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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自從內藤湖南(1866-1934)為〈概括的唐宋時代觀〉1一文，指出唐以前和

宋以降的中國有諸多不同點，並定宋代為「近世」之始以來，所謂「唐宋變

革期」的諸多議題即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從現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宋代

的確有許多異於前代的部分，表現於政治體制、經濟結構、社會階級和文化

類型諸方面。2 

  宗教信仰的變化亦是唐宋變化之一，而其中轉變最大者則在民間信仰的

部分。「民間信仰」包含的層面廣泛，任何宗教，只要和民間生活有關，都

可以說是「民間信仰」。如此一來，在中國，民間信仰的範圍即包含了佛教、

道教、基督教、回教，以及點綴在廣大鄉間的各式各樣祠廟。本文雖在探討

「民間信仰」，但內容主要集中在「祠廟」信仰上。在宋代，祭祀「祠廟」的

民間信仰較之前代，有了極大的變化。可以分成四部分說明。 

  其一是朝廷態度上的變化。宋朝對「祠廟」關注的態度與方法，與前代

大不相同。儘管宋朝對於所謂「正祀」與「淫祀」的態度，和過往的朝代差

異不大，但是在實際的行動上卻大相逕庭。以唐朝為例，只有名山大川、山

海鎮瀆、先聖先王者，才算是「正祀」，而且分之為大祀、中祀與小祀，著

之祀典，明其等差。其他的民間祠祀少有被列為「正祀」之列。3反觀宋朝，

                                                      
  1 內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時代觀〉，收入劉俊文 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

(北京：中華書局，1993)，册1，頁10-18。 
  2 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1982.12): 365-442; Robert P. Hymes, “Song China, 
960-1279,” in Ainslie T. Embree and Carol Gluck, eds., Asia in Western and World History: A 
Guide for Teaching (Armonk: M. E. Sharpe, 1997), 336-351. 

  3 金相範，〈唐代禮制對於民間信仰觀形成的制約與作用——以祠廟信仰為考察的中心〉(台
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頁26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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屢下詔命，制定制度，賜予民間祠祀廟額與封號，納入「正祀」之列。《宋

