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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信仰之變遷(一) 

 

巴宰族自始即有其傳統的原始宗教與巫術。十八世紀與漢人接觸後更接納了

媽祖、土地公等漢人之信仰。1733 年（雍正十一年），張達京與潘敦仔到福建為

皇帝祝壽，張達京建議潘敦仔在岸裡社蓋媽祖廟。回台之後，潘敦仔遣十二名社

丁遠赴湄州迎回媽祖神像，並在社口蓋了萬興宮（以其子士萬、士興之名命名）。

十九世紀西方宣教士進入台灣以後，巴宰族遂集體改宗信仰基督教，成為中部地

區基督教信仰傳播的重要媒介與橋樑。傳統宗教、漢人宗教以及後來的基督宗

教，使得巴宰族人之宗教信仰顯現出了多元、混合且複雜的一面。
149在岸裡大社

或內社（鯉魚潭），漢人宗教與基督宗教並存，埔里的巴宰七社則各有特色。
150

  

巴宰族人在經過三百多年與漢人接觸融合，使得原有的文化幾乎消失殆盡。

根據洪秀桂所發表之〈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一文中所提，151許多報導人僅

能說出殘存的神名。例如，巴宰族人的最高神或番神 apu dadawan；源祖或番祖

bana kaisi 與 sabun kaisi；火神 apu kaiteh；水神 apu mas；露水神 apu maikadamul 等。

文中亦提到殘存的神祇雖然被部分的巴宰族人所祭拜，但也僅限於信奉漢人民間

宗教信仰的巴宰族人。信奉基督宗教的巴宰族人已經對之遺忘殆盡。然儘管有少

數巴宰族人仍然祭拜原有的神祇，但沒有安排特定的時間或地點祭祀與供奉，而

是將之摻入漢人民間宗教信仰的祭儀中，可預期的這些殘存神祇也將被遺忘。 

 

 

                                                 
149 衛惠林教授曾將巴宰族的宗教分成四大類型。1、原始宗教：以祖靈崇拜(ancestor worship)與精

靈崇拜(spiritualism)為主要的形式，與台灣山地跟平埔各族的宗教是同一個範疇。2、基督教，以

長老教會系統為主，於清同治年間傳入埔里。3、土地公崇拜，為早期漢人宗教形式，具簡單及

現實之社會功能；清朝時期開始，日據時代最盛。4、儒道合流之民間道教，這是台灣漢人社會

中的優勢宗教，大都以神祠廟為主的新興宗教，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正式進入了平埔族社群。 
150 烏牛欄社始終是堅持基督宗教信仰。守城份及蜈蚣崙，原始的宗教與土地公信仰並存。阿里

史社除了保留了原有的原始宗教信仰外，還拜土地神及漢人的神明。大瑪璘社的「醒靈寺」和牛

眠山的「恆山宮」奉關帝為主神，阿里史社的「西鎮堂」則供奉齊天大聖。由此可見，巴宰族的

宗教呈現多元的現象，基督宗教信仰只是其中之一。 
151 此篇文章為洪秀桂在民國五十八年至六十年間，到埔里參與衛惠林教授所主持巴宰海人的研

究工作所搜集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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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宰族之原始宗教信仰 

（一）、巴宰族原有神祇 

巴宰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觀念與多數的台灣原住民族相同，以靈魂信仰為其基

礎。靈魂分生靈跟死靈。人死亡可以分善死跟惡死。生時為善的人得以善死，其

死靈由祖靈接往幸福靈鄉；生時為惡的人則得惡死，其死靈不得進入幸福靈鄉，

只能在外流蕩成為惡靈。最兇惡的惡靈稱為 mahadaxedaxe。人們在野外受傷、跌

倒、生病或任何不幸的事情都是因為惡靈作祟的結果。 

巴宰族的鬼神世界分為上界的守護神和下界的靈鬼或惡煞。前者包括了始祖

或番祖 bana kaisi, sabun kaisi、番神 apu dadawan、水神 apu mao、火神 apu kaiteh、

露水神 apu maikadamul。後者則有許多雨靈或山魈、妖魅、凶煞並許多不知名的

鬼魂。凡生前使用過黑巫術的人都會變成惡靈。
152 

1、 始祖或番祖 bana kaisi, sabun kaisi 

相傳古時在巴宰族人居住的地區突然來了一次大洪水，全村的人都逃跑不及

被大水沖走淹沒，僅剩 bana kaisi 與 sabun kaisi 兩兄妹倖免於難。他們兩人在大水

來時爬到竹枝上。因為他們兩人的重量竹枝有點承受不住，因而往下彎曲，bana 

kaisi 與 sabun kaisi 兩兄妹爬上竹枝後，就開始唸咒語，不久大水就退了。兄妹兩

人下來，但是地面上沒有留下任何東西，正為難時，飛來一隻鳥在地上抓土，兄

妹倆覺得有異，也學鳥在地上用手撥土，結果發現地下存有很多稻穀。bana kaisi

與 sabun kaisi 兩兄妹因此免於餓死。他們發現所有人類已全部淹死，妹妹 sabun 

kaisi 認為應該傳宗接代，但又覺得兄妹結婚不合適，最後想出用假扮的方式，不

讓他的兄長 bana kaisi 認出。兄妹倆因此成了夫妻。不久 sabun kaisi 生下一塊肉球，

兩兄妹將肉球剁成細塊，並對之口唸咒語。不久這些細塊就各自變成了許許多多

不盡相同的人種；巴宰族也就是這些不同人種中的一族。從那時起，巴宰族人就

崇拜 bana kaisi 與 sabun kaisi，而且被巴宰族人尊稱為始祖或番祖。 

2、 番神 apu dadawan 

apu dadawan 是巴宰族人的最高神，他主宰一切。apu dadawan 的巫術很高強，

                                                 
152 洪秀桂，〈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國立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22 期，1973 年 6

