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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代的福州及其祠祀概況 

  宋代的王讜(元祐四年〔1089〕任國子監丞，後改少府監丞)在其編纂的《唐語林》

中收錄了二則軼事： 

每歲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祀廟。南中有泉，流出山洞，

常帶樹葉，好事者目為「流桂泉」，後人立為漢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

號為伍員廟者，必分其髯，謂「五髭鬚」。1 

又 

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侹，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為

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

有餘也。」一室曰茶庫也，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

漸。」刺史益喜。又一室葅庫，諸葅畢備，復有神，問：「何也？」曰：「蔡

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此。」2 

以上的敘述雖然是記述唐代的軼事，但是反映出民間存在各式各樣的祠祀。

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是國家大事之一，歷朝政府往往相當重

視，舉行或參與祭祀的人、事、時、地、物，均有嚴格的規定，記載於國家

典禮——祀典當中。但是，祀典規定的祭拜對象，絕大多數都是長久以來就

被國家承認的神祇，像是名山大川、川嶽鎮瀆、古聖先王等；又分成大祀、

中祀和小祀，每年春秋二季依時舉行祭典。廣泛存在於民間的祠祀，即便是

有民間祠祀性質的古代聖王，也不見得會載在祀典。3 

                                                      
  1 (宋)王讜 著，周勛初 校證，《唐語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冊2，卷8，頁740。 
  2 (宋)王讜 著，《唐語林校證》，冊2，卷8，頁741。 
  3 淳熙四年(1177)，靜江守臣張栻奏所領州有唐帝祠，其山曰堯山；有虞帝祠，其山曰虞山；

請著之祀典。堯和舜是屬於古代聖王，在《唐六典》的記載中是屬於中祀。而自宋初以

來，歷代先王的祭祀也屬於中祀，乾德初年(963-968)，太祖下詔：「歷代帝王，國有常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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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民間祠祀是地方為基礎，所以也常常顯露出地方特色。下面，就要

以地方志提供的材料為基礎，觀察福州的地理、嘗試恢復宋代福州民間祠祀

的樣貌，及其反映出來的一些現象。 

第一節 地理環境 

一、位置及建置沿革 

  福建省位於中國東南沿海，面積約十二萬平方公里，是一個以丘陵地形

為主的省分。該省北臨浙江省，西接江西省，南與廣東省為鄰而東瀕於海。

這個範圍就是宋代福建路的所在。《淳熙三山志》對這個地方的自然地形有

簡短但清楚的描寫： 

閩宅東南，負山而舐海，由建、劍至嵩溪，巖壑夾駛，不留其間。州縣若

鎮，雖僅啟郭，竟不能容與十數里。道出甘洲，山川揖遜，乃百里如掌。

海潮漲滷至東峽，激淡潮而西，脈絡敷貫，委蛇詳緩。4 

大體上，這裡是一個西北高、東南低的地形，河川蜿蜓於山嶽之間而不少留。

一直到福州附近，地勢才逐漸緩和，一直延伸到海。 

  宋代的福建路領有六個州、二個軍，分別是建州、南劍州、邵武軍、汀

州、福州、泉州、興化軍、漳州。其中，建、劍、邵、汀又稱為上四州，「其

地多溪山之險」，而福、泉、興、漳號下四州，「其地坦夷」5，且因近海，有

漁鹽之利，常常較上四州富庶。屬於下四州的福州位於福建路東北隅，以北

                                                                                                                                       
著於甲令，可舉而行。自五代離亂，百司廢墜，匱神乏祀，闕孰甚焉。按《祠令》，先

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祀官以本州長官，有故則上佐行事。官

告祭器，送諸陵廟。」並置守陵五戶。張栻所領州的堯和舜廟應當是一般民間成立的祠

廟，因此不列入祀典，而使得張栻有這樣的請求。詳見(元)脫脫，《宋史》，冊8，「禮
志．先代陵廟」，卷105，頁2558；2560。 

  4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宋元方志叢刊〕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2，「地
理類二．敘縣」，頁7797。 

  5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北京：中華書局，2003)，冊4，卷128，「風俗形勝」，頁3648。 



宋代的福州及其祠祀概況 ．13． 

和兩浙東路的溫州相接，南與泉州和興化軍為鄰，西接壤於建州和南劍州，

而東則瀕於海。領有十三個縣，七瀕海而依山四。瀕海的縣分別是福清、長

樂、閩縣、連江、羅源、長溪和寧德；依山的四縣則是古田、閩清、永福和

福安；另外有二縣挾閩江而立，分別是侯官和懷安縣。6 

 
  雖然唐朝以前的福建，因自然環境險惡而被當成是化外之地7，但是在中

國漫長的歷史長河中，福建早已佔有一席之地。春秋戰國時代，這裡是閩越

族的聚居地；秦始皇二十六年(220B.C.E.)，兼併東方六國，睢平百越，置閩中

                                                      
  6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中只記錄領縣十二，其中沒有福安縣。這是因為《淳熙三山
志》完成於淳熙九年(1182)，而福安縣是在淳祐五年(1245)才設置，所以梁克家沒有提到福

安縣。今依(明)陸以載 等纂，《(萬曆)福安縣志》修正。 
  7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台北：稻禾出版社，1997)，頁426。 

地圖1：南宋時期的福州 

 
據譚其驤 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冊6，「南宋．福建路」，
67-68繪製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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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於是地。閩中郡，據考證，實不只福建一地而已，往北可到浙江的溫、處、

台三州，以西到江西的鉛山縣，往南到粵北一帶，大約就是閩越人居住的範

圍。8漢初對閩越採取懷柔政策，恢復原來閩越族君長的王號。助漢伐楚有功

的騶無諸，於漢高祖五年(202B.C.E.)被冊封為「閩越王」，成為雄據原閩中郡

一地的諸侯王。但是緣於叛服無常，確為不易治之地。元封元年(110B.C.E.)，

漢武帝採取秦朝遷徙六國豪強的策略，徙其豪民於江淮間，廢藩國，行郡縣制。

9入漢郡縣的大部分時間，福建均隸會稽郡統轄。獻帝建安元年(196)，福建陷

入豪強自立的局面，賴孫策平定，畫分五縣。其中「侯官」一縣，即指福州

地。晉太康三年(282)，侯官縣改名為「晉安郡」，建新城、設城隍廟。六朝至

唐初，福建的郡縣名屢屢改變，行政區畫愈來愈細，縣分數目逐漸增加。 

  唐玄宗開元十三年(725)設置了福州都督府，福州之名首度出現於史書。

乾符五年(878)，黃巢為亂東南，福建深受其害。亂後，唐朝對此地的控制漸

形薄弱，躲避北方戰亂的豪強陸續移入福建，唐朝均授其節度使之職。是時，

福州屬於威武軍節度使，最有名者是王審知(862-915)。王審知管理期間，是唐

朝以來福州發展最迅速的時期，不但建了「甘棠港」通舟楫通商往來，亦增

築城池以增加防備。後唐同光三年(925)卒，莊宗謚之為「忠懿王」，被視作十

國之閩國的創立者。長興四年(933)，王審知子王延鈞(926-935)僭號稱王，正式

成立閩國，首都即設在福州。閩國時期是福州宗教活動的發達期，不僅佛教

寺院廣建，道教和民間巫術更和國家統治者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王氏家族內

亂，加速閩國的衰落。開運三年(946)，南唐重創閩國；乾祐元年(948)，被吳

越國併滅。宋太宗太平興國三年(978)，吳越國王錢俶舉族歸順趙宋王朝，福

州一地正式成為宋朝的領土，仍置威武軍節度使，隸屬兩浙西南路。不論是

福州都督府、唐末的威武軍節度使或宋初的威武軍節度使，其範圍都比宋代

的福州大得多。到雍熙二年(985)，福建路成立，福州建置正式確立，地名沿

用至今。10自漢末到宋初，福建一地的行政區域畫分愈來愈細，宋福州的雛

                                                      
  8 朱維幹，《福建史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冊1，頁23-24。 
  9 朱維幹，《福建史稿》，册1，頁43-44。 
 10 關於福州入宋後的建置沿革，《淳熙三山志》載：「皇朝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復
為威武軍，領州六、軍一，屬兩浙西南路。四年，領軍二。六年，縣十二。雍熙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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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逐漸浮現。這種演變過程，與漢末和唐末以來，北方戰亂不安，江南成為