史》記載，「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寧、元祐、崇寧、宣和之時。」4也

僅僅意味是在神宗與徽宗朝時為多。依《宋會要輯稿》所存的資料表示，北

宋自太祖開寶年間(968-976)首次賜廟額或封號予民間祠祀開始，直到靖康年間

(1126-1127)，一共有1008次的賜封記錄，以神宗及徽宗朝最盛(見附錄「表1」)。

南宋從高宗建炎年間(1127-1131)開始，到寧宗嘉定年間(1208-1225)，則共有1168

次封賜記綠(見附錄「表2」)，高宗朝、孝宗朝和寧宗朝是高峰期。理宗朝的記

錄則不見於《宋會要輯稿》，可能已經佚失。從北宋到南宋，賜封民間祠祀

的政策，並沒有因版圖減縮而改弦更章。到了南宋，更多的祠祀被列入「正

祀」。一改消極取締的態度，承認民間祠祀「正祀」的地位，不表示朝廷已

經放棄歷朝歷代禁絕「淫祀」的立場。從歷史的經驗來看，「淫祀」的取締，

禁不勝禁。透過繁覆的「檢覈制度」，不但能排除「淫祀」存在的可能，並

且，更能將國家權力滲透入最底層的民間社會。大量被認為有功於民、能禦

災捍患，出身低微的「靈驗」祠祀，因而被納入祀典體系。 

  其二是信徒需求上的變化。宋代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變遷快速，是促成民

間祠祀「內容」改變的重要因素。可以分成幾點來看。首先，神祇的職司不

再侷限於保佑農產豐收、降雨驅晴、保護地方免受瘟疫、盜寇而已。商業發

展與科舉考試，增加人們祈神的新內容。在宋代，由於區域之間商品交換盛

行，正確的商品價格訊息成為商人獲利的主要依賴。祈求神明保佑開市大

吉、請求神祇顯靈告知利益所在之處，成為商人階層禱神的重點。換言之，

宋代發達的商品經濟，使得商業經營之道也融入民間信仰體系內。5又宋代雖

大開科舉之門，但是競爭激烈、弊端叢生。加以赴考的路途遙遠，途中可能

遇上盜匪、竊賊、色誘，以及官衙牙吏的刁難。種種阻礙，均可能讓一個士

人長期以來辛苦的準備，一夕之間化為烏有。因此，祈求神明指點迷津，便

                                                      
  4 (元)脫脫，《宋史》〔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冊8，卷105，「禮．諸祠廟」，
頁2561-2562。 

  5 Valerie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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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宋代科舉考試中一個相應而生的文化現象。6 

  又早在漢代，中國人就習慣以官僚系統來比喻神明的世界。在宋朝，因

祠祀賜封制度的推展，使得神明階級體系變得更加完備。在信仰者的心目

中，將神明的高低等級分辨地相當清楚。若按類型來分，可依階級高低和功

能取向，分成三類，家神或個人保護神、地方保護神、至高無上的神祇。「家

神或個人保護神」，通常只司一家之事，主要的侍奉者即是家中的成員。自

古以來，中國人即奉祀家神，祈求保護家庭免於無妄之災的虐害。竈神以及

門神，即屬此類神祇。他們不但負有保家衛門之責，還有監督一家善行惡罪

之任務。到了宋代，家神或個人保護神不再只是竈神之類在神祇體系中位階

最低的對象而已，「觀音」和「真武」亦成為家庭和個人選擇保護神時經常

選擇的對象。「地方保護神」是宋代神祇種類中成長最為明顯者。在神界的

層級中，位階雖低，但卻與地方社會的歷史經驗最為密切。這類神祇經常沒

有顯赫的家世，而其「死於非命」，是他們被祀為「神」的主要原因。很多

在宋代被祀為「土地神」的神祇，很多是源於此類神祇。「至高無上的神祇」，

指的是總管各種妖魔鬼怪與「土地神」的城隍神和東嶽大帝。在宋代，最重

要的「至高無上神」是東嶽大帝。在宋人的觀念中，東嶽是幽冥世界的主宰，

主管一切兇神惡鬼與凡間不正之事。7 

  「區域性祠祀」的出現，反映宋代社會日益增加的機動性。在宋代，因

各種因素促成區域間往來頻繁，進而成為「區域性祠祀」的有張王、梓潼、

靈惠妃和五顯等。除了本地奉祀之外，他們的分廟亦出現在其他地方，成為

廣大區域民眾共同奉祀的神祇。靈惠妃信仰，在清朝被封為「天后」，俗稱

「媽祖」，源於興化軍莆田縣。除了出身莆田官員的支持外，靠海洋謀生的人

是造成奉祀靈惠妃的祠祀在十三世紀遍建於閩浙廣南沿海的主要原因。梓潼

神因其在科舉上的作用而得名。源於四川梓潼縣的「梓潼神」，原是一祀「蛇」

                                                      
  6 廖咸惠，〈祈求神啟——宋代科舉考生的崇拜行為與民間信仰〉，《新史學》(台北，

2004.12)，頁41-92；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5)，頁262-269。 

  7 Richard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6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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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的信仰；到了唐朝，與之相關的傳說已將其轉化成為一人格神，名為「張

