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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表1：北宋時期全國祠祀封賜統計(960-1127) 

帝號 年號 次數 帝號 年號 次數 帝號 年號 次數 

太祖 建隆(960-963) 0 仁宗 天聖(1023-1032) 2 哲宗 元祐(1086-1094) 20 

太祖 乾德(963-968) 0  明道(1032-1034) 0  紹聖(1094-1098) 9 

太祖 開寶(968-976) 4  景祐(1034-1038) 2  元符(1098-1101) 24 

太宗 太平興國 
(976-984) 1  寶元(1038-1040) 0 徽宗

建中靖國 
(1101-1102) 8 

 雍熙(984-988) 0  康定(1040-1041) 5  崇寧(1102-1107) 290 

 端拱(988-990) 0  慶曆(1041-1049) 4  大觀(1107-1111) 171 

 淳化(990-995) 0  皇祐(1049-1054) 2  政和(1111-1118) 197 

 至道(995-998) 0  至和(1054-1056) 1  重和(1118-1119) 2 

真宗 咸平(998-1004) 3  嘉祐(1056-1064) 6  宣和(1119-1126) 83 

 景德(1004-1008) 3 英宗 治平(1064-1068) 1 欽宗 靖康(1126-1127) 2 

 大中祥符 
(1008-1017) 17 神宗 熙寧(1068-1078) 70    

 天禧(1017-1022) 2  元豐(1078-1086) 79    

 乾興(1022-1023) 0       

總計  1008       

本表依(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0-21製成。 

表2：南宋時期全國祠祀封賜統計(1127-1279) 

帝號 年號 次數 帝號 年號 次數 

高宗 建炎(1127-1131) 34 理宗 寶慶(1225-1228) 0 

 紹興(1131-1163) 551  紹定(1228-1234) 0 

孝宗 隆興(1163-1165) 56  端平(1234-1237) 0 

 乾道(1165-1174) 186  嘉熙(1237-1241) 0 

 淳熙(1174-1190) 116  淳祐(1241-12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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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 紹熙(1190-1195) 10  寶祐(1253-1259) 0 

寧宗 慶元(1195-1201) 44  開慶(1259-1260) 0 

 嘉泰(1201-1205) 9  景定(1260-1265) 0 

 開禧(1205-1208) 28 度宗 咸淳(1265-1275) 0 

 嘉定(1208-1225) 134 恭宗 德祐(1275-1276) 0 

   端宗 景炎(1276-1278) 0 

   昺帝 祥興(1278-1279) 0 

總計  1168    

本表依(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0-21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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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宋代福州諸縣祠祀 

(一) 閩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九仙安境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龜靈 靈物 土神 顯靈 v 

五通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五通神 靈物 外神 顯靈 唐 

水西大王廟 閩書 靈祀志 王潮 軍人 土神 其他 五代 
弘仁普濟天妃

宮 八閩通志 祠廟 林愿季

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宋 

竹林通應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v 

周將軍祠 同治福建通志 壇廟 周武 軍人 土神 護境 唐 

忠懿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王審知 先王 土神 帝王 五代 

東嶽行宮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泰山 自然神 外神 其他 五代 
武烈英護鎮閩

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騶無諸 先王 土神 帝王 漢 

武勝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陳九郎 軍人 土神 其他 五代 

河伯保勝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保安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威勝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威靖廣威通濟

王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林浦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昭格廟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長沙王 先王 外神 其他 宋 

洪恩靈濟宮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徐氏兄

弟 軍人 土神 護境 五代 

祠山祠 八閩通志 祠廟 張渤 平民 外神 顯靈 v 

常公祠◎ 同治福建通志 壇廟 常衮 官宦 土神 名宦 唐 

敕封烈威祖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陳氏兄

弟 平民 土神 顯靈 五代 

惠民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善溪冲濟廣應

靈顯孚佑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閩越王

郢第三

子 
先王 土神 顯靈 漢 

資利成寶靈應

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道南祠◎ 萬曆福州府志( )Ⅰ  祀典 楊龜山

等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榷務廟 萬曆福州府志( )Ⅰ  祀典 張睦 官宦 土神 名宦 五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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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瞻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應聖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鎮武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鎮寧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顯應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陳礹 官宦 土神 顯靈 唐 