北方移民的庇護之地有關。 

  行政區一再重劃，與人口成長脫不了關係。唐末以來，福建除了增加南

劍州、興化軍和邵武軍之外，各州之中也增加了一些縣分。福州就增加了閩

清縣、寧德縣、懷安縣和羅源縣，是福建各州之冠，新增縣數約33%11，反

映出北人南移的潮流。 

  東漢末年的動亂、晉朝時的永嘉之亂，以及後來建國南方的幾個王朝，

被認為對福建地區的開發有所幫助。雖然這些朝代的規模有限，並且只集中

在沿海的幾個河口地區，例如福州的閩縣。就算多少帶來一些中原文化，也

由於他們大多集中在長江流域，對福建的開發幫助並不大。但以後的戰亂，

範圍已經更大，迫使人口往更南邊的福建遷徒。12唐末五代，中原板蕩，大

量人口遷往福建地區，這可從戶數的變化和行政區域的調整可以出來。在人

口方面，幾個從唐代以來就存在的州，如福州、建州、泉州和漳州，人口一

直是「成長」的趨勢，而其中人口最多的是福州，從唐開元二十九年(741)有

39,527戶、唐天寶十二年(753)有34,084戶、唐元和九年(814)有19,455戶；到了

錢氏納土後的太平興國五年(980)，主客戶合計有94,475戶、元豐三年(1080)則

主客戶合計有211,552。13從太平興國五年到元豐三年的一百年間，福州的主

客戶數增加了117,077戶。如果以每戶大約有五口計14，則就增加了約585,385

人。 

  靖康之難造成另一波移民潮。《淳熙三山志》記錄了一段從北宋到該志

書完成的淳熙年間，福州人口的據烈變化： 

                                                                                                                                       
始為福建路。」詳見(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地理類一．敘州」，頁7796。 

 11 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與其影響》(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
員會，2004)，頁168-169。 

 12 葉紹翁曾經在《四朝聞見錄》中這樣說：「紹興和議既堅，淮民始知生聚之樂，桑麥大
稔。福建號為樂區，負戴而之者，謂之『反淮南』。⋯⋯自開禧兵變，淮民稍徙入於浙、

於閩。」戰爭的擴及範圍已經越來越大，淮河已經變成南宋朝的北界。詳見葉紹翁 撰，
沈錫麟 等點校，《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97。 

 13 顧立誠，《走向南方：唐宋之際自北向南的移民與其影響》，頁134。 
 14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三聯書店，2000)，頁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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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德澤深渥，邦民皓首不識兵革，以故生齒繁毓。國初，主客戶凡九萬

四千五百一十，景德一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二，治平一十九萬七千一百七

十六，元豐二十一萬一千五百四十六。建炎以來，戶至二十七萬二百有一，

口四十七萬七千三百四十四。以今較之，戶加建炎五之一，口加三之一。15 

天下太平引起人口的自然增加，而戰火紛起則造成人口的社會增加。建炎年

間(1127-1131)的主客戶，有270,201戶，丁口477,344口；若以一戶五人來計算

的話，應該有1,351,005人。而淳熙年間(假設是《三山志》完成的淳熙九年(1182))，

戶數約是建炎時的1.2倍，則應有324,241.2戶，丁口數約是建炎時的1.3倍，

則應有丁口620,547.2口；若以一戶五口計算，則約有1,621,206人。建炎時的

人口較元豐時(211,546 X 5 = 1,057,730)的人口多了約293,275人；建炎時的人口和

淳熙九年時的人口約多了270,201人。建炎至淳熙短短幾年間，人口的增加就

足以和元豐到建炎時增加的人口並駕齊驅，證明了移民人口增加之快。這還

只是一般的民戶而已，官戶、寺觀戶並沒有列入在內，二者就佔了3,917戶。16另

外還可能有一些無法計算的流動人口，因此，南宋以後的福州，人口可能還

更多。研究宋代人口的困難，學界已有很多的討論，以上的數字並不足以證

明福州人口的數目，但是，卻能夠告訴我們從唐末到南宋福州人口的程度，

的確符合北人南遷的潮流。 

二、經濟與人文成長 

  「惟昔甌粵險遠之地，為今東西全盛之邦」17，唐以前的福州雖然質樸

無文，從宋代開始，福州迅速發展，成為在經濟及文化上相當發達的地區。

北方移民是促進福州發展的主因。 

  人口增加勢必造成謀生的問題。福建山多，地狹人稠，當原有的農業不

足供給所需，也無法吸納丈多的人口務農時，開闢新的可耕地，興修水利即

成為另一個解決的方式。在上四州的多山地區，出現了「層高而田」的梯田，

                                                      
 15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類一．戶口」，頁7880。 
 16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類一．戶口」，頁7880。 
 17 張守，《毗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謝除知福州到任表〉，13b-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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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下四州臨海、臨江地區則出現海田、沙洲田這樣的可耕地。福州倚廓三

縣——閩縣、侯官縣和懷安縣就有不少海田和沙洲田。即使想方設法，與山

海爭地、窮盡地利；儘管有「兩熟潮田世獨無」的美譽，然而，再辛勤工作、

增加種田的人手，結果仍是「歲雖大熟，食且不足，田或兩收，號再有秋，

其實甚薄，不如一穫。」而號稱富豪之家者，和江浙地方相比，實為千里之

差。18結果，人們只得改變農業經營的模式，或是從事其他行業謀生。19農業

方面，種植可供商品交換的作物，如甘蔗、荔枝、甘橘、茶樹等。養魚、織

品手工業、打鐵業以及印刷和造紙等，在宋代的福建也已經享有一定的聲

譽。20 

  有了可交易的產品，自然促成商人生成。他們經營長程的貿易(不論是海

路或陸路)，自北宋以來就相當有名，而汲汲營利的風氣，北宋時已然如此。21經

                                                      
 18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2，「版籍類三．沙洲田、海田」，頁7887；卷41，「土
俗類．物產」，頁8251。又梁克家記載：「今民田若地八萬二千餘頃，食民五十七萬九
千，黃中小老不計。」平均一個人只能得到四畝多的地，土地相當窘迫。見(宋)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類一．戶口」，頁7881；鄭學檬，《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
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287。又衛涇，〈福州勸農文〉言：
「負山之田歲一收，瀕海之稻歲兩穫。」見(宋)衛涇，《後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卷19，〈福州勸農文〉，27b-28a；陳藻〈田家婦詩〉云：「蒔秧郎婿晚歸來，白面勻裝
是乃妻。笑說福唐風俗惡，一田夫婦兩身泥。」見(宋)陳藻，《樂軒集》〔文淵閣四庫全
書〕，卷1，〈田家婦詩〉，17b；(宋)劉爚，《雲莊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7，〈福
州勸農〉，16b-17a；又方大琮〈項卿守博文書〉：「亦緣土狹民稠，雖豐年無半歲糧，
全仰廣舟外之來者，⋯⋯大家谷食不多，非如江浙家以萬計者皆米也。今家有二三百石

甚可數，且半是糠粃，而小產尤可憐憫。」見(宋)方大琮，《鐵庵集》〔文淵閣四庫全書〕，
卷21，〈項卿守博文書〉，1b-5a；真德秀言：「況閩之為俗，土瘠人貧，號為甚富者，
視江浙不能百一。」見(宋)真德秀，《西山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癸酉五
月二十二日入直奏事：奏劄二〉，30b-33a。 

 19 (宋)方大琮，〈廣州丁未勸農〉：「向聞南米升三四錢，厥後騰踊。去秋雖稔，猶七八文。
向聞南田膏腴彌望，畝直不多，今或十貫，不為甚低。然比閩浙間，食貴米，耕貴田，