噁子」，能預知人命運。在宋代，梓潼以助官府平亂而受朝廷重視，從十二

世紀開始，已經被認為是一能準確預知科舉結果的神祇之一。到十三世紀，

其祠祀已經遍建於東南中國各地通往京城的要道上。五顯是源於五通、木

客、木下三郎或山魈的「精怪」信仰。宋代傳說的淫穢或暴富故事，多少和

五通神有關。在宋朝，五通神信仰最有名的地方有二，一是江西德興，一是

徽州的婺源，然華南各州縣信奉五通神的祠廟亦不少。自從大觀三年(1109)，

婺源的五通祠獲賜「靈順」廟額後，便成為宋朝所承認、唯一的正統五通祠，

而華南各地的五通廟也想方設法地與婺源的五通廟搭上關係，自認為是出自

婺源本廟的行祠，以躲避「淫祀」之嫌。除了其運財致富的神跡讓商人青睞

外，在宋代，佛教和道教的介入與轉化五通神原有的性格，使之佛教化與道

教化，對五通神信仰的普及亦有推波助瀾之功。與三者相較，張王是宋代最

為人熟知的區域性神祇，在東南各地擁有最多的行祠。兩宋，人稱他是湖州

張王，或廣德軍張王，而張王本廟即位於廣德軍。傳說張王名渤，是漢代人，

因挖河治水而獲祀為神。入宋以後，張王及其家族屢獲朝廷封號，說明張王

信仰在民間祠祀的重要地位。據描述，張王的生日廟會人山人海，熱鬧非凡，

殺牛作牲祭尤為官府注意。8 

 

  從以上四種宋代民間祠祀的特徵，即可了解民間祠祀研究之複雜程度何

在，不論從朝廷的態度變化入手，或從信徒需求的變化入手，或專門討論單

一祠祀的演變，都有顧此而失彼的可能。然而，就研究的方便和規模的適宜

來說，選擇一種角度作為研究主軸，仍是目前經常被採取的方式。以目前手

邊搜集到的研究來說，大概可以分成四種研究視角來說明，其一是關注國家

與民間祠祀的關係；其二是針對士人集團與民間祠祀的關係，其三是以某個

神祇作為研究對象；其四是從民間到國家，全盤地觀察民間祠祀在宋代的變

                                                      
  8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128-159;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173-179; 中村 治兵衛，〈宋代広德軍祠山廟の牛祭について——宋代社会一事
例——〉，《史淵》(福岡，1972)，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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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研究國家和民間祠祀之關係者，將議題集中在「賜額」與「賜號」的問

題上。金井德幸曾為〈南宋の祠廟と賜額——釈文珦と劉克莊の視点〉9一文，

認為南宋的祠廟發展與寺廟發展差異頗大，而祠廟急增與民間對鬼神信仰變

得深刻而廣泛不無關係。祠廟被置於國家的賜額政策中，有其維持秩序方面

的成效，而以此作為「教化」之機會，「父老」實扮演著重要角色。又須江

隆為〈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廟額．封号の下賜のついて〉10及〈祠廟の記録

が語る「地域」観〉11二文，分別討論朝廷的祠祀政策。前者，作者將研究

範圍追溯至唐與五代，突顯出宋代的特色。據其觀察，廟額、封號制度雖起

於唐代，然經北宋末到南宋才臻至成熟。宋朝賜封政策的特色在於，其一，

以「正祠」與「淫祀」的嚴密區別來教化民眾。然事實上，到徽宗朝，大量

下賜的結果，反而喪失其原先設計的目的。其二，宋代廟額與封號的申請者，

主要是與地域社會關係密切的士人與富民階層；諸路轉運使在申請過程中則

是扮演朝廷與地方社會的中繼角色。後者，作者分析賜封碑文，發現除了顯

現出宋人的「地域觀」外，透過賜額和封號，還呈現宋朝欲以「父老」為媒

介，建構地方統治秩序的理想藍圖。 

  研究士人集團與民間祠祀關係者，關注二者間的互動關係。Judith Boltz

作  “ 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12一文，認為宋代有許多士大夫精於道教等宗教的知識，有利於

他們和地方的巫覡、祠祀活動打交道。廖咸惠為〈祈求神啟——宋代科舉考

生的崇拜行為與民間信仰〉13一文，探討宋代科舉考生的祭祀民間祠祀行為。

                                                      
  9 金井 德幸，〈南宋の祠廟と賜額——釈文珦と劉克莊の視点〉，收入宋代史研究会 編，
《宋代の知識人——思想．制度．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257-286。 

 10 須江 隆，〈唐宋期における祠廟廟額．封号の下賜のついて〉，《中国——社会と文化》，
9(東京，1994.06)，頁96-119。 

 11 須江 隆，〈祠廟の記録が語る「地域」観〉，收入宋代史研究会 編，《宋代人の認識
——相互性と日常空間——》(東京：汲古書院，2001)，頁29-58。 

 12  Judith Boltz, “Not by the Seal of Office Alone: New Weapons in Battles with the 
Supernatural,”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241-305. 