月，頁 44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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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夠贏過他。由於 apu dadawan 的力量很強大，所以任何嚴重的重症病患，

他都可以治好。但是他不替惡人治病。 

apu dadawan 管理人間的一切善惡，如果族人中了壞人的巫術，他會自動去

解救。同時也會施用法術來懲罰壞的巫師。而且還會把壞人驅逐開，所以好人喜

歡 apu dadawan，壞人則害怕他。 

3、 水神 apu mao 

apu mao 住在水裡，巴宰族人都深信水是由 apu mao 帶來的，因此巴宰族人

每年都要祭拜 apu mao，請他將水帶往其他的地方，不要使巴宰族人受到災害。 

apu mao 也被認為是能幫助巴宰族人的神，因為沒有 apu mao 帶來的水，巴

宰族人的水田便無法耕種。 

4、 火神 apu kaiteh 

傳說人類出現在大地的時候，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沒有火種，一到晚上大地一

片漆黑，而且冬天也非常寒冷，食物只能生吃，非常不方便。某天有一種自稱為

zizikuis 的鳥自動向 apu kaiteh 請求要去尋找火種。一天 zizikuis 鳥抵達天上 apu 

dadawan 住的地方，偷偷拿了兩個白石頭，zizikuis 把石頭帶回來以後就交給 apu 

kaiteh，apu kaiteh 把兩個石頭拿來試，相碰後果然能夠產生火花。後來 apu kaiteh

把火種分給巴宰族人使用，並吩咐巴宰族人在出門打獵或打仗的時候，都不可以

讓火熄滅，家中必須留下火種，否則就犯了禁忌。 

5、 露水神 apu maikadamul 

apu maikadamul 住在太陽底下，他出來的時間都在日出之前。apu maikadamul

最大的本事就是射箭，每射必中。令人怨恨的番婆鬼（巴宰族的女巫）什麼都不

怕，很難有人能夠制服她，只有 apu maikadamul 是番婆鬼的剋星。巴宰族人相信

只有 apu maikadamul 能夠除掉令人忍無可忍的番婆鬼。這也是為什麼巴宰族人在

要殺害番婆鬼時，需要把手槍放在特定的地方，受三天露水的原因。其目的在祈

求 apu maikadamul 賜予殺死番婆鬼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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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宰族的巫術 

主持平埔族宗教事務的是女巫，當時被稱為「尪姨」，能作法害人與助人；

一般的祭祀儀式都由尪姨作法，長老主祭，在社中的公廨公開舉行。 

巫術不分男女，任何人都可以學習，但是以女子居多。巫術不可以傳授給自

己的兒女，巫術可以教別人但自己的兒女必須向他人學習。巫術分為兩種，一種

是替人驅邪趕鬼、祈福治病的白巫術，一種則是為了私人利益而危害他人的黑巫

術。黑巫術最初是使用在戰場上，主要是希望藉由巫術的力量讓敵人喪失戰鬥的

能力。黑巫術有很多種，舉凡使人脫盡頭髮、五官歪斜不正、使人生病、更有致

人於死的。但後來卻演變為一種會飛行，並且能夠將自己的眼睛換成貓眼，不時

危害族人的惡女巫，即俗稱的番婆鬼。 

番婆鬼都獨身，晚上她們會換上貓的眼睛出來行動，換上貓的眼睛是便於夜

間還能清楚看見東西，並且她們插上芭蕉葉就會飛了。番婆鬼常常會出來跟社人

借東西，借了也不會還，如果不借她便會在晚上捉弄人。而竹林是她們晚上遊戲

的地方，常常將竹子倒立過來，或是破壞竹林；她們也會將竹子削尖，插入小孩

子的心臟，吸取小孩的血、吃掉小孩的心臟，這些被番婆鬼吃掉心臟的小孩，晚

上會一直哭，但不會死亡，要到隔天才會死亡。據說番婆鬼必須藉由小孩子的心

臟來增加法力，所以常會將婦人揹在背後的小孩換成畚箕，為了避免這種情形，

平埔婦女便將小孩揹在身側或腋下。番鬼婆都會生吃東西，如果碰巧看到有人生

吃東西一定要假裝沒看到，不然會被番婆鬼捉弄；番婆鬼到處害人，法力又很高，

雖然大家很痛恨她，卻也沒有人敢得罪她，以免遭受禍害。 

關於番婆鬼從何時開始，而族人何以要學習番婆鬼巫術，已經不可考了。以

下列舉幾個番婆鬼施法術的例子，有害人的、有懲罰人的、也有捉弄人的，如： 

報導人 A 言：我的爺爺便曾經被番婆鬼捉弄，有一次爺爺在回家的路

上，經過田邊，看見一個女人在抓青蛙吃，抓了就吃，生吃青蛙，那個女人

不知道要跟爺爺借什麼東西，但爺爺趕著要回來沒理他，結果就走不回來

了，在田裡走了整個晚上走不回來，還遇到一大群的鵝，想說奇怪村莊裡又

沒有人養鵝，為什麼會遇到那麼大群的鵝，鵝還擋住他的路不讓他回去，才

心裡想說完蛋了，剛剛遇到的那個女人一定是番婆鬼，才又繞路回去找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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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跟她說對不起，番婆鬼就說：「我又沒說什麼，你如果要回家就回家