費與幾倍。」見(宋)方大琮，《宋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33，〈廣州丁未勸農〉，頁727；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頁428。 

 20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頁428-430。 
 21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頁433-436；(宋)蔡襄，〈福州五戒〉：「凡人情莫不
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并，商賈斯謾，大

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詳見(宋)蔡襄，《莆陽居士蔡公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
叢刊〕第86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25，〈福州五戒〉，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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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開發，商業發達之流風所及，社會風氣為之丕變。原來等級分明的社會，

因經濟發達，到南宋以後已逐漸消弭。累積足夠的家資，自然能夠在生活上

多打點，從事商業化農作的農販和一般市井小民，改變最為明顯。22 

  有能力轉投資於商業者，得以追逐流行，而無餘力的人，生活可能會過

得更辛苦。前面曾經說過，福建的土地極狹，縱使一年可以兩獲，但是所得

仍不甚豐厚。至若用於「養生送死之費」、「縣官征稅之輸」，往往已經所剩

無幾23，甚至有終其一生而「未嘗識銀者」。24。沒有多餘的錢貨生養兒女，

溺殺嬰兒、讓兒子出家，就成了福建的現象之一。 

  宋代福建的佛教盛行，五代時期據地福建的閩國王氏倡建佛寺，支持佛

教發展，居功厥偉。福建的寺院數量號天下之冠，一般民家在家裡也有私設

的佛堂，而且行游於外地的僧人也大半是福建人。而福建路諸州又以下四州

的佛寺最多，奉佛最為虔誠。25以福州來說，北宋的時侯，領有度牒的僧人

有32,795人，未剃度的童行有18,548人；南宋淳熙年間減少了許多，但仍有

僧人11,530人、童行2,915人，其中，又以倚廓的三縣占最多，分別是閩縣僧

人1,800人、童行488人；侯官縣僧人1,950人、童行507人；懷安縣僧人871人。26

                                                      
 22 《淳熙三山志》對商業發展所造成的「名分僭越」和「奢靡風氣」，有如下的描述：「閩
俗諸節，最重元日，冬至次之。是日，享祀畢，序拜，稱觴祝壽於尊者。⋯⋯自縉紳而

下，士人、富民、胥吏、商賈、皂隸，哀服遞有等級，不相略相陵躐。士人冠帶，或褐

籠衫；富民、胥吏皂杉；農販、下戶白布襴杉；婦。人非命婦不敢用霞帔，非大姓不敢

載冠、用背子。自三十年以前，風俗如此，不敢少變。又其稱呼，士人非實讀書，不稱

秀才；豪門大戶，爹呼父，娘呼母；其婢僕及在已下，呼之曰郎君、曰娘。農販下戶，

罷呼父，妳呼母；其黨類及在已下，呼之曰叔、伯，曰嫂，錙銖甚嚴。雖驟富驟貧，不

可移易。故其名分類素定，歲時揖遜俯伏，井井可觀。三十年來，漸失等威，近歲尤甚。

農販、細民，至用道服、背子、紫杉者，其婦女至用背子，霞帔，稱呼亦反是，非舊俗

也。」見(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土俗類．歲時」，頁8247。 
 23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2，〈癸酉五月二十二日入直奉事：奏劄二〉，30b-33a。 
 24 (宋)廖剛，《高峰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投省論和買銀劄子〉，21a-23a。 
 25 黃幹〈處士唐君煥文行狀〉云：「王氏入閩，崇奉釋氏尤甚，故閩中墖廟之盛，甲於天

下。家設木偶、繪像、堂殿之屬，列之正寢，朝夕事之惟謹。髠其首而散於他州者，閩

居十九焉。」見(宋)黃幹，《勉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37，〈處士唐君煥文行狀〉，
15a-17b。又見(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5，〈建寧府開元
禪寺戒壇記〉，39b-41b。 

 26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類一．戶口」，頁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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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宋到南宋，雖然僧人的減少和寺院數目的減少雖然是並行的27，但是，佛

教在福州的吸引力仍然很大，除了宗教或心理上的依賴外，更值得注意的是

他們擁有的龐大資產。 

  福州寺田之起，起於閩國王氏，到了宋朝，仍然沒有改變這種土地占有

的情況。《淳熙三山志》記載，「浮屠氏田，若地二千餘頃，食僧徒一萬四千

餘人。」而「民七人共百畝」，僧僅二人就可分得百畝之田。據黃敏枝統計，

宋朝福州寺田，一共有23,127頃。加以僧徒不入徭役之列，所得則富盡入己

手。28上等田土盡入寺院，而中、下的田土才輪到一般人民手中。29僅占全州

0.46%的寺戶就擁有全州21.9%的可耕土地，其中又絕大多數是上好的田土30，

無怪乎有的人愈益貧窮，有的人轉往商業貿易，和宋代福建的商業發展正好

合流。 

  無以為生者，至若入寺院為僧行，則可免去缺衣少食之苦。因此，福州

貧困家中「多餘」的孩子，便被送進寺院為僧人。入寺為僧，不僅可免去徭

役之苦，也降低福建諸路「生子不舉」的風氣在福州發生。31加上南宋以後，

                                                      
 27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唐)懿宗一百二，僖宗五十六，昭宗十八。窮殫土木，
憲寫宮省，極天下之侈矣。而王氏入閩，更加營繕，又增寺二百六十七，費耗過之。自

屬吳越，首尾才三十二年，建寺亦二百二十一。自前至此，共為寺七百八十一，特以會

到有起置年月者計之，餘或更名，或重建，不可知也。雖歸朝化，頹風弊習，浸入骨髓。

富民翁嫗，傾施貲產以立院宇者無限。慶曆中(三年)，通至一千六百二十五所。⋯⋯紹興
以來，止一千五百二十三，今州籍縣申猶一千五百四。」詳見(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
卷33，「寺觀類一．僧寺」，頁8147。 

 28 《淳熙三山志》載：「僧戶與民戶參半，以今籍較之，直民田五之一。今民田若地八萬
二千餘頃。食民五十七萬九千，黃中小老不計。浮屠氏田，若地二千餘頃，食僧徒一萬

四千餘人。是民七人共百畝，而僧以二人食之，民產錢八千緡有奇，僧寺一千五百，不

啻當民八之一。」見(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10，「版籍類一．戶口」，頁7881；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9)，頁125。又蔡襄曾
言：「七閩之地，南遠宮庭三千餘里，邊江海而圍山岳，土地磽确。所居之地，家戶茲

密，有欲耕而無尺土者，有畜積踰年即為陶朱猗頓之富者，何哉？昔者僭王相繼竟取良

民膏腴之田以入浮屠氏，國朝以來因而不改，故學浮屠者絕無徭役，第食不乏而衣有餘

耳。人惡焦苦而竟樂為之。」見(宋)蔡襄，《端明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7，〈上
運使王殿院書〉，1a-7a。 

 29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頁121。 
 30 黃敏枝，《宋代佛教社會經濟史論集》，頁126。 
 31 (宋)魏了翁，《鶴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80，〈孫武義墓誌銘〉，12b-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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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牒考試制度不行，買賣泛濫，終於造成「道路逢人半是僧」的奇異景像。32這