靈澤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五代 

靈顯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劉行全

三兄弟 軍人 土神 護境 唐 

漢閩越王祖廟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閩越王

騶無諸 先王 土神 帝王 漢 

阮公祠◎ 乾隆福州府志 祠廟 阮彌之 官宦 土神 名宦 南朝 

(二)侯官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七賢祠 萬曆福州府志(Ⅱ) 祀典三祠廟

上 
王忠謁

等 平民 外神 護境 五代 

天后宮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林愿季

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司徒陳公墓祠◎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陳巖 官宦 土神 名宦 唐 

四仙祠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徐登等 平民 土神 其他 v 

朱子祠◎ 同治福建通志 壇廟 朱熹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東臺廟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其他 土神 顯靈 五代 

林公祠◎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林慎思 官宦 土神 名宦 v 

金崎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金鏁 靈物 土神 其他 晉 

剛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周朴 平民 土神 忠節 唐 

效節護君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天王寺

土地 其他 土神 顯靈 v 

惠安明應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陳隱士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順懿宮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陳昌女 平民 土神 顯靈 v 

溪源宮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張道陵 道教 外神 顯靈 v 

福頂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唐 
閩山廣利威顯侯

廟 八閩通志 祠廟 卓祐之 官宦 土神 顯靈 宋 

龍嶺王廟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螺女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螺女 靈物 土神 其他 v 

古靈祠◎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陳襄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拙齋祠◎ 萬曆福州府志( )Ⅰ  祀典 林之奇

呂祖謙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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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懷安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天王堂 八閩通志 祠廟 毗沙門

天 佛教 外神 顯靈 唐 

北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劉行全 軍人 土神 其他 唐 

石頭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石頭 靈物 土神 顯靈 漢 

利澤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宋 

明德贊福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閩越王

郢 先王 土神 帝王 漢 

城隍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周苛 官宦 外神 忠節 晉 

昭利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陳巖長

子延晦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振遠安福行祠 八閩通志 祠廟 北鎮之

神 其他 土神 顯靈 宋 

桃源廟 八閩通志 祠廟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善應廟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張德清 平民 土神 顯靈 v 

龍跡山廣施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宋 

鍾山肅安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鍾山寺

土神 佛教 土神 其他 五代 

嚴公廟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嚴勝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顯靈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林僾父

子 平民 土神 護境 宋 

(四)古田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下坊龍王廟 萬曆古田縣志 祠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不明 

上坊龍王廟 萬曆古田縣志 祠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不明 

水口孚應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劉疆弟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唐 

安邑廟 萬曆古田縣志 祠廟 林溢、林

希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宋 

百漈龍王廟 萬曆古田縣志 祠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不明 

東嶽廟 乾隆古田縣志 壇廟 泰山 自然神 外神 其他 不明 

城隍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劉疆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宋 

順懿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陳昌女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寧境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劉疆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唐 

廣惠惠應行祠 八閩通志 祠廟  其他 土神 顯靈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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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應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黃師蓋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靈源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v 

靈應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李堪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臨水夫人廟 萬曆古田縣志 寺觀 陳昌女 平民 土神 顯靈 不明 

拓主倪公廟 萬曆古田縣志 寺觀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不明 

北臺廟 萬曆古田縣志 寺觀  其他 不明 其他 宋 

五顯殿 萬曆古田縣志 寺觀  靈物 外神 顯靈 不明 

五顯廟 萬曆古田縣志 寺觀  靈物 外神 顯靈 不明 

順懿廟 萬曆古田縣志 寺觀 陳昌女 平民 土神 顯靈 不明 

(五)長樂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三賢祠◎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朱熹 
劉砥 
劉礪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中宮祠 弘治長樂縣志 祠廟 土穀之

