左營千總劉春，夢天妃告之曰：……

七日可得台灣……果于二十二日澎湖捷，七日初旬內，台灣遂傾島投

誠……11 

 

此二文中以「佐佑戎師，殲殄妖氛，翼衛王室」、「七日可得台灣

」二句是瓦解明鄭軍心的關鍵語，以媽祖神力助清除明鄭等捏造之語

，對閩粵移民而言，無疑是天意授媽祖以靈異降服明鄭，「天亡明鄭

                                                 
10施琅《靖海紀事》。 
11同上。 



」。在功利性的宗教情懷上，此時的閩粵移民即易為媽祖巨大的神蹟

所憾動，而媽祖本身即為閩粵二地居民的敬崇海神，明鄭官方在台並

無建媽祖廟，此一漏洞為曾隨鄭氏左右的施琅所利用，施琅對閩粵二

地居民的功利性宗教信仰的體認，瞭若指掌，遂造就媽祖庇佑助清之

語，企圖瓦解明鄭，另在明鄭當局此時呈現不穩狀態，即馮錫範發動

政變擁克塽即位，遂明鄭全面瓦解。 

 

施琅利用明太祖立國之「玄武陰佑者多」的道理，以媽祖「庇佑

清朝」瓦解明鄭，奪取台灣。既得台灣後，一如前朝為感激玄天上帝

廣建廟宇，亦在台灣廣設媽祖廟。 

 

施琅到台後，將原寧靖王宅邸改為天妃宮12，顯明朝已徹底滅亡

之意，又下令水師各衙署創天妃宮13，又於安平鎮，澎湖建媽祖廟。14

，康熙三十五年，施琅卒，媽祖信仰似呈停滯狀，直至康熙三十九年

諸羅縣之笨港街，始再增置天妃廟一座。到康熙五十一年，施琅六子

施世骠任福建水師提督，台灣媽祖信仰再度發展。15媽祖在台的官方

建廟增多與否和施琅父子有密切關係。終康熙之世在台建的媽祖廟除

                                                 
12鄭開極《福建通志》卷十一，祀典．台灣府。 
13引自蔡相煇《台灣的祠祀與宗教》，頁一二二。 
14同上。 
15蔡相煇《台灣的王爺與媽祖》，頁一六○。 



上述五所外，康熙五十一年通事賴科鳩眾建六妃廟于諸羅縣之淡水干

豆門，康熙五十五年建於鹹水港街，康熙五十六年周瑄鳩眾建廟于諸

羅縣城南縣署之左（以上三座見《諸羅縣志》16，康熙五十八年各官

捐建天妃廟於鹿耳門。（見台灣縣志）17 

 

由上述志書所載：清廷在台灣本土（康熙二十二年－康熙六十年

）共建媽祖廟九所，其中康熙五十年後所建者五座，且觀其所建年代

，應為康熙五十年後建的媽祖廟無誤。 

 

施琅入台後，玄天上帝廟一度蒙受莫大羞辱，清廷放任戍台官兵

佔住，如最具神威性，具奉明正朔之大上帝廟，則被桐山營兵丁永久

佔居。18此種作法無疑是企圖消滅台民「反清復明」之念，嚴重的貶

低象徵明正統的玄天上帝在閩粵移民心目中的神格。而廣建媽祖廟的

用意，也無非是以同為移民的海神信仰－媽祖，取代玄天上帝之奉，

一則可減輕台灣民眾對清的仇視意味，二則可免除台灣懸陸於外，難

以鞭及之憾。清廷並不敢大肆毀壞玄天上帝的廟宇，唯恐台民叛清之

舉，而移民鑒於清廷的威凜下，對玄天上帝之奉，為了身家性命計，

逐漸轉向媽祖信仰，以致玄天上帝之信仰，逐漸沒落。在明時至高無

                                                 
16周鍾瑄《諸羅縣志》．雜志。 
17陳達《台灣縣志》。 
18黃典權《台灣南部碑文集成》第五冊，大上帝廟桐營四條街公眾和約。 



上的神格至此亦一落千丈。而後，篤信玄天上帝者，除反清復明團體

（天地會等）外，只剩屠宰業者。按信仰本為民意，強制禁止，並不

可斷民信仰之念，因此尚佛的清廷採取的措施，是將玄天上帝的神格

轉移，由原本明室守護神轉型為屠宰業的守護神，由國家統治者的奉

祀成為普通民眾的信仰－屠宰業者所崇拜，且地位不及媽祖。 

 