還只是在福州見到的而已，若是加上雲遊四海的閩籍僧人，相信還要更多。 

  除了出家為僧，由農業轉作其他技藝以謀生，在福建也是司空見慣。最

常見的就是從道、業儒與販賣技藝。福建的道士、士人和賣藝之人，在宋代

因有「多惟閩人為巧」的評價，故有享有其高的名聲。曾豐如是評斷： 

故凡天下之言士、言道釋、言技藝者，多惟閩人為巧，何則？多且難使然

也。多之中不競易而競難，難之中不競扭而競巧，不巧求而獲者有矣，未

有巧求而不獲者也。故閩人之凡為技藝者，多擅權門通肆以遊，凡為道釋

者，多名山大地以居，凡為士者，多擅殊舉異科以進。33 

看來，是道士、儒士以及技藝人之間的激烈競爭，助成了閩籍道士、儒士和

技藝人的名聲。在福州，「四民皆溢，雖樂歲無狼戾，能執伎以遊四方者，

亦各植其身。」34轉做他業，在宋代的福州似乎已經形成一股風氣，袁采對

這種行為也頗為認同，只要不辱祖先就可以了。35 

  移民既帶來了北方的文化，又有轉適儒業、應科舉的氣候，加以經濟繁

榮和高官輩出，在朝廷握有重權，在中央形成一股勢力，而閩學又在南宋的

思想界裡占著支配的地位36，在在帶動著福建的文風。 

  中原文化傳入福州，是在漢武帝時期。元封元年(110-105B.C.E.)，閩越國

滅，移入福建的漢人多了起來。不過，此時的中原文化在福州尚無法形成一

股氣候，緣於移民的數量和規模都很小，傳播的文化有限。不過，漢末以來，

                                                      
 32 (宋)汪應辰，《文定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3，〈請免賣寺觀趲剩田書〉，4b-7b；

(宋)謝泌，〈閩中〉，收入(明)葉溥 等修纂，《(正德)福州府志》〔點校本〕(福州：海
風出版社，2001)，冊2，卷38，「文翰志．題咏」，頁504。 

 33 (宋)曾豐，《緣督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7，〈送繆帳幹解任詣銓改秩序〉，10b-12b。 
 34 (宋)祝穆 撰，施和金 點校，《方輿勝覽》(北京：中華書局，2003)，冊1，卷10，「福
州．風俗」，頁163。 

 35 袁采云：「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卻為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為儒。
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奉。

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

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為也。」見(宋)袁采，
《袁氏世範》〔叢書集成．新編〕第33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2，頁154。 

 36 斯波義信，《宋代商業史研究》，頁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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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地南方的政權悉心經營，中原文化由遷居福建的北人，從東部的河口地帶

傳入福建內地。而首當其衝者，就是位於福州的閩江。37唐朝開科取士，神

龍年間(705-797)，首度有福州人薛令之中舉登第。到了唐末，福州已經享有「海

濱洙泗」的美譽。38入宋以後，福州文風仍居七閩之冠，官學設置普遍，州

設州學，縣設縣學，而有「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弟子員常數百人」的說

法。39更有甚者，「人被詩書之澤」，使得「家盡絃誦，人識律令，非獨士為

然。農工商各教子讀書，雖牧兒饁婦，亦能口誦古人語言。」40似乎全民都

籠罩在一股讀書的風氣中，即使是不識字的小兒和婦人，在耳濡目染之下，

也能對經書內容有所記憶。 

  文風盛行所及，福州在宋代的科舉考試中一枝獨秀，不只甲於全路，也

甲於全國之外41，還造就出不少有名的理學家，如陳襄、陸祐、林之奇、林

亦之、王蘋、黃榦等人。以朱熹為首的「閩學」，尤其影響福建的社會，在

                                                      
 37 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
頁24-39。 

 38 《輿地紀勝》云：「晉永嘉中(307-313)，衣冠趨閩，自是畏亂無復仕者，故六朝之間，仕

宦名迹晦如也。唐興，天下翕然尚文。神龍中，州人薛令之始登上第，其後李錡、常袞

咸以崇學校為意，於時海濱之上幾及洙泗，如歐陽詹、林蘊咸登於朝。」見(宋)王象之，
《輿地紀勝》，冊4，卷128，「風俗形勝」，頁3648。 

 39 〈林尚仁端隱吟稿〉言：「七閩山川奇秀，行建劍以南，⋯⋯為人物皆瓌偉俊，明抱負
之美，至不減中州，故擔簦負笈來試於京者常半天下。家有庠序之教，人被詩書之澤，

而仕於朝，為天子侍從、親近之臣、出牧大藩，持節居方面者，亦常半。而今世之言衣

冠文物之盛，必稱七閩，吾福又七閩之盛也。」見(宋)陳起 編，《江湖小集》〔文淵閣
四庫全書〕，卷33，〈林尚仁端隱吟稿〉，1a-1b。又按照賈志揚(John Chaffee)的統計，宋

代的福建路，每個州都設有州學，比例100%；每個縣都有縣學，比例也100%；而總共有
85個私學。詳見賈志揚(John Chaffee)，《宋代科舉》(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
頁202-204；(宋)朱熹，〈福州州學經史閣記〉，收入福建省通志局 纂，《福建金石志》
〔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第1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頁202-204。 

 40 (宋)方大琮，《宋寶章閣直學士忠惠鐵庵方公文集》，卷33，〈永福辛卯勸農文〉，頁724。 
 41 兩宋時期福建各地進士數量比較表： 

沿海地區 內陸地區 地域 
福州 興化軍 泉州 漳州 建州 南劍州 邵武軍 汀州 

北宋 550 468 344 83 809 216 107 39 
南宋 2,249 518 592 185 509 315 88 23 

    該表摘自林拓，《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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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學術界有重要的地位。朱學中，和民間信仰息息相關的是朱熹的鬼神

觀。朱熹除了堅守傳統儒家「不語怪力亂神」、「敬鬼神而遠之」的理念，對

於「鬼神」的存在並不否認。他用「氣」的觀念解釋鬼神的存在，將人們祭

神禱鬼的現象「合理化」。42其對民間信仰的影響，從南宋福州的廟記、碑文

就能看得出來。 

 

  漢末，中原戰亂，促進了福州的開發。大量的移民一步一步地向江南移

動，最後到了福州。和移民現象互為表裡者，是行政區域的重劃。自漢武帝

廢藩置郡縣，將福建納入漢朝的郡縣制度以來，雖然屢屢更名，新郡縣也隨

之設立。入宋以後，「福州」的建置正式確立，並領十三個縣。商品化經濟、

科舉上的領導地位、讀書風氣盛行、佛寺和僧人的驚人數字，以及道士和販

藝人士的響亮名聲，都是漢人移入福州後所造成的影響。競爭的科舉環境、

商品間的區域交換、大量的佛教僧侶、道士和賣藝人雲遊各地，對福州民間

信仰所產生的影響不可忽視。 

第二節 民間祠祀及其現象 

閩之風俗，祭祀報祈，比他郡國最謹，以故祠廟之盛，甲於四方。斧斤丹

堊，靡有貴巧，重門傑閣，煥然相望。43 

這二句將福州祠祀之盛表露殆盡的話，出自陸游為福州撰寫的祈雨文。《輿

地紀勝》也以「僊人釋子之宮，縹緲於三山煙翠間」一句話描繪福州的宗教

環境。44若說福州的人文景觀，一定少不了點綴在山水間的寺觀祠廟。福州

多山水，不但佛寺和道觀依山傍水而立，許多民間神祇的神話傳說，也多和

山水有關。在佛教方面，鼓山、雪峰山是著名的大山門；在道教方面，霍童

山是傳說「三十六洞天」之一的「霍童洞天」。和民間祠祀相關者更是不計

                                                      
 42 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頁325-327。 
 43 (宋)陸游，《渭南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4，〈福州城隍昭利東嶽廟祈雨文〉，

11b-12a。 
 44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冊4，卷128，「風俗形勝」，頁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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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數，例如金鎖江之於金崎廟、螺女江之於螺女廟、鱔溪之於善溪沖濟廣應

靈顯孚佑王廟、高蓋山之於花林廟。山川與福州宗教生活的密切關係，從《淳

熙三山志》裡，梁克家將山川附於「寺觀類」，便可略知一二。而眾多的神

話故事，正好反映福州民間信仰的複雜性。 

  本節焦點在討論福州諸縣祠祀的成因和性質，所有在宋代已經存在的祠

祀，可見附錄「表3：宋代福州諸縣祠祀」。 

一、諸縣祠祀的成立 

  各式各樣的因素，促成福州諸縣祠祀的成立。分析一個祠祀，有幾個方

向可以注意，一是神祇的來源，一是成立的朝代，一是被祀的原因。 

(一)神祇來源 

  地方祠祀的神祇來源，通常來自二方面，一是在本土形成的祠祀，當地

的人們基於某些理由，將某些物品或死去的人物當成祭祀的對象，向他們祈

求消災解厄，或期許一個幸福的未來；一是外地傳進來的祠祀。雲遊四海的

宗教人士、在區域間從事買賣的商旅，都會造成某個神祇由一地傳至另一

地。當地，其基礎奠於「靈驗」。是本地，或是外來，都依賴地方志的敘述

來斷定。如「表1-1：福州諸縣祠祀神祇來源統計」顯現，諸縣神祠的來源被

分為土神，指的是源自福州各縣本土的神祇；外神，指從福州，或福州諸縣

以外的地方傳進來的神祇，他們在本縣是土神，在外縣則是外神。少數的神

祇，因地方志的敘述不足，難以判斷。 

 