 13 廖咸惠，〈祈求神啟——宋代科舉考生的崇拜行為與民間信仰〉，《新史學》，1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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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宋代科舉考試競爭激烈，是導致宋代士人大舉投入祠祀活動的重要因

素，儒家「遠鬼神」的要求無法左右士人的生活。科舉考試結果難料，讓士

子們不得不注意地方神祇的靈異力量和聲名。又隨著造訪數的頻繁與崇拜行

為持續發生，士人在民間神靈信仰的場域裡也佔據愈來愈重要的角色，不僅

增強平民百姓對宗教靈力的信仰，也讓民間神祇以更活躍的角色存在於宋代

社會。結果，民間神祇的威望、普及性和信仰者增多，而專司科考的神祇也

因而誕生。盧澤群碩士論文〈南宋兩浙路士大夫與祠廟信仰〉14認為，南宋

時期，由於政治現實的考量，許多士大夫不再將經營的重點放在中央政治利

益的謀取上，轉而將眼光放在地方的利益和發展上，積極地投入自身鄉里的

活動，故免不了要與長期存在於鄉里中的民間祠祀接觸。此時，士大夫對祠

廟呈現兩種不一樣的態度。一是妥協的態度，在維持統治與社會秩序穩定的

前提下，士大夫容忍民間祠祀的習俗，甚至參與其中。一是反對的態度，嚴

厲地譴責民間祠祀的「陋習」，要求重振儒家的「正統」觀念，用以改革民

間祠祀，使之符合儒家禮制與教化的理想。 

  以某個神祇為研究對象者，則各有不同的關注點。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

研究江南的五通神信仰。他從民間傳說、佛教和道教的吸收與轉化，以及國

家「正祀」的觀念等方面入手，認為五通神信仰的複雜歷史，說明了中國民

間信仰文化的多元性。15Anne Gerritesn研究南宋江西吉州的康王信仰。他認

為，儘管士大夫和道教對康王的身份說明不同，使之產生不同的形象，但其

最終目的都在使康王「文明化」，脫離原來的魔性，成為一個符合儒家與道

教理念、有功於國於民、值得崇祀的神祇。16 

  從民間到國家，全盤地觀察民間祠祀在宋代的變化，最重要的作品當屬

韓森(Valerie Hansen)的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一書。17全書

                                                                                                                                       
41-90。 

 14 盧澤群，〈南宋兩浙路士大夫與祠廟信仰〉(台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3)，
總196頁。 

 15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180-256. 
 16 Anne Gerritsen, “From Demon to Deity: Kang Wang in Thriteenth-Century Jizhou and 

Beyond,” T’oung Pao, 90:1(2004.06): 1-31. 
 17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xii+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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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章，將民間信仰定義為與佛教和道教二種制度型宗教不同，而且充滿世俗