玄天上帝信仰，因國家政治權力的轉換而有所轉變，因明鄭的統

治者有意的提倡，呈現繁盛之局。然隨著政權的轉移，在清廷政治權

力者有意的干涉，玄天上帝信仰被媽祖信仰所取代，以往至高無上的

崇聖神格至清亦轉低落。政治力干預道教信仰的自主發展，玄天上帝

即為顯見之例。 

 

十六世紀後，閩粵二地居民，一則為經濟所逼，一則為中原之動

盪所迫，漸湧至台灣，屯墾開發，台灣便逐漸脫離荒蕪之象，隨著移

民的移駐，閩粵二地的種種風情文化，民族習慣便傳至台灣。其中以

能撫慰移民對未來生活的無助惶恐，渡海的膽顫難安，於台種種危機

之情況者，乃宗教力量。 

明鄭時期在台灣獨領風騷者，為漢人自創性的道教，道教是閩粵

移民自中國傳來，是其信仰圈最大的宗教。由於閩粵之民，生存環境



差，對神祇的依賴特別深，希冀神祇能降福其所需，消滅其所懼，在

對水的需求與依賴下，衍生許多水神、海神等道教神祇之祀。在移民

之際，對台的茫然無知與可怕的蕃害，瘴癘惡病橫生，渡海的危險，

使得閩粵移民在謀求安身立命的生存意識下，即將其傳統已存的道教

信仰傳入台灣，種下台灣道教信仰之風。基於閩粵移民「功利型」的

宗教意識，遂使得道教以神蹟靈驗之式在台盛行。 

 

明鄭時，道教信仰的主神玄天上帝。玄天上帝自宋即與當朝統治

者關係密切，元明之際，更是象徵「恢復中華」民族精神之所託，政

治意味濃烈。至明太祖時，地位更是崇高無比，列於南京十廟之首與

京師九廟之首，得位不正的成祖亦篤信之，終奉道教之明一朝，玄天

上帝可謂為明之王朝守護神，屬國家祭祀之神，而國家積極支持又為

海上守護神的玄天上帝，自然亦為閩粵人士的主要信仰神祇。 

明鄭遷台，亦國家祭祀玄天上帝，除奉明正朔，展示明正統所在

外，亦有反清復明之意，在台廣建真武廟，象徵推清復明之心，也達

慰藉移民之目的，因此玄天上帝在明鄭時期的道教信仰發展中，受到

政治權力的刻意扶植與保護，有如眾神祇之首，當今盛行的媽祖信仰

在明鄭是不值得一提的，此種政治與信仰的結合，表面上玄天上帝信

仰得以首屈一指，然實質上卻損害了宗教自然發展之權。政治權力是



有變換之時，一旦後朝建立，前朝憑藉政治力而茁壯的神祇信仰，將

不堪一擊。 

 

在明鄭降將施琅，對閩粵移民「功利型」的宗教體認，瞭若指掌

時，製造一有更巨大的神蹟，且又同為閩粵移民在祖地即有信仰的海

神－媽祖來與玄天上帝抗衡，媽祖代表的是新興強大的清朝，玄天上

帝代表的是窮途末日之明鄭、閩粵移民之向明之心，是很容易被巨大

的神蹟所瓦解的。因此康熙二十二年清定台灣後，玄天上帝之廟雖不

致被損害，卻也逐漸落沒，雖此後至康熙五十一年間，有上帝廟的興

建，然此時是清末積極治理之際，且玄天上帝的神格有逐漸轉型之勢

，至康熙五十一年後施世標理台時，媽祖廟雨後春筍的建立，玄天上

帝信仰不及媽祖之奉，申明時至高無上的王朝守護者的崇聖性，由於

政治權力的干預一轉為屠宰業之神祇，其與政治有關的發展過程，不

禁令人自省。與政治當權者有密切關聯之宗教信仰，終非其發展之福

。 

 

 

 

 



 

 

 

 

 

 

 

 

 

 

 

 

第二節 近代台灣玄天上帝信仰之發展概況 

 

「明鄭時代台灣是以玄天上帝為海上的守護神」但是由於忽略在

閩粵兩省有相當影響力之媽祖信仰，此一疏漏，遂為清吏所乘，「利

用媽祖信仰之力量對明鄭官兵發動心戰攻勢」19。到清治時期由於媽

祖信仰的興盛，玄帝海神地位逐漸被取代，蔡相煇在另著中也提及，

                                                 
19蔡相煇《台灣的王爺與媽祖》，（台北：台原出版社，1994.8），頁 147、149、153。 

 