表1-1：福州諸縣祠祀神祇來源統計 
來源 朝代 唐代 五代 宋代已有 宋代 不明 總計 比例 

數目 37 21 34 70 8 170 68.3% 
土神 

比例 21.8% 12.4% 20.0% 41.2% 4.7% 100.0%  

數目 8 5 11 31 20 75 30.1% 
外神 

比例 10.7% 6.7% 14.7% 41.3% 2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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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目 0 0 0 4 0 4 1.6% 
不明 

比例 0.0% 0.0% 0.0% 100.0% 0.0% 100.0%  

數目 45 26 45 105 28 249 100.0% 
總計 

比例 18.1% 10.4% 18.1% 42.2% 11.2% 100.0%  

 

  經過篩選統計的結果，福州大部分祠祀均源於本地(土神，68.3%)，少部分

從外地傳入(外神，30.1%)。以成立朝代分析，則可以看到不論是土神或外神，

成立於宋代者居多，所佔來源比例分別是41.2%和41.3%；唐代居次，分別佔

來源比例是21.8%和10.7%；五代最次，分別佔來源比例12.4%和6.7%。成立

於漢、晉以來的祠祀，比例雖高達20.0%和14.7%，多於五代，但因其橫跨的

時間較長，故與各朝代相比，遠不如唐代以來的數量密集。土神與外神的數

目隨時間的推進呈現正成長的狀況，顯示福州自唐朝以來，內部開發與對外

交通越來越發達。 

(二)始建朝代 

  見「表1-2：福州諸縣祠祀始建朝代統計」。要說明的是，「始建朝代」是

指該祠廟在福州首次建立的時間。若是地方志的敘述中有明確說明其成立朝

代的，則注出朝代；若無，則依照地方志中的敘述加以斷代，例如是否獲得

宋朝賜給的廟額或封號。如果曾經得到宋朝的恩賜，那其在宋代必然已經存

在。 

  是否在宋代已成為區域性的祠祀，也是用來判斷的標準之一45，例如「林

愿季女」，即天后或天妃(台灣俗稱媽祖)的信仰，源於福州南部的興化軍莆田

縣；五通神或五顯神的祠祀，幾乎福州各縣的地方志都有列入。福州最早的

                                                      
 45 韓森(Valerie Hansen)參考宋元方志資料，舉出四個在宋代末期已經形成區域性祠祀的神

祇：梓童、天后、張王和五顯。他認為這些神祠的分布地多在重要水路交通線沿線。根

據這一點，就算明清時期的福州地方志中沒有明確指出這四個祠祀建立的確切年代，但

因為他們在宋末已經是區域性祀祀，因而保留不刪。見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12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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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神祠祀，成立於唐末。據載，「王氏入閩，州邑閭井，許民咸得立祠」46，

福州信仰五通神的歷史，可能始於唐朝。張渤，即韓森所謂的「張王」祠祀——

祠山廟，也是福州流行的祠祀之一。目前最早記錄祠山廟的福建方志是《八

閩通志》，其言「閩郡祠之已久，頗著靈跡，郡人敬事之。」47因此，不排除

宋代福州已有此祠祀。48 

 

表1-2：福州諸縣祠祀始建朝代統計 
縣份 始建朝代 唐代 五代 宋代已有 宋代 不明朝代 小計 

數量 6 8 16 3 0 33 
閩縣 

比例 18.2% 24.2% 48.5% 9.1% 0.0% 100.0% 

數量 4 2 7 5 1 19 
侯官 

比例 21.1% 10.5% 36.8% 26.3% 5.3% 100.0% 

數量 3 1 4 6 0 14 
懷安 

比例 21.4% 7.1% 28.6% 42.9% 0.0% 100.0% 

數量 3 0 1 6 9 19 
古田 

比例 15.8% 0.0% 5.3% 31.6% 47.4% 100.0% 

數量 8 3 2 12 2 27 
長樂 

比例 29.6% 11.1% 7.4% 44.4% 7.4% 100.0% 

數量 8 1 2 12 0 23 
連江 

比例 34.8% 4.3% 8.7% 52.2% 0.0% 100.0% 

數量 3 0 3 9 0 15 
永福 

比例 20.0% 0.0% 20.0% 60.0% 0.0% 100.0% 

數量 1 1 2 16 6 26 
福清 

比例 3.8% 3.8% 7.7% 61.5% 23.1% 100.0% 

數量 0 2 0 5 0 7 
閩清 

比例 0.0% 28.6% 0.0% 71.4% 0.0% 100.0% 

                                                      
 46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62。 
 47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33冊(北京：書目文
獻出版社，1988)，卷58，「祠廟」，頁822。 

 48 林拓在其《文化的地理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中對福州閩縣祠山廟的建廟
原因：「顯於廣德州。歲大比，士子多謁夢於此，南渡自錢塘帶入。」不知其出自何處。

如果是「南渡自錢塘帶入」，那麼福州廟應該是進入南宋才有。詳見林拓《文化的地理

過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頁212。 



．26． 南宋福州民間信仰的發展 

數量 0 5 0 7 2 14 
羅源 

比例 0.0% 35.7% 0.0% 50.0% 14.3% 100.0% 

數量 3 1 5 6 4 19 
長溪 

比例 15.8% 5.3% 26.3% 31.6% 21.1% 100.0% 

數量 3 2 1 10 1 17 
寧德 

比例 17.6% 11.8% 5.9% 58.8% 5.9% 100.0% 

數量 3 0 2 8 3 16 
福安 

比例 18.8% 0.0% 12.5% 50.0% 18.8% 100.0% 

數量 45 26 45 105 28 249 
總計 

比例 18.1% 10.4% 18.1% 42.2% 11.2% 100.0% 

 

  「表1-2」顯示，有文獻可徵的祠祀，始成立於唐代的有45座，佔福州祠

祀總比例18.1%；成立於五代時期的有26座，佔10.4%；漢晉以來成立的祠祀

有45座，佔18.1%49；成立於宋代的祠祀有105座，佔42.2%；成立朝代不明的

祠祀有28座，佔11.2%。除了閩縣以外，絕大多的祠祀都是入宋以後才成立。 

  若從朝代的時間間隔來看，從漢朝到唐朝的九百多年間，祠祀成立的速

度遠不及唐朝以後。成立於唐朝的祠祀，主要集中在唐朝末期，可以說自唐

末到宋朝，才是福州祠祀主要的成立期。而祠祀的成立朝代，也是由河口地

帶逐漸朝內陸挺進。閩縣因位於閩江口，自漢朝設立郡縣以來，一直都是治

所的所在，因此祠祀的成立時間也比較早，像閩越王廟，金崎廟、大小亭廟

和爐峰廟，都是唐朝以前就成立於閩縣的祠廟。其中，除了閩越王廟屬於福

州的土著祠祀外，其他三廟都是中原移民在福州遇見神跡後所設立的廟。 

  唐朝中期到五代，祠祀大量增加。這時期成立的祠祀，主要仍集中在沿

海的閩縣、侯官縣、懷安縣、長樂縣、連江縣和長溪縣，說明沿海縣份仍是

唐中期以來人口較密集、受中原文化感染較深的地區，故保存的史料也較

多。這些祠祀，例如閩縣的「威靖廣威通濟王廟」，祀林浦，因避唐末中原

的戰亂而來到福州。其生前在沿海處鑿井以供行人，死後累著靈驗，因而被

                                                      
 49 包含成立於漢代、晉代以及唐以前朝代的祠祀，因為數量很少，所以併於「宋代已有」
一項一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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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為神。50連江縣昭利廟，祀唐觀察使陳巖的長子。乾符年間(874-880)黃巢亂