神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五顯祠 弘治長樂縣志 祠廟 五通神 靈物 外神 顯靈 不明 

元明廟 弘治長樂縣志 祠廟 龜神 靈物 土神 其他 五代 

白田濟舟廟 弘治長樂縣志 祠廟 水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五代 

白馬王廟 同治長樂縣志 祠祀-里祀 
閩越王

郢第三

子 
先王 土神 顯靈 漢 

林公祠◎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林慎思 官宦 土神 忠節 唐 

金吾祖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林通玄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南山廟 同治長樂縣志 祠祀-里祀 社稷神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城隍廟 弘治長樂縣志 祠廟 周苛 官宦 土神 其他 宋 

祈雨祠 崇禎長樂縣志 祀典誌-壇
壝  其他 土神 顯靈 宋 

英烈廟 同治長樂縣志 祠祀-里祀 雷海清 軍人 土神 忠節 唐 

桂林祠 崇禎長樂縣志 祀典誌-壇
壝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高隍廟 弘治長樂縣志 祠廟 高將軍 軍人 外神 其他 宋 

通津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其他 土神 顯靈 五代 

通濟祠 崇禎長樂縣志 祀典誌-壇
壝  其他 土神 顯靈 唐 

通濟廟 崇禎長樂縣志 祀典誌-壇
壝 林浦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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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坑靈感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郭子儀 軍人 外神 忠節 唐 

植柱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靈物 土神 顯靈 唐 

楊公祠◎ 崇禎長樂縣志 祀典誌-壇
壝 楊夢斗 官宦 土神 忠節 宋 

毓麟宮 同治長樂縣志 祠祀-里祀 陳昌女 平民 土神 顯靈 不明 

瑞溝行祠 崇禎長樂縣志 祀典誌-壇
壝 

莆田縣

法曹 官宦 外神 其他 宋 

舊城隍廟 弘治長樂縣志 祠廟 周苛 官宦 外神 忠節 宋 

顯濟廟 弘治長樂縣志 祠廟  其他 土神 顯靈 宋 

靈通王廟 崇禎長樂縣志 祀典誌-壇
壝 

陳通兄

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嚴長者光廟 同治長樂縣志 祠祀-里祀 嚴光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唐 

思德堂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林鶠 官宦 土神 名宦 唐 

(六)連江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下演廟 嘉慶連江縣志 祠廟 楊氏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大小亭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黃助兄

弟二人 平民 外神 顯靈 晉 

五通行祠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五通神 靈物 外神 顯靈 宋 

靈順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五通

神、廣平
靈物 外神 顯靈 宋 

佑聖宮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真武 道教 外神 其他 宋 

東獄廟 八閩通志 祠廟 泰山 自然神 外神 其他 宋 

城隍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連江縣

城隍之

神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昭利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陳巖長

子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英顯廟 八閩通志 祠廟 蕭孔沖 佛教 外神 顯靈 五代 

祠山行祠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張渤 平民 外神 顯靈 宋 

惠應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黃季 官宦 土神 顯靈 宋 

溫麻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吳李二

太尉 官宦 土神 名宦 晉 

劉鞠二公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劉逵、鞠

仲謀 官宦 土神 名宦 唐 

臨水行祠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陳昌女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爐烽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廨-祠廟 杜三郎 其他 外神 其他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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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勇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黃忠肅 軍人 土神 護境 宋 

靈津侯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石頭 靈物 土神 顯靈 唐 

靈祐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黃氏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靈尊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鄭璋 軍人 土神 護境 唐 

靈惠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黃裳 軍人 土神 忠節 宋 

靈溪廟 嘉慶連江縣志 壇壝祠廟 閩越王

郢三子 先王 土神 顯靈 宋 

靈應廟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其他 土神 顯靈 唐 

靈顯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黃孟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七)永福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年代 