啊！」，這樣爺爺才走回家。 

又聽說有一個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得罪了番婆鬼，有一天晚上拿著燈籠要

回家，經過一條每天必經的小河，突然河水中冒出一顆大石頭將他絆倒，因

而燈籠熄掉；當時眼前一片漆黑，他突然看見遠方有燈光，便循著燈光走去，

可是每往前一些，燈光就遠了一些，這才覺得不對勁，後來他靠著自己平時

回家的印象，才順利走回家。
153 

報導人 B言：我的阿姨有一片竹林，但竹林到了收成季節筍子就會被偷

挖，不知道因為什麼現象阿姨就懷疑是鄰居偷的，因此阿姨除了在竹林唸咒

語，並且請隔壁的鄰居幫忙照顧防止小偷偷挖，以警告鄰居，讓鄰居知道我

已經在懷疑你偷東西了。結果有一天，天色黑了又亮、亮了又黑，於是阿姨

就知道抓到小偷了，過去一看果然小偷就是鄰居，那個咒語主要是讓小偷可

以挖竹筍，但是只要一拿起竹筍，準備要離開竹林天色馬上會變黑暗，如果

放下竹筍，天色又會亮起來，於是鄰居便不敢離開那個地方，直到阿姨到那

邊，那個鄰居才開始道歉，阿姨接受了他的道歉，就說：「要走你就走吧！」

這樣他才得以離開那個地方。 

還有一次是我哥哥搭乘計程車跟人發生衝突，而對方到村子裡來吃東

西，我哥哥跟對方（斗六地區的人）夾同一盤菜，對方在我哥哥夾菜的同時

對他所夾的菜念咒語，結果我哥哥吃了，脖子開始越來越緊，快不能呼吸，

於是我哥哥就趕快跑去找我阿姨，我阿姨就給他一杯水喝，喝了之後就好

了，真的是很神奇。
154 

據報導人 C言，會去當番婆鬼學巫術的人多半都是一些想要達到自己慾

望的人，他們學習巫術害己又害人。而且也說番婆鬼很難伺候，因為他們的

報復心很強。鎮上就有一個賣碗糕的阿婆就是番婆鬼，不過他已經沒有在賣

了，以前街上的人都很怕番鬼婆，愛蘭的人也很怕。我覺得當番婆鬼很恐怖，

                                                 
153 報導人 A：小潘 1981- 為巴宰族人，從事餐飲業（基立屋），現居於埔里愛蘭地區，於新生教

團埔里教會聚會。 
154 報導人 B：潘長老 1932- 為巴宰族人，早年居住於基隆，在基隆基督長老教會聚會並擔任長

老，油漆工程包商退休後回居故里，現居於埔里愛蘭地區，擔任新生教團埔里教會長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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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都不會死，活很久，就像巫婆，就是會痴呆，失智失能很難死，最後都

慘死。聽說有一個親戚學習番婆鬼巫術，有一次被人用刀所傷，結果就從傷

口開始腐爛、長蟲，拖了好久才死，當時他才三十出頭，也沒有留下子嗣。 

何以說番婆鬼還有學習巫術的人會害己害人呢？在愛蘭地區還存活著

一個女巫師，他年紀已經很大了而且還患有老年癡呆症，他的兒子都死於車

禍，還有兩個變了性，因此也沒有留下子嗣。所以學習番婆鬼與巫術的人通

常都是不得善終，亦禍延子孫的。
155 

然而使用巫術、學習巫術的人中，也有心地善良，專門替人解決疑難雜症，

替人治病的，這些幫助人的巫術是番婆鬼巫術中最令人稱道的。 

好的巫術有很多，例如： 

1、 止血符：在傷口流血時，摘下榕樹葉或綠色的葉子，口唸特定的咒語，

將葉子貼在傷口上，馬上可以止血。
156 

2、 化骨符：如果骨頭或魚刺哽在喉嚨，即端一杯水，口唸咒語，後將水喝

下，骨頭與魚刺就會軟化吞下肚子。 

3、 夫婦和好：夫婦吵架反目，可經由唸咒語使之和好，也可以利用唸咒語

的方式使自己喜歡的人也喜歡上自己。 

4、 收驚：用桃枝或榕枝及一杯水，一面唸咒語，一面用樹枝沾水彈向病人，

直到咒語唸完為止。 

5、 蛇符：在上山時先唸咒語，入山以後所看到的蛇都像在睡眠一樣一動也

不動，不會咬人。 

6、 尋找失物：用一個小葫蘆放在水缸上，口唸咒語同時也唸村中某些人的

名字。巫術進行中小葫蘆會在水中不停搖動，當小葫蘆停止時所唸的人名，便是

偷走失物的人，同時也可以看到此人的面貌浮現在水中。 

                                                 
155 報導人 C：大伯公 1924-2003 為巴宰族人，曾任愛蘭基督長老教會長老，木工師傅退休，由

於此人已過世，資料引自於報導人 A 大學時期宗教學概論課程的期中報告，〈宗教學概論田野調

查報告書---平埔族之番婆鬼及番太祖〉。 
156 在漢人信仰體系中，「符」所指的是漢人寫在紙上的文字，而在巴宰族的信仰體系裡，當地人

將各個巫術給予特定的名稱，雖然名稱為某某符，但實際在執行上並沒有在紙上寫文字，而是以

口念咒語來執行巫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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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人 C言：在替人治病的時候，他們會口中唸著咒語，在病人的身邊