發，攻陷福州，因嘆無法解唐室燃眉之急，自誓死後當為神以濟世人。死後，

果然獲祀於連江縣。51內陸縣份祠祀增加較少，但也有因開發而成立的祠祀，

如古田縣寧境廟。寧境廟，祀劉疆。劉疆因於開元年間(713-742)有率領部眾開

發古田地區之功，死後被當地人祀為城隍神。52 

  宋朝以後，各縣的祠祀均大有成長，雖仍呈現東多於西的態勢，而內陸

諸縣祠祀的成長均已較五代以前為多。這個現象反映出宋代以後，越來越多

的人口往福州內陸移動，因此有更多關於內陸祠祀的資訊被記錄下來。 

(三)被祀原因 

  被祀原因是指「神」被立祀祭拜的緣由，是構成民間祠祀相當重要的元

素。本文依照地方志中的敘述，將被祀原因分成九類，分別是前代帝王、顯

靈、巫覡、護境、名宦、先賢、有功於民、忠節。資料不完整或被祀原因無

法歸納為前八類者，則屬於其他類。相關統計見「表1-3：福州諸縣祠祀神祇

被祀原因統計」。 

 

表1-3：福州諸縣祠祀神祇被祀原因統計 
原因 朝代 唐代 五代 宋代已有 宋代 不明 總計 比例 

數量 0 1 3 0 2 6 2.4% 
前代帝王

比例 0.0% 16.7% 50.0% 0.0% 33.3% 100.0%  

數量 23 13 18 34 22 110 44.2% 
顯靈 

比例 20.9% 11.8% 16.4% 30.9% 20.0% 100.0%  

數量 5 4 0 3 0 12 4.8% 
護境 

比例 41.7% 33.3% 0.0% 25.0% 0.0% 100.0%  

數量 5 1 5 13 0 24 9.6% 
名宦 

比例 20.8% 4.2% 20.8% 54.2% 0.0% 100.0%  

                                                      
 50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58，「祠廟」，頁821-822。 
 51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64。 
 52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類三．諸縣祠廟」，頁7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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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 0 0 0 11 0 11 4.4% 
先賢 

比例 0.0% 0.0% 0.0% 100.0% 0.0% 100.0%  

數量 4 2 1 5 0 12 4.8% 
有功於民

比例 33.3% 16.7% 8.3% 41.7% 0.0% 100.0%  

數量 5 0 2 5 1 13 5.2% 
忠節 

比例 38.5% 0.0% 15.4% 38.5% 7.7% 100.0%  

數量 3 5 16 34 3 61 24.5% 
其他 

比例 4.9% 8.2% 26.2% 55.7% 4.9% 100.0%  

數量 45 26 45 105 28 249 100.0% 
小計 

比例 18.1% 10.4% 18.1% 42.2% 11.2% 100.0%  

 

1、前代帝王 

  因帝王為祭祀者，主要是曾經被冊封在福建，或是立國於福建的人。屬

於該原因之祠祀，僅佔總比例2.4%。而符合此條件者只有三個對象，一是閩

越王騶無諸、閩越王郢和五代閩國的開國君主王審知。騶無諸和郢的祠祀成

立於漢朝，而王審知的祠祀則成立於吳越國滅閩國之後。三人的祠祀都集中

在倚廓的閩縣、侯官縣和懷安縣。 

  閩越王騶無諸，史記載「其先皆越王句踐之後也，姓騶氏。」秦末天下

大亂，附和諸侯滅秦，反對項羽而助劉邦。漢高祖五年(202BCE)，被漢封為閩

越王，以秦時的閩中郡為基地，都城建在福州冶山，是後代福州州城所在地。53

無諸死後，人於其冢旁建廟祭祀，是為閩越王祖廟。唐大中年間(847-860)，建

立新廟於釣龍臺西，即武烈英護鎮閩王廟。以後，民間或官方的祭祀遂多集

中在新廟，祖廟漸不受重視，以致廟產為居民侵匿、廟貌傾圮。直到明朝弘

治年間(1488-1506)，才又將之恢復。54五代閩國時期，該祀已經列於閩國的官

方祠祀，封神為「閩粵王」。宋初因之，改封「顯聖武勇王」。政和、宣和、

建炎和紹興年間，因有助宋抵禦外侮、剿滅盜罪的神跡，王及佐神屢屢獲得

                                                      
 53 (漢)司馬遷，《史記》〔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卷114，「東越列傳」，頁

2979。 
 54 (明)葉溥 等修纂，《(正德)福州府志》，冊2，卷31，「祀典志」，頁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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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封。55 

  忠懿王廟，奉祀閩國開國君主王審知。王審知於唐末黃巢之亂時來到福

建，乾寧四年(897)官拜威武軍節度兵馬副大使。唐天祐元年(904)，封為琅琊

王，後梁開平二年(908)封為閩王。後唐同光三年(925)薨，諡號「忠懿」。祠祀

成立於吳越滅閩之後(946)。王審知修身嚴謹。福建在其統理其間，一方面敬

奉北朝正朔，幾度輸貢，作一方之守臣；一方面建設地方，開田野、闢阡陌，

便利水陸交通以通舟楫之利。建學設校，禮賢下士，使福建成為動亂中的樂

土。後因其子內鬨，僭位稱王，互相殘殺，致使王審知香火無人供奉。閩地

士農工商因感其恩德，咸欲立廟建祀。後晉開運三年(946)，閩國入吳越地，

吳越國以「興滅繼絕之義」，會同庶民建祀之思，便下命以王審知舊宅為「忠

懿王廟」，列入祀典，春秋二時如禮薦享。56該廟雖無宋朝的賜額或封號，但

於政和元年(1111)，以及紹興二年(1132)，由福州守臣羅畸、張守主持修撰。不

論是由信徒發起，或由官衙起意，守臣主持廟宇的修建，證明該祠祀的影響

力，連官方也不得不注意。 

  奉祀前代帝王的祠祀一共6座，然除了奉祀騶無諸和郢的祠祀外，其他

三座均奉祀王審知。而供奉他們的祠祀最早成立於閩縣，與其自古以來便是

福州的治所所在不無關係。而當移民大量進入福州，王審知扮演領導者的角

色，營造安定的生活環境，和後來王審知的祠祀成為佔該被祀原因最多數的

祠祀，其因果關係呼之欲出。 

2、顯靈 

  顯靈是民眾是否支持該祠祀的重要指標，沒有靈驗記錄的神祇，崇祀將

會式微，甚至消失。關於這點，韓森(Valerie Hansen)已經論證。57神明顯現靈跡

的方式，或是場合有很多，舉凡天災人禍，或私人固厄的化解，人們都可能

向神明祈禱，以求度過難關。福州的祠祀中，被列為這一項的廟一共有110

座，占總比例44.2%，是所有被祀原因中最高的一項。 

                                                      
 55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59-7869。 
 56 (宋)錢昱，〈重修忠懿王廟碑〉，收入福建省通志局 纂，《福建金石志》，卷6，頁11125-11128。 
 57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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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列入這類的祠祀，例如閩縣的祠山廟，祀張渤，原來是廣德軍一帶的