陳十五真官廟 乾隆永福縣志 壇廟 陳雅推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東嶽宮 乾隆永福縣志 壇廟 泰山 自然神 外神 其他 宋 

花林廟 萬曆永福縣志 祀典 徐登 道教 土神 其他 宋 

迎景樓◎ 乾隆永福縣志 壇廟 蕭國梁

等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威濟靈應廟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其他 土神 其他 v 

昭靈宮 同治福建通志 壇廟 陳昌女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洑口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陳必勝

兄弟九

人 
平民 土神 忠節 唐 

常觀察祠◎ 乾隆永福縣志 壇廟 常衮 官宦 土神 名宦 v 

龍溪協濟廟 萬曆永福縣志 祀典 陳、李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龜嶺廟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黃裳 軍人 土神 忠節 宋 

藍田宮 乾隆永福縣志 壇廟 吳帝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鰲頭宮 乾隆永福縣志 壇廟 靈惠尊

王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靈惠廟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陳氏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方壺廟 萬曆永福縣志 祀典 張聖者 佛教 土神 其他 宋 
黃靈助聖二將軍

祠 八閩通志 祠廟 兄弟二

人 軍人 土神 顯靈 v 

(八)福清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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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賢堂◎ 萬曆福州府志(Ⅰ) 祀典 林光朝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五顯廟 康熙福清縣志 襍志類-古
蹟 五通神 靈物 外神 顯靈 不明 

元明王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陳氏 其他 土神 有功

於民 宋 

王蘋祠◎ 八閩通志 祠廟 王蘋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林公遇祠◎ 八閩通志 祠廟 林公遇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白馬王廟 康熙福清縣志 襍志類-廟 王審知 先王 土神 帝王 不明 

忠懿王廟 康熙福清縣志 壇廟 王審知 先王 土神 帝王 不明 

孚應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陳氏 平民 土神 顯靈 v 

東嶽行祠 八閩通志 祠廟 泰山 自然神 外神 其他 宋 

南台嘉澤廟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其他 土神 顯靈 v 

城隍廟 八閩通志 祠廟 
福清縣

城隍之

神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昭應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盧雄 軍人 土神 護境 五代 

昭靈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張道陵 道教 外神 顯靈 宋 

昭靈廟 康熙福清縣志 襍志類-廟  其他 不明 其他 宋 

昭應夫人廟 康熙福清縣志 襍志類-廟  其他 不明 其他 宋 

真武祠 福清縣志續略 祀典 真武 道教 外神 其他 不明 

康王行祠 八閩通志 祠廟 康保裔 軍人 外神 顯靈 宋 

都巡感應廟 八閩通志 祠廟 許忠 軍人 土神 護境 唐 

陳大參生祠 八閩通志 祠廟 陳大參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黃祖舜祠 八閩通志 祠廟 黃祖舜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龍江祠 萬曆福州府志( )Ⅰ  祀典 孔子 儒士 外神 先賢 宋 

鄭俠祠 八閩通志 祠廟 鄭俠 官宦 土神 先賢 宋 

靈著王廟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陳元光 軍人 外神 名宦 宋 

靈慈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林愿季

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東嶽行宮 康熙福清縣志 襍志類-宮
閣 泰山 自然神 外神 其他 宋 

龍山廟 康熙福清縣志 襍志類-廟 五通神 靈物 外神 顯靈 不明 

(九)閩清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武功廟 正德福州府志 祠廟 霍光 軍人 外神 顯靈 宋 

南山德懷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祠
廟 陳氏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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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閩清縣

城隍之

神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張聖君祠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梅川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祠
廟 陳氏 官宦 土神 顯靈 五代 