味的宗教，「靈驗」則是民眾選擇神祇的標準。韓森以觀察的角度審視南宋

的民間信仰，發現當代的信仰具有「神人共存與互惠的特質」，而且充分反

應了時人的生活觀。一個神對不同的人而言，意義是不同的，這點從神職及

神格方面表現出來。而且，當時的民間信仰還有如下的特色：為各種階級的

人士所共享；抗拒制度化的儀式和國家及制度型宗教賦予的意識型態；地方

社會為了彼此間的利益，利用民間信仰神祇為競爭工具；地方菁英操作地方

上的信仰活動，以作為增強其實力的象徵。此外，韓森還發現宋代民間信仰

的傳播與當時的商業發展是一致的，許多的神祇就是靠著商人的行腳而在本

鄉以外的地方落腳，因此，在宋代有「區域性祠祀」的形成。劉志鴻的碩士

論文〈宋代的祠廟與祠祀：一個社會史的考察〉18旨在探討宋代祠祀活動和

社會的互動關係。作者從宋代祠廟的發展過程中發現祠廟與民間生活已經不

可分離；政府對於祠廟管理的政策日趨嚴密，透過賜額與封爵的方式不斷將

民間祠廟納入國家禮制中，使得民間需求與政府控制之間建立了互通的管道

而不致發生衝突。這樣的管理方式也成為日後統治者管理祠廟的主要原則。 

 

  誠如前言，不論是從何種角度切入，總無法完全照顧民間祠祀的全貌。

從國家的角度入手，僅能看到政策如何進行，以及國家對民間祠祀進行干涉

的企圖；從士人集團入手，亦僅知士人集團如何浸透或看待民間祠祀；從某

一神祇的演變入手，則知其發展歷史；全盤地考察方式，則只能窺見民間祠

祀在宋代的發展概況，有許多的重要細節將會無法顧及。欲解決上述研究方

式可能產生的缺陷，我認為將民間祠祀置於其原生的地方社會，是一個可行

的研究方式。因為民間祠祀源於地方，而其可能產生的變化，也和地方社會

緊緊地結合在一起。而以一個地方為探討範圍的好處是其規模適中，不致於

無法入手。 

  本文以福州為研究地區，探討其祠祀在南宋時的發展情況。選擇南宋福

                                                      
 18 劉志鴻，〈宋代的祠廟與祠祀：一個社會史的考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1993)，總1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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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理由是：其一，自漢代以來，福州就一直是福建的首善之區，自漢到宋，

留下不少文獻可徵。其二，福州有完整的方志編纂記錄。《淳熙三山志》編

成於南宋淳熙九年(1182)，是目前所見福州最早的地方志；從明代到民國時

期，方志編纂活動不斷。方志中收綠之民間祠祀的資訊，方便我們觀察南宋

時期福州民間祠祀的狀況。其三，宋代福州文風鼎盛，而在南宋，許多曾經

在此停留的士大夫均留下文集，提供不少和福州相關的資訊。 

  除了緒論與結論外，本文之正文部分，一共分成四章。第一章在討論南

宋時期福州民間祠祀的概況。透過對地方志資料的整理，發現福州民間祠祀

的成立，和福州的歷史發展有不可分割的關係。而不論是神祇的被祀原因、

種類與背景，均反映出南宋時期，福州民間祠祀多元性。第二章在討論南宋

時期，福州民間祠祀的演變來由。從地方志的敘述可以發現，「里社」和「叢

祠」都是建構南宋福州民間祠祀的元素，里社由壇壝形式演變成廟宇形式，

而「叢祠」則是對一般祠祀的別稱。第三章則以發源於福州的臨水夫人信仰

為例子，探討一個平民出身、死於非命，無任何生平事跡可查的人，被祀為

神之後，人們如何以地方傳統習俗與觀念，創造臨水夫人的故事與信仰。第

四章則以臨水夫人顯靈於福建路安撫使徐清叟家的故事為引子，探討士大夫

如何利用民間祠祀表現自己的「民間祠祀觀」，並與地方社會建立良好的互

動關係。 

 

  由於是以福州地區的祠祀為主要考察範圍，因此地方志裡的記載便顯得

格外重要。《淳熙三山志》是梁克家(1127-1187)於淳熙九年(1182)編纂完成，其

中卷八與卷九記載了當時福州各縣份的重要祠祀。《八閩通志》，明朝黃仲昭

(1435-1508)編纂，刊行於弘治四年(1491)。卷五十八和卷六十分別記載了「福州

府」和「福寧州」的祠祀，而此二地區正是南宋時期的福州。除此二者外，

分別還有完成於正德十四年(1519)、萬曆二十四年(1596)、萬曆四十一年(1613)