揮動著竹葉，以驅除病魔；因為族人相信疾病的產生是惡魔作祟的結果。 

報導人 B 言：我的奶奶和一位阿姨都有學過巫術，學巫術的人都要起

誓：一輩子會很窮、會沒有子孫、也會瞎眼；可是我的奶奶跟阿姨都沒有，

因為他們都是行好的巫術。例如有人被魚骨頭刺到，他們就用化骨符把骨頭

化掉，也有夫妻吵架他們就會用符咒讓夫妻和好。 

我年輕的時候有一次在阿姨家裡，就碰到一位母親來請我阿姨幫忙，她

說她的兒子在大陸愛上一個女孩子在跟她交往，她希望我阿姨用符咒讓她的

兒子可以離開那個女孩子，於是我阿姨就請那位母親準備吃的東西，我阿姨

便對那樣東念符咒，唸完後便請那位母親拿回去給她的兒子吃。 

報導人 H言：巫術在現今巴宰族社會中仍然有人會使用，最常見的就是

化骨符。如果骨頭或魚刺哽在喉嚨，即端一杯水，口唸咒語，後將水喝下，

骨頭與魚刺就會軟化吞下肚子。然而在改信基督教以後就很少使用巫術了，

儘管是救人的巫術也很少使用。我爸不再使用巫術主要有兩個原因：1、咒

語中含有許多神祇的名字；2、使用巫術時，要口唸咒語，每次唸一唸我家

就有人遭殃，最後一次施巫術時，我爸爸自己有講，他說唸過之後自己就覺

得家裡一定有人會不平安，那一次就是過年，有人除夕夜吃魚噎到，就跑來

我家找我爸爸，我爸爸就幫他唸一唸，隔天早上我哥哥就被大門撞倒，流了

很多血。我爸說都會有不平安的事情發生，所以我爸就從此不用巫術，因為

他試了好幾次了。
157 

 

（三）、巴宰之過年慶典儀式 

每年的農曆十一月十五日就是巴宰族人的過年節日，十一月十日當天傍晚，

村中的頭人就獨自一人前往青年會所向祖先祭拜。祭拜時必須準備酒、糯米飯、

鹹鹿肉等，向祖先祈求在慶祝的期間不要讓生番來擾亂儀式、奪取食物或殘害族

人，使慶典儀式能夠順利完成。 

                                                 
157 報導人 H：潘先生 1967- 為巴宰族人，從事房地產仲介，現居於埔里愛蘭地區，曾任愛蘭基

督長老教會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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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二日當天，每一戶人家都要製作包仔粿。十一月十三日，全村的男

人，尤其是老年男性都要前往河中捕捉「大魚」（實際上都只是捕捉一兩寸長的

小魚而已）。將捕捉回來的魚放在石頭上晒乾，如果遇到下雨則使用火來烤乾。

待魚乾後，用朴葉四葉合包一條魚，要包幾包乃視家中男性成員數量而定，然後

將魚掛在樹上。第二天的晚上村人再將掛在樹上的魚裝在籠子裡沿路跑回並同時

高喊 laso laso hiu! laso laso hiu!「呼請祖先」。 

當天晚上村人把大魚掛在各家的屋簷底下，親朋好友圍在一起喝酒，並言今

年捕捉到的魚比去年還要大。隔天黎明前，每戶人家的男性便將包好的魚拿到門

外送給祖先。由一家之主開始，再由兄長而弟弟，依照長幼的次序丟送大魚，並

同時高喊「祖先們來拿大魚吧！我們要丟送大魚了，來拿吧！」 

十一月十五日清晨送完大魚的儀式，接著就是牽田、走鏢的儀式。在送完大

魚以後，村人便往會所集合參加或觀看賽跑比賽。在此儀式中，頭人要事先準備

七尺、六尺、五尺不等的布旗結在竹竿上作為比賽冠軍、亞軍、季軍的標幟。頭

人也必須事先安排好賽程，在賽程中必須設立兩三個籤站，每位參賽的人在經過

每一個籤站的同時均須領取事先準備好的標籤（用樹葉或紙條製作之標籤）做為

抵達某籤站的證據。在走鏢競賽中拿到頭旗獲得冠軍的人會受到村人英雄式的歡

迎，並可領回旗標插在家門口以做為英雄的象徵。 

走鏢是一種所有村中男性均可自由參加的活動，當天大家集合於會所，要參

加的人上前排列，由頭人講解路線與賽程，以銅鑼三響作為出發訊號。拿到頭旗

的人按例都要準備食物、酒等，拿到會所與村人共飲。
158走鏢的當晚全村的人都

集合在會所，會所中央升一火堆，大家圍坐，由頭人、長老講述部落祖先的事蹟，

並一面唱歌、喝酒、跳舞。 

十一月十六日，村人在當天晚上仍然集合在會所，唱歌、聽故事、喝酒。 

十一月十七日是為慶典的最後一天。村中婦女於早上將糯米裝至桶中帶到會

所，用水將糯米洗乾淨、泡軟，至中午時刻將泡軟的糯米帶回家中蒸熟。吃過飯

後又將蒸熟的糯米、杵臼、容器一併攜帶到會所。將蒸熟的糯米用杵臼搗成糕。

                                                 
158 另說，當天晚上，族人們攜幼扶老到走鏢勝利者的家中參加「慶功宴」，由親友敲鑼下大家

去「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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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每一戶人家的每一個成員都需要參與這項搗樁的工作，如果是嬰兒無法杵