龍王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祠
廟 龍神 自然神 土神 顯靈 宋 

薛丕廟 八閩通志 祠廟 薛丕 平民 土神 顯靈 五代 

(十)羅源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五顯廟 道光羅源縣志 祠廟志 五通神 靈物 外神 顯靈 不明 

天妃祠 八閩通志 祠廟 林愿季

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水南宮 道光羅源縣志 祠廟志 林氏或

黃氏 平民 外神 其他 宋 

佑聖宮 乾隆福州府志 壇廟 真武 道教 外神 其他 宋 

忠烈王祠 八閩通志 祠廟 陳霸先 軍人 土神 顯靈 五代 

東嶽廟 道光羅源縣志 祠廟志 泰山 自然神 外神 其他 宋 

金吾王廟 道光羅源縣志 祠廟志  其他 不明 其他 宋 

城隍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羅源縣

城隍之

神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昭祐祠 八閩通志 祠廟 黃岳 平民 外神 有功

於民 五代 

英惠王祠 八閩通志 祠廟 陳蘇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阜俗宮 道光羅源縣志 祠廟志 陳蘇 平民 土神 顯靈 五代 

英顯王祠 八閩通志 祠廟 蕭孔沖 佛教 外神 顯靈 五代 

陳太尉祠 道光羅源縣志 祠廟志 陳蘇孫 平民 土神 顯靈 五代 

順懿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陳昌女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十一)長溪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七賢祠◎ 八閩通志 祠廟 林嵩等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土主七聖廟 八閩通志 祠廟 趙昱 官宦 外神 顯靈 宋 

五顯廟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五聖、華光 靈物 外神 顯靈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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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妃宮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林愿季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王參政祠◎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王伯大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玄應侯廟 八閩通志 祠廟 王氏 其他 土神 顯靈 宋 

忠勇大夫廟 八閩通志 祠廟 潘中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忠靖英烈王廟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伍子胥 官宦 外神 忠節 v 

松山天妃宮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林愿季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阜俗江王廟 八閩通志 祠廟 江清 其他 外神 顯靈 唐 

城隍廟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周苛 官宦 外神 忠節 宋 

祠山宮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張渤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馬郎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司馬浮 官宦 土神 有功

於民 晉 

許大夫廟 八閩通志 祠廟 許光大 軍人 土神 護境 五代 

順懿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陳昌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v 

寧遠侯廟 八閩通志 祠廟 張氏 其他 土神 顯靈 唐 

韓將軍廟 淳熙三山志 公廟-諸縣
祠廟 韓說 軍人 外神 其他 漢 

靈應靳侯廟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靳三使 其他 外神 顯靈 唐 

東嶽行祠 萬曆福寧州志( )Ⅰ  祠祀 泰山 自然

神 外神 其他 不明 

(十二)寧德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光祿廟 嘉靖寧德縣志 祠廟 周導 官宦 土神 其他 宋 

先賢祠◎ 八閩通志 祠廟  儒士 土神 先賢 宋 

吳處士祠 乾隆福寧府志 雜志-壇廟 吳處士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宋 

李中丞祠 乾隆福寧府志 雜志-壇廟 李彥堅 官宦 土神 護境 唐 

防禦祠 八閩通志 祠廟 阮大成 儒士 土神 有功

於民 
宋 

忠烈王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黃岳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五代 

忠義祠 同治福建通志 壇廟 姚望之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林公宮 同治福建通志 壇廟 林亘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城隍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寧德縣城隍

之神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柳州祠 嘉靖寧德縣志 祠廟 陳紀 官宦 外神 名宦 宋 

英惠廟 同治福建通志 壇廟 陳蘇 平民 外神 其他 宋 

黃都相廟 八閩通志 祠廟  軍人 土神 顯靈 五代 

興文祠 嘉靖寧德縣志 祠廟  其他 土神 顯靈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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諫議大夫廟 八閩通志 祠廟 黃鞠 官宦 土神 名宦 隋 