區域性祠祀。南宋以後，祠山廟已經成為享有全國性知名度的祠祀，而宋朝

對張渤及家父母妻子的加封，反映出其受信徒愛戴的程度。福州的祠山廟，

相傳「閩郡祠之已久」，很有可能在南宋時已經從浙江傳入福建，而且，很

受儒士歡迎。每當開科考之年，往往多到廟裡求夢。58該現象印證了福州競

爭激烈的科舉環境。植柱廟，位於長樂縣。傳說唐朝開元年間(713-742)，有一

漁夫見大木溯湍急的溪流而上，便將大木背負到下游。然而該大木仍然不停

上溯，於是，漁夫便將之視為神，供奉在溪旁石室裡，名之為「植柱廟」。

後來，有一洪氏女子在廟旁浣紗為水中蛟龍所吞，洪氏家人向神哭訴。不一

會兒，雨雷暴作，蛟龍被雷所劈，屍陳水濱，洪氏家人在蛟腹中得女屍體。

為報神恩，洪氏家人將自宅捐出為廟，並塑洪氏女像配祀。59古田縣的順懿廟，

祀女神陳氏。據傳其「家世巫覡」，能施法祈雨。死後靈跡顯著。一直到顯

靈於古田臨水洞斬除害人的白蛇之後，才被立廟建祀。60其他，如惠安明應

王廟，由於「歿而顯靈，⋯⋯水旱疾疫必禱焉」，或廣利威顯侯廟，廟神「嘗

自謂死當為神，⋯⋯及井，果著靈顯」，均得到當地人建廟立祠，並獲宋廷

封爵。 

  地方志有部分的內容會記載地方上曾經發生過的寇亂，有時會列入「災

異」，有時會附載於平亂之人的傳記，有時則附在顯靈助平寇亂的神祇內。

建炎、紹興年間，統治秩序失序，地方盜寇趁勢而起，兩二大寇亂——「葉

儂、范汝為之亂」，以及「海寇朱明之亂」危及福州，不論是平民恐慌而祈

求，或負責地方守備的官員祈禱，幾個神明顯現了禦寇的靈跡。例如連江縣

的靈勇廟和靈應廟神，以及寧德縣黃都相廟神，均曾於建炎二年(1128)顯靈，

禦葉儂入侵61；連江縣靈顯廟，祀神黃孟，嘗顯靈於紹興年間(1142)，禦海寇

                                                      
 58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58，「祠廟」，頁822。 
 59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類三．諸縣祠廟」，頁7876。 
 60 (明)劉曰暘 等修纂，《(萬曆)古田縣志》，卷7，「秩祀志．祠廟」，8a-8b。 
 61 (清)李菶 等修纂，《(嘉慶)連江縣志》，卷4，「壇廟志」，19a-19b；(清)魯曾煜 等修纂，
《(乾隆)福州府志》(乾隆十九年刊本；景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15，「壇廟二」，
頁378；(明)閔文振 等修纂，《(嘉靖)寧德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第41冊(上
海：上海書店，1990)，卷4，「異聞」，頁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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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攻擊縣治。62 

  福州西北高而東南低，山多而平原少。又因農耕極需灌溉水源，尤其是

海岸地帶的海田和潮田，因此取得水源便成為當務之急。除了挖湖貯水、以

龍骨車引淡水灌溉，祈求神明，確保用水無虞，亦是用來解決水源不足的方

法。古代認為龍王掌管雨澤，因此，向龍王祈雨是面臨乾旱時經常有的動作。

福州各縣幾乎都有龍王廟，例如竹林通應廟、會應廟、利澤廟、廣施廟、靈

淵廟等。「會應廟」，祀為五龍王，始成立於閩國時期。大觀二年(1108)，徽

宗下詔冊封全國五龍王廟神為廣仁王、嘉應王、孚惠王、義清王和靈澤王，

廟額統一為「會應廟」，成為全國位階最高的龍王廟。63然而宋朝以後，祈雨

已不再是龍王廟的專利。閩縣的善溪沖濟廣應靈顯孚佑王廟即因禱雨靈應而

著名。64 

3、護境 

  曾經保護、防禦福州免於盜寇入侵，死後因人們懷念其功勞而祀之為

神，被祀原因列為「護境」類。從整個福州來看，因「護境」而建祠的祠祀

共12座，僅佔總比例4.8%。總比例雖低，但各別朝代比例方面，唐代佔41.7%，

乃比例最高者；其次是五代，佔比例33.3%；宋代僅5座，佔比例25.0%。這

類祠祀大多集中在沿海的幾個縣份，分別是閩縣、侯官縣、懷安縣、連江縣、

福清縣、長溪縣、和寧德縣。沿海縣份因開發早，除了懷安縣，各縣在唐朝

時均已設置，是人口與經濟活動的集中區。又各縣臨海近，有溪流和海口可

通舟楫，交通上的便利因素，使之經常成為陸寇、海盜掠奪的目標。 

  福州有幾個祠廟因黃巢之亂而建立，例如閩縣的靈顯廟，其廟神劉行全

兄弟三人，有討平黃巢寇閩之功，未獲封賞而卒。閩縣人念其功勞，乃為建

廟立祀。淳熙十一年(1251)，獲賜「靈顯」廟額。65靈尊廟，位於連江縣，神

鄭璋。因為督兵攻剿黃巢，死後被邑人奉祀為神。66福清縣都巡感應廟，所

                                                      
 62 (清) (清)李菶 等修纂，《(嘉慶)連江縣志》，卷4，「壇廟志」，20a。 
 63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65-7867。 
 64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60-7861。 
 65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58，「祠廟」，頁826。 
 66 (清)李菶 等修纂，《(嘉慶)連江縣志》，卷4，「壇廟志」，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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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神許忠，唐末嘗任時為威武軍節度使的福州的巡檢使。乾符五年(878)，黃

巢攻陷福州，許忠得到神明的祐助，大破黃巢。死後，人民感念他的功德而

建廟祀之。67 

  唐代以後，其他因抵禦外寇有功，歿而被祀為神者，例如長溪縣的許大

夫廟。許大夫名許光大，「五代周時為沿海都巡檢，⋯⋯適寇至，大夫奮不

顧身，持短兵接戰。⋯⋯既而歿於陣，江水如血者三日，尸隨潮以歸，鄉人

即其地立廟祀之。」68宋代，懷安縣顯靈廟，祀邑人林僾父子。康定年間

(1040-1041)，浙西郭鄰寇發，將由海道侵入福州。林僾父子捐款募兵，成功抵

禦了盜寇，卻被官軍奪去功勞。林僾父子悲嘆而死。邑人同感悲慟，便為之

建廟立祀。69 

  以上的例子顯示，因「護境」有功，歿而被祀為神者，以成立以唐末最

多。而該類祠祀，主要是因為黃巢之亂而成立，顯見黃巢之亂對福州，尤其

是沿海郡縣的影響之深。 

4、名宦和先賢 

  「名宦」者，指曾經在福州任官敘職，而為地方建有功勞之人。由於任

官需迴避本籍的傳統，若非真正對地方有建樹，則難以被地方人士認同。因

為「名宦」而被祀者，共有24座祠廟，佔所有原因總比例9.2%，且以成立於

宋代者居多，唐代居次，分別佔朝代比例54.2%和20.8%。較著名的例子，如

連江縣劉鞠二公廟。劉指唐咸通年間(860-874)宰連江縣的知縣劉逵，鞠指宋端

拱二年(989)知連江縣的鞠仲謀。二者均因曾復修連江縣的重要水利工程——

東湖，便利水利，杜絕侵湖佔地，得到民眾的愛戴。為感念其恩德，百姓為

前後修繕東湖水利的二人建廟，立祀於東湖塘邊。70又古田縣有靈應廟，祀

景德二年(1005)知古田縣李堪。李堪任內，厲行化民遺俗的工作，「興學校、

排異教、拆淫祠」，對古田縣風俗之改善、儒學之教化，功績著於地方。在

                                                      
 67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58，「祠廟」，頁827。 
 68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60，「祠廟」，頁852。 
 69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58，「祠廟」，頁825。 
 70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58，「祠廟」，頁；(宋)，鞠仲謀，〈連江縣重
濬東湖記〉，收入福建省通志局 纂，《福建金石志》，卷5，頁11130。 