搗，則由大人拿嬰兒的衣服放在杵上代為杵搗，並喊說：「是小孩在杵搗糕呀！」 

杵搗糕的動作完成以後，村人便休息或唱歌，直到頭人宣布分糕，即將整塊

杵打好的糕分切成數小塊。分割好糕以後，頭人便再宣布交換糕，村人便互相交

換糕。最後每一位村人不分男女老少都走到頭人面前，由頭人手沾生米漿在每個

人的額頭上畫一道，做為祝福，也表示圓滿，當天晚上一樣在會所唱歌、喝酒、

聽故事即結束過年的慶典。
159 

由上述巴宰族人的過年慶典儀式可知道，這一年一度的慶典活動對巴宰族人

來說是相當重要的。它不只是族人一年一度的狂歡，從慶典開始前的準備工作、

捕捉大魚、賽跑、圍坐在會所聽頭人、長老述說祖先的故事與英勇事蹟，這些都

是傳承巴宰族人文化重要的一環，也是凝聚族人向心力不可或缺的。 

然隨著漢人文化的介入，巴宰族人早在五十年前就停止這類的慶典活動，
160

直到一九九○年代末期，神岡大社、苗栗鯉魚潭、埔里愛蘭三地區的族親及南投

埔里地區的教會對於保存巴宰族文化不遺餘力，重現了「牽田」、「走鏢」與「銅

鑼舞」的過年慶典儀式，只是它的過程大不如早先完整而豐富了。 

現今巴宰族的過年慶典儀式已經不像以往，其儀式中省略了過往的事前準備

工作，族人也不再抓魚，更沒有杵搗糕的動作了。現今「牽田」、「走鏢」與「銅

鑼舞」是巴宰族人在過新年中最重要的傳統儀式。以往在白天有「走鏢」的活動

尋找出族裡的勇士，夜晚則在冠軍的家中通宵達旦舉行「牽田」；現今則是象徵

性的舉辦傳統儀式，「牽田」活動也僅維持一小段時間，已經沒有通宵達旦的狀

況了。 

「牽田」是巴宰族的年祭或頌祖祭，是尋根和緬懷祖先們的儀式。「牽田」

都是在走鏢冠軍者的家中舉行，此舉除了與冠軍者同樂慶祝他的冠軍以外，主要

                                                 
159 洪秀桂，〈南投巴宰海人的宗教信仰〉，《國立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 22 期，1973 年 6

月，頁 445-509。劉還月，《尋訪台灣平埔族》，台北：常民文化，1995 年，頁 256~259。 
160 衛惠林教授在其《埔里巴宰七社志》中提到：「巴宰族各部落據清代文獻及我們在五十八年調

查時從七八十歲的同族耆老都報導，直到二、三十年前都還保持著在農曆十一月十五日過年祭祖

的民族習俗（俗稱番仔過年）。」以此田野調查記錄來推算，巴宰族的過年慶典儀式大約已經停

止舉行 50 多年了。衛惠林，《埔里巴宰七社志》，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 年，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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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在於“ayian＂的唱歌與跳舞，藉此傳訴族人的歷史文化，並告知年輕人要

聽從祖先的教導，隨時警惕自己為善。 

   （圖十八） 

※ 資料來源：賴貫一、程士毅，《阿霧安人的話語和腳蹤》，南投：台灣打里摺文化協會，

2006 年，頁 57。               

「走鏢」的主要意義與目的是在鍛鍊強健的體魄，堅忍的體力與耐力，以及

團隊的精神，以保衛家園；並且也是英雄與光榮的象徵。「走鏢」類似現代的馬

拉松賽跑，不同在於它必須由起點跑到指定的地點，拿取象徵性的物件之後再跑

回起點，並且需要搶鏢旗，奪得頭旗的就是冠軍，比賽也必須憑銅鑼聲響才可以

開跑，早期的走鏢還有包括涉水、游泳。 



第四章 宗教信仰之變遷（一）  95 
 

    

 95

      （圖十九） 

※ 資料來源：賴貫一編，《台灣土龍傳奇》，南投：台灣打里摺文化協會，2003 年，頁 89。 

「銅鑼舞」是巴宰族人促進族人團結和諧的一個儀式，「銅鑼舞」通常在巴

宰族人過新年，或者是族人上山狩獵，有獵到好的獵物、豐收的時候，返回村莊

時，族人開心迎接時才有的活動，藉由「銅鑼舞」告知族人一同來跳銅鑼舞慶祝

並分享獵物。跳「銅鑼舞」時必須由一個領導人手拿銅鑼帶頭敲打，其他族人跟

在後面跳舞。 

（圖二十）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1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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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末平埔文化復振運動下的「牽田、走鏢、銅鑼舞」活動：161 

1.日期：每年農曆十一月十五日。 

2.祭儀流程： 

(1)下午兩點左右，由族中的長老輪流以母語致詞，說明過去新年的牽田走

鏢、唱“ayian＂之歌，都是為了紀念祖先，現在再次舉辦，希望年輕人不要忘記

自己的根。 

(2)舉行儀式，贈送頭人象徵權力威嚴的木刻佩刀。 

(3)依照古禮邀請日月潭邵族長老參加活動並接受饋贈。
162 

(4)「銅鑼舞」正式宣佈新年的到來：傳言以前過年前都會有人手持銅鑼沿著

大街小巷敲打，告訴族人新年來了。二十世紀末的巴宰族牽田、走鏢活動中，另

有一群穿著傳統服飾的婦女表演「銅鑼舞」。 

(5)大約下午三點半進行「走鏢」活動。 

(6)結合傳統與現代的趣味競賽：如射箭、傳統圖案編織、揹山豬、抓大魚、

剖甘蔗等等。 

(7)傍晚時分，牽田唱“ayian＂之歌：“ayian＂是巴宰族人紀念祖先的歌謠。 

跟其他原住民一樣，巴宰族也是一個很會跳舞與唱歌的民族，常常用歌聲來

表達他們心中的情緒，歌聲的傳達也有不一樣的意義，開心的時候唱“ayian＂，

難過悲傷的時候也唱“ayian＂，也高興新年的時候族親大家聚集在一起，所以在

過年一定會唱“ayian＂。從二 OO 三年起，巴宰族開始重現他們的文化，在每年

巴宰過年時都會舉行新年慶典儀式。二 OO 七年十一月十日，分佈在台灣苗栗鯉

                                                 
161 早期各社部落都會自行舉辦過年活動，其中最具特色最為人知的就是「牽田、走鏢」，「牽

田、走鏢」在巴宰族的過年是非常重要的儀式。「走鏢」類似馬拉松越野賽跑，在岸裡社的走鏢

活動中，參與「走鏢」的年輕人必須從岸裡社跑到現今的大肚山，繞一圈之後再跑回岸裡，能夠

完成這項任務的年輕人，即通過成年禮的考驗。現今的「走鏢」儀式為因應時代的變遷已經與以

往有所不同了。「牽田」則是為走鏢勝利的人慶祝，唱＂ayan＂歌曲，通霄達旦，跳舞狂歡。 
162 這段歷史是源自於清嘉慶十九年（十九世紀初期），當時漢人郭百年等人強行入墾水沙連地