顯應祠 嘉靖寧德縣志 祠廟 五通神 靈物 外神 顯靈 宋 

靈慈廟 萬曆寧德縣志 壇廟 林愿季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靈應祠 同治福建通志 壇廟 黃巒 平民 土神 有功

於民 
唐 

(十三)福安縣 

廟名 方志名 出處 神名 背景 來源 被祀

原因 
始建

朝代 

七聖宮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趙昱 官宦 外神 顯靈 宋 

五顯廟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蕭氏五兄弟 靈物 外神 顯靈 v 

天后宮 乾隆福寧府志 雜志-壇廟 林愿季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北山行祠◎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鄭寀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仰止祠◎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鄭寀等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忠惠廟 八閩通志 祠廟 羅漢沖 官宦 土神 名宦 唐 

東嶽行祠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泰山 自然神 外神 其他 v 

城隍廟 八閩通志 祠廟 福安縣城隍

之神 其他 土神 其他 宋 

威惠侯祠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陳孺 平民 土神 顯靈 宋 

昭應宮 光緒福安縣志 典禮四-祠
廟 彭鄭二神 其他 土神 顯靈 宋 

祠山行宮 萬曆福寧州志(Ⅰ) 祠祀 張渤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博陸侯祠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霍光 軍人 外神 顯靈 宋 

順濟行祠 八閩通志 祠廟 陳昌女 平民 外神 顯靈 不明 

趙文昌祠◎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趙必愿 官宦 土神 名宦 宋 

靈祐廟 八閩通志 祠廟 薛芳杜 平民 土神 顯靈 唐 

堂坂宮 萬曆福安縣志 壇祠 江清 其他 外神 顯靈 唐 

 說明： 
1、 本表依照《淳熙三山志》、《八閩通志》、《(萬曆)福州府志》、《(乾隆)福州府志》、
《(萬曆)福寧州志》、《(乾隆)福寧府志》、《(萬曆)古田縣志》、《(乾隆)古田縣志》、
《(弘治)長樂縣志》、《(崇禎)長樂縣志》、《(同治)長樂縣志》、《(嘉慶)連江縣志》、
《福清縣志續略》、《(康熙)福清縣志》、《(道光)羅源縣志》、《(嘉靖)寧德縣志》、
《(萬曆)寧德縣志》、《(萬曆)福安縣志》、《(光緒)福安縣志》、《(同治)福建通志》
等方志製成。 

2、 《萬曆福州府志(Ⅰ)》指的是由林燫 等修纂，於萬曆二十四年(1596)刊行的版本；《萬
曆福州府志(Ⅱ)》指的是由林烴 等修纂，顧萬曆四十一年(1613)刊行的版本。《萬曆福
寧州志(Ⅰ)》指的是由史起欽 等修纂，於萬曆二十一年(1593)完成刊行的版本；《萬曆
福寧州志(Ⅱ)》指的是由殷之輅 等修纂，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完成刊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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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中始建朝代之符號「v」，表示該廟在宋代已經存在，是依該廟是否在宋代得到廟額
或王爵的封號為判斷基準。 

4、 表中廟名之符號「◎」，表示該祠廟所祀為先賢或名宦，在地方志中，和其他有神跡的
祠祀敘述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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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北宋時期福州祠祀封賜統計(978-1127) 