把明鄭時期所建的大上帝廟在清代被桐山營兵丁永久佔居，住持道士

淪入民間，視為清政府不尊重玄帝信仰的行為20。 

 

另一位台灣學者劉還月則認為「玄天上帝從地位極高的自然星宿

之神，淪為屠宰業者的守護神，顯然是清廷為達政治目的，所創造出

來的一個新神話。」21他們的說法顯然認為玄天上帝神格的下降是受

到清廷官方的影響，事實上是否如此呢？ 

 

清代當權者出身關外，重視薩滿信仰22，對道教不感興趣，道教

在上層社會的流行已大不如前朝。 

 

我們看到康熙五十年左右台灣的媽祖廟已經日見普及，但是，一

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清中央才通令沿海各省對媽祖建廟祠祀，

祭儀與關聖帝君同23，可見清廷對道教諸神的推廣並不積極。媽祖的

普及與興盛，可以說是施琅個人的推廣與民間的信仰脈絡中建立起來

的。可能由於施琅在湄州練兵，部下不少湄州子弟，以媽祖為號召確

                                                 
20蔡相煇《台灣的祠祀與宗教》，（台北：台原出版社，1989.9），頁 200、201。 

 
21劉還月〈人能造神，也能毀神－台灣民間信仰中的造神運動〉，《台灣風物》49卷 3期，頁 167。 
22滿族與北方民族早期多信薩滿教，「薩滿」的意義學者認為是「巫」、「人神中介」或「氏族的

智者」，見孟慧英《中國北方民族薩滿教》（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12），頁 24。 
23蔡相煇《台灣的祠祀與宗教》，台原出版社，1989.9），頁 124。 



實能凝聚軍心，又可抬高自己的威望。所以，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

）澎湖海戰時，施琅藉天妃顯聖，助其作戰，大事宣揚，振奮人心24。

施琅的心戰攻勢的成功，使得朱一貴事變來台的施世驃（施琅六子）

、藍廷珍，林爽文事變來台的福康安，均模仿其方式，這些人的推廣

媽祖信仰，使玄天上帝航海之神的地位被媽祖取代。 

 

既然玄天上帝庇護海上安全的功能不再，其神格也逐漸由海神轉

化為山神，扮演庇護墾民開山闢土的角色，此由台灣中、北部玄天上

帝廟宇多集中在山區可證。目前台灣香火鼎盛的玄天上帝廟宇，也多

出現於近山地區。根據簡榮聰推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與玄天上帝統攝

龜蛇，蛇類在早期台灣的移墾社會當中，是為重大禍害，因此墾民藉

著玄天上帝的崇祀，以期鎮攝蛇類騷擾。另一種情形，近山地區移墾

，多在清代乾、嘉以後，墾民大量自福建漳州等山區移來，即逕自赴

山地開墾，落地生根，乃保有原鄉虔誠的玄天上帝信仰，而造成為近

山地區玄天上帝信仰凌駕瀕海地區的原因25。 

 

清治時代，玄天上帝待遇雖然不如前朝，但衪其法力高強，擅長

                                                 
24參考筆者〈台灣民間信仰的歷史探索－以明鄭到光復初期的發展為範圍〉收于靜宜大學人文科、

台灣生態中心編，《台灣人文生態研究》，第 3 卷 1期，2001，頁 96。 
25簡榮聰〈玄天上帝信仰發展及其人文考辨〉《台灣文獻》46卷 2 期，1995.6，頁 127。 

 



除妖、袪邪、勘輿、治病，頗能切合世俗的需要，地方耆老、業戶、

族長等，因著百姓的要求而發起的建廟者，更是普遍可見26；再則，

玄天上帝也是乩童的保護神，也廣為寺廟神壇供奉。日治以後，台灣

寺廟比較有詳細的調查紀錄，其中以玄天上帝為主神的廟宇在台灣史

上大抵都高居全台第五或第六位，這種情形到光復之後，沒有太大改

變。我們從表一 1918、1981兩次統計數據，可以得到證明： 

 

 

 

 