區，當地的埔社社民受到波及，幾乎全社覆沒，為了自保，擬邀請平埔族人入埔壯大聲勢，後來

邵族頭目居中協調，居住在中部地區，生活同樣面臨漢人入墾威脅的五個平埔族（包括巴宰族）

於是遷往埔里。這些年平埔族人為了感念邵族頭目的幫忙，每年新年都會邀請邵族人前來同歡並

致贈土產。參本文第三章第四節-巴宰族群遷移埔里-「思保全招派開墾永耕字」與「望安招墾永

耕字」；與賴貫一編，《台灣土龍傳奇》，南投：台灣打里摺文化協會，2003 年，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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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潭、神岡大社、埔里愛蘭等三地的巴宰族人，又再一次一如往常在苗栗縣三義

鄉鯉魚國民小學舉辦了『2007 年巴宰族過新年民族文化與藝術暨古文物展示活

動』，其中包括動態的「牽田」、「走鏢」、「銅鑼舞」以外，還有靜態的古文物展

示。活動一開始是由「銅鑼舞」的展現開始，用來告知大家要過新年了，一連串

的活動要開始了，唱“ayian＂快樂迎接新年的到來。 

接著「走鏢」活動也跟著開始，族裡的年輕人集合報到，等待銅鑼聲響起而

開跑；在「走鏢」活動進行的同時，也有許多歌舞的表演，包括住在鄰近地區的

其他族群，如：道卡斯、賽夏等都來參與，也做了表演。但由於現在的儀式展演

已不如從前，省略了許多細節，故整體而言，活動由「銅鑼舞」開始，由「牽田」

結束，在巴宰族的儀式部分，就是以「牽田」、「走鏢」、「銅鑼舞」為主要的

重點。 

 

二、張達京之漢人信仰 

清政府領台以來，巴宰族人漸漸受到漢文化的影響，除了在日常生活上由游

牧、漁獵生活漸次轉變為農耕定居生活外，巴宰族人也接受漢人的民間信仰。早

期潘家在未改信基督教以前，亦曾斥資鉅額舉辦跨村莊的作醮法會，除此之外也

組織神明會信仰。在岸裡大社村除了岸興宮土地祠供奉福德正神之外，居民也祭

拜媽祖。今神岡鄉社口村萬興宮供奉之媽祖，即是敦仔之子潘士興由大陸迎回

的，並與張達京合建廟宇祭拜之。往昔豐原慈濟宮信徒多來社口刈香，現今由於

萬興宮的重要性已大不如前，豐原慈濟宮之信徒都轉往今大甲刈香。 

 

（一）、萬興宮 

社口萬興宮位於今神岡鄉社南村中山路 551 巷 46 號，近豐原交流道，其建

於 1733 年（雍正十一年），迄今將近三百年，歷史悠久。1731 年（雍正九年）

大甲西社番亂，總土官潘敦仔率其子士萬、士興及其女婿張達京，統領壯丁剷平

番亂有功，於 1733 年（雍正十一年）張達京率士萬、士興上京受賞，蒙賜蟒袍

（現存張氏家族），返台時感於聖母恩澤，特赴湄洲天后宮恭請天上聖母神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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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祀於瓦窯腳（困籌建廟宇需琉璃瓦、磚料等，特建窯燒瓦，故稱瓦窯腳），後

因地理環境欠佳，移廟現址。 

 （圖二十一）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1 月 19 日。 

萬興宮於 1992 年（民國八十一年）重建落成，其重建落成碑文記載： 

社口迺曩昔岸裡大社之出入口，漢人入墾後又稱為「萬興荘」，蓋因本

宮而得名也。相傳：本宮肇建於 1733 年（雍正十一年），溯自 1731 年（雍

正九年）間，以大甲西社為首，聯合附近數社倡亂，當其時，岸裡社總通事

張達京偕同土官潘敦仔，率社眾敉平有功，赴京受賞，回程並恭請湄洲聖母

香火返里，遂立廟奉祀焉，近三百年來，本宮尚有「皇恩特授功加副府張達

京長生祿位」，迨今血食人間，蘋藻永荐。 

日人据台後，於 1920 年（民國九年），特蒙台灣總督府許可改築，其

奈居諸不與，滄桑幾歷，而舊有廟宇受地方都市計畫之影響，日行侷促，至

若丹雘斑剝，亦不無有失莊嚴矣！復得村人倡議重建，1986 年（民國七十

五年）經本宮管理委員會集思廣益，以原有坐東向西廟身改建為坐西向東（坐

辛向乙兼酉卯），遂於翌年農曆十二月十九日午時動土，閱三年而克成，七

十九年九月十五日登龕安座，並涓吉於八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舉辦慶成祈

安三獻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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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興宮之由來有傳說是取士萬、士興兩人名字而來，亦有緣說是因社口昔為