帝

號 年號 次

數 
出

處 
帝

號 年號 次

數 出處
帝

號 年號 次

數 出處 

太

宗 
太平興國 
(978-984) 0  

仁

宗 
天聖

(1023-1032) 0  
神

宗 
熙寧

(1068-1078) 3 B&C 

 雍熙

(984-988) 0   明道

(1032-1034) 0   元豐

(1078-1086) 1 C 

 端拱

(988-990) 0   景祐

(1034-1038) 0  
哲

宗 
元祐

(1086-1094) 1 C 

 淳化

(990-995) 0   寶元

(1038-1040) 0   紹聖

(1094-1098) 0  

 至道

(995-998) 0   康定

(1040-1041) 0   元符

(1098-1101) 0  

真

宗 
咸平

(998-1004) 0   慶曆

(1041-1049) 2 B 
徽

宗 
建中靖國 
(1101-1102) 0  

 景德

(1004-1008) 0   皇祐

(1049-1054) 0   崇寧

(1102-1107) 1 B 

 大中祥符 
(1008-1017) 0   至和

(1054-1056) 1 C  大觀

(1107-1111) 2 B 

 天禧

(1017-1022) 0   嘉祐

(1056-1064) 2 A  政和

(1111-1118) 5 B&C 

 乾興

(1022-1023) 0  
英

宗 
治平

(1064-1068) 1 J  重和

(1118-1119) 0  

         宣和

(1119-1126) 6 B,C
&K 

        
欽

宗 
靖康

(1126-1127) 0  

總

計  26          

本表(清)徐松 輯，A《宋會要輯稿》，禮20-21，以及B《淳熙三山志》、C《八閩通志》、D《(萬
曆)福州府志》、E《(乾隆)福州府志》、F《(萬曆)福寧州志》、G《(乾隆)福寧府志》、H《(萬曆)
古田縣志》、I《(乾隆)古田縣志》、J《(弘治)長樂縣志》、K《(崇禎)長樂縣志》、L《(同治)長樂
縣志》、M《(嘉慶)連江縣志》、N《福清縣志續略》、O《(康熙)福清縣志》、P《(道光)羅源縣
志》、Q《(嘉靖)寧德縣志》、R《(萬曆)寧德縣志》、S《(萬曆)福安縣志》、T《(光緒)福安縣志》、
U《(同治)福建通志》等方志製成。表格內之「出處」項以英文代號表現。 

表5：南宋時期福州祠祀封賜統計(1127-1279) 

帝號 年號 次數 出處 帝號 年號 次數 出處 

高宗 建炎(1127-1131) 5 B&C 理宗 寶慶(1225-1228) 1 C 

 紹興(1131-1163) 27 A,B,C&E  紹定(1228-1234) 4 B&C 

孝宗 隆興(1163-1165) 5 A,B&C  端平(1234-1237) 1 C 

 乾道(1165-1174) 9 A,B&C  嘉熙(1237-1241) 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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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熙(1174-1190) 10 A&B  淳祐(1241-1253) 10 A&C 

光宗 紹熙(1190-1195) 2 B&C  寶祐(1253-1259) 8 A,B,C&E 

寧宗 慶元(1195-1201) 2 A&C  開慶(1259-1260) 1 C 

 嘉泰(1201-1205) 2 B&C  景定(1260-1265) 5 C,E&H 

 開禧(1205-1208) 3 A 度宗 咸淳(1265-1275) 5 B,C,E&M 

 嘉定(1208-1225) 13 A,C&E 恭宗 德祐(1275-1276) 0  

    端宗 景炎(1276-1278) 0  

    昺帝 祥興(1278-1279) 0  

總計  116      

本表(清)徐松 輯，A《宋會要輯稿》，禮20-21，以及B《淳熙三山志》、C《八閩通志》、D《(萬
曆)福州府志》、E《(乾隆)福州府志》、F《(萬曆)福寧州志》、G《(乾隆)福寧府志》、H《(萬曆)
古田縣志》、I《(乾隆)古田縣志》、J《(弘治)長樂縣志》、K《(崇禎)長樂縣志》、L《(同治)長樂
縣志》、M《(嘉慶)連江縣志》、N《福清縣志續略》、O《(康熙)福清縣志》、P《(道光)羅源縣
志》、Q《(嘉靖)寧德縣志》、R《(萬曆)寧德縣志》、S《(萬曆)福安縣志》、T《(光緒)福安縣志》、
U《(同治)福建通志》等方志製成。表格內之「出處」項以英文代號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