                  台灣地區十大主神統計表 

排序 

大正七年（1918） 民國七十年（1981） 

神祇別 廟宇數 神祇別 廟宇數 

1 福德正神 669 王爺 753 

2 王爺 477 觀音菩薩 578 

3 天上聖母 320 天上聖母 510 

4 觀音菩薩 304 釋迦牟尼 499 

5 玄天上帝 172 玄天上帝 397 

                                                 
26戴炎輝《清代台灣之鄉治》，（台北：聯經出版社，1979），頁 178－182。 



6 有應公 143 福德正神 392 

7 關聖帝君 132 關聖帝君 356 

8 三山國王 119 保生大帝 162 

9 保生大帝 109 三山國王 135 

10 三官大帝 72 中壇元帥 115 

廟宇總數  3476  5539 

資料來源：1918 年的資料來自台灣總督府《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附錄（台北市：捷幼

，1993），頁 16。又 1981 年的資料來自余光弘〈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

查資料之分析〉，《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3期，1982，頁 81。 



(一)到大陸進香 

中華道教玄天上帝弘道協會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康理

事長率領六十餘名團員前往大陸福建省泉州市法石真武廟恭請主神

北極玄天上帝神尊來台巡禮弘法四十二天，巡訪全台玄天上帝宮廟﹝

殿﹞共二十一座，於當年十一月六日回駕泉州市法石真武廟。民國八

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該協會組團舉辦大陸祖庭文化交流

活動，於三月二十五日假武當山紫霄宮舉行兩岸玄武聖紀研討會，由

武當山道教協會會長王光德道長親自接待。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九日

該會組團舉辦兩岸道教文化交流，並赴泉州市法石真武廟舉行玄天上

帝聖紀石碑落成典禮，並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該會兩岸宗教

文化交流團參訪湖北省武當山金頂金殿、太和宮、轉運殿、南岩宮、

紫霄殿等地，並於紫霄殿舉行兩岸道教文化交流座談會。﹝中華道教

玄天上帝弘道協會會刊﹞ 

 

（二）接天香 

接天香是一種不用直接由信徒捧著神像到祖廟進香，而是採用請

神明自行回大陸謁祖朝聖的進香方式。明、清以來由於海峽的阻隔、

交通不便，以及近代以來的政、經等因素，在台灣中部地區所發展出

來的一項進香儀式。接天香的過程，通常由神明指示信眾在何時何日



何地回祖廟謁祖。因此，信眾必須在神明指示的在廟前廣場「置天台

」，恭送神明回中國祖廟謁祖；至於謁祖回鑾，也由神明指示信眾到

何地、何時接回神明。而通常信眾判斷神明是否回鑾的方法，都是採

用乩童感應或是天空出現異象，例如飄來一陣烏雲，即代表神明駕雲

回返，即可順利接得香火。 

接天香經常在早期彰化地區的客家人或現在的福佬客地區進行

，此活動也反映出客家人節儉的民風。接天香非玄天上帝獨有的儀式

，在清代反而以三山國王比較常見。道光十四年（1834），溪湖「霖

肇宮」三山國王原本要到廣東省揭陽縣霖田祖廟進香，後國王因體恤

信眾，降乩免去信徒列陣抬輿翻洋越嶺跋涉浪費的進香形式，改由「

神靈」親自駕赴祖家進香，返駕之日，由眾弟子到鹿仔港（鹿港）接

香，此即第一次返鄉進香但接香地點即漸漸縮近至埔鹽鄉地界。 

 

接天香的時間每年不同；但是，地點則經常是重覆的。這可都是

廟方擲筊由玄帝指示挑選的，地點一般以王功福海宮最多，其次是芳

苑普天宮，這兩個地方都是在芳苑鄉，兩廟都靠海，而且都是媽祖廟

，性質接近。接天香也如同進香一般，是廟宇交陪的重要活動。 

在上述的二種進香活動中，除了是廣大的信眾之外，他們也在各

項祭祀活動擔任頭家爐主，負責在地方收丁錢，作為祭祀費用。頭家



爐主的產生方式是將全村分成幾個區，每個區俗稱「角頭」，爐主由

各角頭輪值，由值年角頭各戶向村落信仰的神明擲筊，得筊最多者任

之；頭家則由值年角頭之次多者或由非值年角頭之最多者任之。爐主

的工作是綜理所有的祭祀事宜，頭家則協助爐主處理相關工作27。 

 