岸裡大社之出入口，漢人入墾後稱此地為「萬興莊」而得名。萬興宮供奉之「老

三媽」，為當年張達京由福建莆田恭請來台，頭頂黃金鑄造鳳冠，持芴端坐，玉

顏慈祥，為「全台十二座湄洲媽祖」之一，
163目前保有 1831 年（道光十一年）木

製古香爐，陶製香爐一座，刻有「開台光緒庚寅年花月立」字樣，造型相當獨特。

164 

 （圖二十二）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1 月 19 日。 

萬興宮媽祖慈悲靈感、神威顯赫，早期豐原神岡地區之廟宇前來刈香聯誼或

由此求取香火分靈者不計其數。1958 年（民國四十七年）豐原地區前來結緣信眾

數千人，盛況空前，地方傳為美談，但現今萬興宮的重要性已大不如前了，取而

代之的是豐原的慈濟宮。 

現今萬興宮信徒來源主要是神岡鄉與豐原市的信徒，而以社口、社南兩村為

主要信徒來源。筆者於 2007 年 1 月與 2008 年 1 月分別前往萬興宮進行訪查，據

萬興宮游姓管理職員言，到廟裡祈求敬拜的信徒多半是求籤，亦有平安燈、光明

                                                 
163 萬興宮除奉祀正湄洲天上聖母（老三媽）外，另有一尊三尺高的「鎮宮媽」及，二媽祖、四

媽祖、五媽祖、六媽祖、註生娘娘、觀音佛祖、星斗星君、巧聖先師、荷葉先師、西秦王爺、福

德正神，二樓供奉玉皇大帝、三官大舌、太子元帥、神農大帝、關聖帝君、文昌帝君、開台聖王

等眾神尊，另奉有「皇恩特授功加副府張公諱達京長生祿位」牌。 
164 其正門匾額「萬興宮」墨瀋淋漓、筆力渾勁，係前清布政使楊草仙九十歲所書，另有懸匾「輔

聖庇民」係民國九年「保良局長」林振芳之孫林鍚銓所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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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安太歲、消災，中原普度等度讚酬謝平安之祭典，而這也是信徒前往祭拜的

重點。游姓職員言： 

萬興宮年度最大的祭典即是「媽祖聖誕」（農曆 3 月 23 日），當天會

舉行媽祖繞境，繞境以神岡鄉社口、社南之大街小巷為其主要行走路線，另

外亦包括三角村的三社路，三角村行走的路線比較短，就只有三社路，只有

社口、社南兩村有走完全程。
165 

媽祖繞境時會有神轎、陣頭等，而當天從事儀式進行及神職工作的人員亦來

自全台各地，主要是義務服務，由萬興宮祭典組的人員通知而參與祭典，並不是

全由當地的居民擔任，寺廟的香火也是來自全省各地。 

筆者於 2008 年 1 月 23 日與 24 日兩天到萬興宮進行訪問，主要的所得是 23

日由游姓職員所得的訊息，然而由於筆者對民間信仰的專業用語較不熟悉，故在

訪問過程中較難深入探討。而較可惜的是，據當地居民及萬興宮管理職員所言：

「已經沒有平埔族信徒在信仰媽祖了！」關於是否真的沒有平埔族信徒，筆者抱

持懷疑的態度，主要是因為萬興宮管理人員說，沒有人會自己說他是平埔族，而

廟方也沒有根據種族的不同來作信徒名冊，故在這方面則有待商榷，也期望後續

的研究能補足這方面的不足。 

 

（二）、岸興宮 

岸興宮位於大社村舊城門南門外，今神岡鄉大社村豐社 1 街 43 號旁，祀奉

福德正神（土地公）。      依照岸興宮碑文所載，其係雍正年間土官敦仔與通事張達

京所合建。在大社村巴宰族人尚未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前，是為大社村的村廟，為

居民的信仰中心。      1871 年（同治十年）族人全體改信基督教後，基督教信仰遂取

代岸興宮成為族人的信仰與日常聚會中心，而漢人也因此成為土地公信仰的主要

成員。 

                                                 
165 萬興宮游姓管理職員，1962 年-社口人；劉姓婦女，1970 年-社口人，為家庭主婦，兩位皆言，

到廟宇求籤的信眾比較多，主要是求平安，劉姓婦女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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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三）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1 月 19 日。 

有關於岸興宮的現況筆者經由詹素娟老師的介紹，原本企圖與當地的文史工

作者王先生接洽，但由於聯絡不上，筆者則於 2008 年 1 月 23~25 日連續三天自

行前往訪查，期望得到相關的訊息，然較可惜的是當地的居民似乎不太願意接受

訪問。第一天筆者到岸興宮，或許也因為是冬天加上寒流來襲，故廟口沒有一個

人，只有一位在維護岸興宮整潔的先生，於是筆者上前詢問，可惜的是這位先生，

對於筆者的詢問，都以不知道回答，而岸興宮附近的門戶，又都鐵門深鎖，於是

筆者決定隔天再行訪問。 

第二天筆者在岸興宮口，詢問到一位老人，他仍然以不知道來回答所有問

題，但從這位老人筆者得到一個線索，這位老人告知筆者，岸興宮旁的金紙販賣

商店即是廟公的居所，於是筆者即刻前往尋訪，期望得到有利的資訊，然期望仍

然落空，店裡的小姐回絕筆者的訪問，並多次重複言：「這間廟沒有廟公，我不

知道廟公在哪裡！」第三天筆者則決定以岸興宮為中心點，向周圍的住家進行訪

問，仍然無功而返，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關於岸興宮的現況由筆者的尋訪得知，

仍然是有信徒在祭拜，但從信徒的身上所得知訊息則是求平安，或是從小到大都

在祭拜於是就前來祭拜了，至於筆者想要較深入瞭解岸興宮的運作，與是否有平

埔族的信徒在祭拜則無從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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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石神祠 