和乾隆十六年(1751)的《福州府志》；刊行於萬曆二十一年(1593)、萬曆四十四

年(1616)的《福寧州志》和乾隆二十七年(1762)的《福寧府志》；康熙十一年(1672)

刊行的《福清縣志》、弘治十六年(1493)和崇禎十四年(1641)刊行的《長樂縣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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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曆三十四年(1606)和乾隆十六年(1751)刊行的《古田縣志》、嘉慶十年(1895)

刊行的《連江縣志》、嘉靖十七年(1538)和萬曆十九年(1591)刊行的《寧德縣志》、

萬曆年間(1573-1620)和乾隆十四年(1749)刊行的《永福縣志》、萬曆二十五年

(1597)和光緒十年(1884)刊行的《福安縣志》，各方志所載之資料均能與《淳熙

三山志》和《八閩通志》互補有無。19然而，大多數方志均編成於明清時期，

在資料使用上有其侷限性，因此，曾和福州地接觸的宋代士大夫之文集，如

真德秀(1178-1235)、劉克莊(1187-1269)、廖剛(1070-1143)、史浩(1106-1194)、衛涇

(1159-1226)、林之奇(1112-1176)等人，便是提供當代福州資訊相當重要的史料。

而洪邁(1123-1202)所作之《夷堅志》，其中收集不少福州地區民間宗教活動的

資料，是了解南宋時期福州民間祠祀活動必備的史料。 

  總之，結合上述的史料，將民間祠祀的發展置於地方社會、文化的脈絡

下，將會發現不同於前述四個研究角度看到的面貌，並且會發現在地方社會

活動的「人」才是祠祀風貌的共同刻畫者。 

                                                      
 19 本文所用的《淳熙三山志》是北京中華書局所輯之《宋元方志叢刊》的版本；《八閩通
志》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根據北京圖書館所藏珍本古籍影印，並收入該社《北京圖書

館珍本古籍叢刊》第33、34冊；正德十四年(1519)之《福州府志》是福州市地方志編纂委

員會整理的點校本，由福州市海風出版社出版；萬曆二十四年(1596)版之《福州府志》是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依據日本內閣文庫所藏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刊本攝製、影印；萬曆

四十一年(1613)版之《福州府志》是北京中國科學院依據日本內閣文庫的版本影印；和乾

隆十六年(1751)版之《福州府志》乃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萬曆二十一年(1593)版之

《福寧州志》是北京中國書店依日本國會圖書館所藏萬曆二十一年(1593)刊本攝製影印；

萬曆四十四年(1616)版之《福寧州志》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依日本尊經閣文庫藏萬曆四

十四年(1616)刻本攝製影印；和乾隆二十七年(1762)之《福寧府志》乃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影

印出版。康熙十一年(1672)之《福清縣志》是北京線裝書局依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刻本影

印，收入於《清代孤本方志選．第二輯》，第二十五、二十六冊；弘治十六年(1493)和崇

禎十四年(1641)之《長樂縣志》是台北國家圖書館藏之微縮資料；萬曆三十四年(1606)之《古

田縣志》是台北國家圖書館藏之微縮資料；乾隆十六年(1751)之《古田縣志》乃是台北成

文出版社影印出版之版本；嘉慶十年(1895)之《連江縣志》是台北國家圖書館藏之微縮資

料；嘉靖十七年(1538)之《寧德縣志》是上海書店依天一閣藏明代方志、嘉靖年間刻本影

印，收入其《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四十一冊；萬曆十九年(1591)之《寧德縣志》

台北國家圖書館藏之微縮資料；萬曆年間(1573-1620)之《永福縣志》係台灣學生書局依中

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年(1612)鈔本所影印；乾隆十四年(1749)之《永福縣志》

係是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萬曆二十五年(1597)之《福安縣志》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依據日本尊經閣文庫藏明萬曆二十五年(1597)刻本攝製影印，收於其所編《日本藏中國

罕見地方志叢刊》；光緒十年(1884)之《福安縣志》係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