除此之外，福佬客在其中擔任乩童與道士的角色。台灣地區的乩

童又稱童乩，為介於神、人間之靈媒，隨著先民的移植拓墾方向進入

台灣，抵台後又受到地方特殊生態環境的影響。舉凡繞境祈福、捉妖

驅邪、調解冤仇、落地府、禳災除病等等，都可以是他的「業務」範

圍，有時乩童也會用毛筆在金紙上面寫字畫符，包括平安符、治病符

、鎮宅符、驅邪符、安眠符、鎮夢符、鎮驚符等，治病符燒化水中，

令病人服下，在民俗醫療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8。 

 

由乩童為信眾消災解厄，這可是玄帝廟的重要特色。玄天上帝廟

宇雖然有乩童，但有的也兼扶鸞活動，與神明的溝通則乩童（武乩）

與鸞生（文乩）兼備。 

 

特別要說明的是，本文以玄天上帝信仰為主題，並不是在強調台

                                                 
27謝英從前引文，頁 73－74。 
28莊吉發〈信仰與生活－從現藏檔案資料看清代台灣的民間信仰〉，《台灣文獻》51卷 3期，頁

128。 



灣玄帝信仰與其他族群的神明信仰有何不同？玄帝信仰在中國就屬

一統性的神明而台灣進香活動與扶鸞活動，是值得研究的方向，尤其

是接天香和扶鸞有著區域性的特色。換句話說，本文企圖從進香與扶

鸞兩項活動來了解台灣玄帝信仰，由此脈絡找出相關的宗教思維與社

會影響。 

 

就文獻記載與實察得知，受天宮並不是台灣地區最早發跡的上帝

廟，然而，目前卻是台灣地區玄天上帝信仰的核心──在廣大信徒的

「主體意向」成為典型的民俗宗教「聖地」。 

 

民俗宗教活動系統的「上層結構」部份，通常是操控於位居高層

的「創造之少數」，一般是不容易被為處於下層活動系統中的廣大信

徒察覺出來的，然其影響力卻是極其深遠的。就玄天上帝信仰的發展

過程而言，宋、元、明三朝道士與文人的「造神運動」以及明末鄭成

功、陳永華等人的推波助瀾，誠然為玄天上帝信仰之在台的發展奠下

深厚的基礎；反之，清初繼起的「屠夫說」，則在不知不覺中轉換了

祂崇高的地位，也影響其日後的發展軌跡。且於日據及光復以後，其

發展軌跡與政經結構的變遷與政策的定位息息相關。 

 



當然，上述這些因子並不是一般信徒所認知的。在大多數信徒的

心目中，成為信仰核心的主要原因在於「得到好地理」以及「神明靈

聖」。「得到好地理」→「神明靈聖」→神明信仰發展，三者之間存在

著必然的因果關係，這種「定律」幾乎是老百姓心目中顛仆不破的「

意識形態」。換言之，一般人都以為「好地理」是神明信仰發展的基

點──廟神「得到好地理」，必將具有雄厚的靈力，也必然可以庇蔭

祂的信徒；「好地理」一方面增強了廟神的吸引力，一方面也給信徒

建立堅定的信心，從而拉近了信徒與神明之間的距離，甚至將凝聚「

村莊命運共同體」的群體意識【林美容，1988】，讓神明的祭祀圈成

為「向心凝聚的關係網」。 

 

民間俗語：「要神也要人。」這句話語道盡了民俗宗教活動系統

的內部運作歷程。一般而言，神明信仰是靈驗取向的，從信徒日常的

燒香、求籤、問卜，到為神明雕塑金身、聚資建廟……這一系列的過

程，所彰顯的除了信徒個人的信仰認知以及誠敬感恩、祈福消災之心

理之外，更是一種信徒與神明的「精神感應」。而迎神繞境、建醮、

進香……等迎神賽會活動的底層，則是一「地域人群的集體組織」。

──祭祀活動本質上則是地域人群──經由燒香、敬神等經常性的祭

祀活動的涉入，祭典儀式象徵意義的賦予，曲館、陣頭、藝閣與迎神



遊行等「莊重而快樂的慶祝活動的傳統復現」，或者與其他聚落居民

之間的舁神競技，走親戚、吃拜拜等溫馨記憶的累積，或者經由種種

禁忌的共同恪守，聚資建廟等充滿社區的認同感的活動的建立……，

不但寺廟及其祭祀圈的其實質特徵將被動員並轉型為「地方」【許坤

榮譯 . Allan Pred 原著，1983】，而信徒與神明、信徒與信徒之間

，透過祭祀活動的交互作用，亦將形構出盈溢著情感的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