石神祠附屬於萬興宮，由萬興宮管理委員會所管理。
166其位於神岡鄉萬興宮

後方佳音幼稚園旁，祀奉石頭公。依照其碑文載： 

清廷授功加副府張公達京年十九歲由廣東省潮州府渡台，初住岸裡社，

某夜發現在社口溝際有毫光沖天，翌日率其弟達標下水探覓，發現石頭如人

形之像，即扶起岸上受眾人奉拜，有求必應，遂建祠奉之，時康熙四十年。

神威顯赫，小孩喧擾均與石頭公為誼子者，求靈錢懸掛胸前均健康平安無不

應驗，而以每年八月中秋為石頭公誕辰，屆時祭典極盛，除誼子外，各遠近

鄉鎮善信男女，虔誠中秋月餅菓品等奉敬酧謝，同時換靈錢新線，參拜信者

絡繹不絕，迄現香火鼎盛合境平安。 

  （圖二十四）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1 月 19 日。 

                                                 
166 此點由萬興宮廟宇簡介所載及石神祠外碑文所記可知，萬興宮廟宇簡介中提到：「本宮另有

一座『石頭公廟』，廟內有一座狀似人身的大石頭，俗稱『石頭公』。相傳康熙四十年張達京夜

宿岸裡社，發現社口溝豪光隱現．偕其兄達朝、弟達標，下水尋覓獲一人形石頭，乃建祠祀之，

無不神威顯赫，有求必應。凡有孩子啼哭不安，到此求靈錢懸掛胸前，請為石頭公義子，即可順

利養育。每年中秋節為石頭公誕，靈石誼子皆回來更換靈錢新線，敬備月餅答謝，參拜者絡繹不

絕，盛況異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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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五）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1 月 19 日。 

此石神祠除主祠內供奉石頭公外，其祠外右側空地另造有一座石頭公大像，

其碑文載： 

石神公祠由張公達京首建於康熙四十年間，神威顯赫已勒另碑，民國六

十四年農曆拾月初七日祠內外香炉，白晝由炉底無故發炉，火勢炎盛，村民

發現走相奔告，經仕紳、委員虔誠焚香膜拜、禱告神筈昭永何兆惟禱告數條

均未俯允，仕紳、委員、信徒等俱束手無策，旋見喜雀群集環飛於大像神跡

高□二、三丈處，仕紳靈機一動，再向石神供求示，可是要塑造大像受萬民

瞻仰虔敬廣招誼子、藉佑國泰民安五穀豐登，禱畢神筈連續聖筈，群鳥旋即

喜鳴飛散，据此隨即舉開管理委員會，經全體委員決議籌造一丈四尺八寸高

大神像，永垂不朽，信徒群策群力於焉建成合境平安，朝野歡樂謹誌。 

 社口萬興宮管理委員會 

……略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歲次丙辰梅月吉旦 

    關於石神祠的現況，經由筆者於 2008 年 1 月前往訪問的結果得知，當地居

民及前來祭拜的信徒所言大致上與石神祠旁碑文所載的功能差不多，信徒主要來

自台灣各地，大部分的信徒會來祈求平安符，祈求石頭公照顧嬰兒，而以農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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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 日中秋節同時為石頭公的生日，並舉行慶典。 

  （圖二十六） 

※ 資料來源：筆者自攝。2007 年 1 月 19 日。 

 

（四）、作醮法會與神明會 

    1808 年（嘉慶 13 年）正月 19 日，潘家以家族公號“潘萬興＂名義，召集岸

裡大社下九大社群，在總通事公館的門首結壇設廠，舉辦一場為期三天的作醮法

會。這次的法會由擔任總通事的潘家長房潘進文擔任“總榜首＂兼“主會＂，次

房潘士興擔任“主壇＂，其餘的重要職務則由各部落之精英來擔任。此作醮法會

中的所有職銜與遊行旗幟都是仿照漢人社會的作醮形式，差別在於出任者不是地

方耆老或者族長鄉紳，取而代之的是岸裡社群下的各部落代表。遊行的隊伍由一

名路引帶領，依次為鑼鼓、紘板組成的樂隊、專人手持成對之旗牌，帶領社人繞

行岸裡大社下所屬的各個聚落。從作醮法會的繞境遊行，岸裡社群不僅展現了他

們的勢力範圍，也透露出熟番社會早已接納漢人的神明成為自己信仰的一部份

了，其目的主要仍然是求超渡鬼神，祈求地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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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繞境結束後，在二月初九至十一日，旋即再舉辦一樣為期三天的太平清醮水

路燈會，以叩許下界諸神。這其間白天舉辦法會儀式，晚上則在社口公館附近搭

蓋戲臺，招請大小戲班輪流唱戲，娛樂眾神與村民。除了跨村莊的作醮法會與太

平清醮水路燈會外，潘家平時則以合股集資的方式，組織媽祖會和土地公等各種

神明會信仰，今位於神岡社口的萬興宮便是潘家祭祀媽祖的神壇。藉由連結跨宗

族、跨村莊的鄉親情誼，透過信仰組織與祭典展現其在地方的領導地位與鄉親的

凝聚力。167 

                                                 
167 作醮或建醮是一種道教祭神儀式，主要在祭祀各種天神、地祇和在地土地公、城隍神等守護

神，目的則是驅逐或超度危害當地的瘟神、厲鬼、疾病或社會問題。不管是清代或現代，作醮都

是地方上的大事，需要每位庄民出錢出力，尤其能夠被神明選拔充當“爐主＂，主持法會大典，

更是莫大的榮耀。參陳秋坤，〈潘頭家祭祖：清代臺灣富有熟番地主家族的家居和社會生活，

1786-1825〉，發表於中研院台所主辦「族群、歷史與地域社會」學術研討會，2007 年 12 月 20-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