宋代的福州及其祠祀概況 ．33． 

其死後，民為其建祀立廟，先是祀於縣學，後又祀於北臺寺，寺僧私奉之為

伽藍神。嘉定七年(1214)，知縣傅康認為被祀於佛寺內，與李堪之功名甚為不

符，至為不妥，於是倡建新廟。端平間(1234-1237)，賜「靈應」廟額；至淳祐

年間(1241-1253)累封「孚惠遺愛侯」。71 

  「先賢」有類名宦，亦經常是學術上享有聲名的人，但因其不曾在福州

任官而又是本地人，或曾寓居於此，因此，其在福州的祠祀納入此類。據「表

1-3」呈現之統計數字，被列為先賢類祠祀者，共有11座，佔所有原因總比例

4.4%，卻全部成立於宋代。顯示宋代以後，因此原因而被祀者大量增加。侯

官縣古靈祠，祀陳襄(1017-1080)，即列入「先賢」。陳襄係侯官縣人，少與陳

烈、周希孟、鄭穆相友，講明理學。慶曆二年(1042)登進士第。甫任官，厲精

圖治，詳於審案、治學與勸農；盡心於風俗教化，講求民間利害。在朝任官

不忘舉賢與能，論事又切中要害，深得神宗信任。然而，因與王安石爭執，

辭去京官，重回地方官職。元豐三年(1080)卒，謚「忠文」，一般咸稱「古靈

先生」，祀於州學。72鄭俠祠，在福清縣，又名「一拂先生祠」。鄭俠，福清

縣人。治平二年(1065)，隨父暈赴江寧府監稅，始與王安石相善。治平四年

(1067)，擢進士甲科，調光州司法。王安石宰相職，行新法。鄭俠因不時向王

安石進新法厲害之言，又呈「流民圖」與神宗，請罷新法。神宗覽圖，果然

蠲放十八事，又下詔求言。王安石因此乞罷相職，然由呂惠卿任相位，新法

沒有絲毫停頓之意。鄭俠為書相譏，呂惠卿大怒，指鄭俠訕謗朝政，欲除之

而後快。神宗認為鄭俠忠誠，罪不致死，判送英州編管。哲宗初，舊黨復政，

蘇軾、孫覺等薦為泉州州學教授。崇寧年間，蔡京當政，又追奪鄭俠之職，

迫歸福清，自後一無所有。宣和元年(1119)八月卒，邑中長老諸儒相與立祀於

縣學。73以上是北宋的二個例子。 

                                                      
 71 (宋)趙以夫，〈靈應廟記〉，收入(明)劉曰暘 等修纂，《(萬曆)古田縣志》，卷12，「藝
文志」，17a-18b；(明)劉曰暘 等修纂，《(萬曆)古田縣志》，卷7，「秩祀志」，6b-7b。 

 72 (宋)劉彛，〈陳先生祠堂記〉，收入(宋)陳襄，《古靈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5，
27a-35b；(明)喻政 等修纂，《(萬曆)福州府志》〔稀見中國地方志匯刊〕第32冊(北京：
中國書店，1992)，卷54，「人文志二．名臣」，頁694。 

 73 (宋)鄭俠，《西塘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附錄，〈本傳〉，1a-14a；(明)喻政 等修纂，
《(萬曆)福州府志》，卷54，「人文志二．名臣」，頁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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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了南宋，類似的祠祀更是大量出現，而且多人合祀的祠祀成為常見的

狀況，例如閩縣道南祠，祀楊時(1053-1135)、李侗(1093-1163)、羅從彥(1072-1135)

和朱熹(1130-1200)，建於寶祐六年(1258)，以四人學術有承先啟後之意；侯官縣

拙齋祠，祀林之奇(1112-1176)和呂祖謙(1137-1181)，建於南宋。建立處為林呂二

人曾經講學處；長樂縣三賢祠，祀朱熹、劉砥和劉礪兄弟。劉氏兄弟嘗從朱

熹問學；福清縣王蘋、林公遇祠建於紹定(1228-1234)、端平年間(1234-1237)。仔

細看，這些祠祀所祀的人，均有理學背景，和福州也有地緣關係。 

  有學者指出，祀「名宦」或「先賢」祠祀之成立，在北宋和南宋各有二

個高峰期。在北宋是慶曆年間(1041-1048)和王安石去世(1021-1086)後，所謂「舊

黨」掌政的時期；南宋在秦檜死後的乾道、淳熙年間(1170-1179)和理宗在位

(1225-1264)期間。74前舉道南祠，以及王蘋、林公遇祠可以確定是成立於理宗

時期。而不論是北宋或南宋，所祀者均代表「舊黨」或理學家所倡導的理想

人格和價值觀。而在這幾個時期成立的祠祀，大部分是在地方官員和菁英的

主導下完成，朝廷並不推動，也不完全禁止。可以說，這些祠祀完全是屬於

菁英階層、儒學之士的祠祀，和「國家」祀典層及的孔廟，及一般的民間祠

祀截然不同。75 

  然而，若建祠的目的和祈拜的階層不同，祠祀呈現的面貌亦不相同。例

如祭祀李堪的靈應廟，從其有「靈應」廟額和「孚惠遺愛侯」的封號來看，

「靈應」顯示其有顯靈的事跡，而「孚惠遺愛」則說明他的神跡如生前恩惠

遺留人間。朝廷的賜額和封號的動作，說明李堪的祠祀是一個「完全」的民

間祠祀。祭祀陳襄、鄭俠、朱熹的祠祀，則沒有看到類似的記錄。換言之，

雖然同是「名宦」或「先賢」的祠祀，且同出於民間，可謂均是「民間祠祀」，

但因訴求的階層不同，意義和作用亦各有差異。 

5、有功於民 

  對地方建設、民生利益有貢獻者，列為「有功於民」類，尤其是出於平

                                                      
 74 Ellen Neskar, “The Cult of Worthies: A Study of Shrines Honoring Local Confucian Worthies 

in the Sung Dynasty (960-1279)” (Ph. D.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4-13. 
 75 Ellen Neskar, “The Cult of Worthie,” 1-42; 40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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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階層所自為者。這類祠祀共有12座，佔所有原因總比例4.8%，以宋代最多，

佔朝代比例41.7%，唐代次之，佔朝代比例33.3%。 

  古田縣的寧境廟即屬此類。寧境廟又名「拓主廟」，祀於唐開元年間

(713-742)開闢古田，建立古田縣的劉疆。唐開元以前，古田縣原是劉姓與林姓

等豪民盤據之地。劉疆率劉姓及林姓子弟開山闢土，開元二十八年(740)率眾

歸化福州都督李亞邱。李亞邱上其事於朝，開元二十九年(741)，正式成立縣

治，並命劉疆為縣令。不久，劉疆辭縣令之職，朝廷加其封爵，使其食祿於

家。廟記中謂其「天性仁厚，友愛諸弟，延及其下。歿後，邑人思之，為立

廟，號寧境，歲時祭之。」而孚應廟、安邑廟所祀者，都是以劉疆為主的開

墾集團的成員。76和寧境廟相似的祠祀，如福安縣的忠惠廟和寧德縣的吳處

士祠，亦屬紀念開荒闢土者的祠祀。77 

  福州沿海多海田與潮田，土地中的鹽分不利農耕，因此興修水利，供給

足夠的灌溉用水，才能確保農穫。故有功於水利者，亦被祀為神，像是長樂

縣的嚴長者光廟、思德堂，以及長溪縣的王參政祠，均屬此類。 

  其他如寧德縣的忠烈王廟，祀唐朝太學生黃岳。黃巢入閩，因供給躲避

戰亂的難民衣食，歿後鄉人念其恩德，建廟祀之78；防禦祠祀宋防禦使阮大

成。韓世宗平建寇范汝為之亂，道經寧德縣。當時軍隊所經州縣，都需供獻

芻糧錢千緡，寧德縣因阮大成之功而獲免供獻，歿後，百姓建廟以茲紀念。79 

6、忠節 

  被祀原因「忠節」，乃指所祀神因生前對國家有忠義的行為，死後被當

成神來崇拜。此類祠祀共有13座，佔福州祠祀總比例5.2%，以唐代和宋代所

成立者居多，各佔朝代比例38.5%。 

                                                      
 76 見(宋)李堪，〈古田縣記〉，收入(明)劉曰暘 等修纂，《(萬曆)古田縣志》，卷12，「藝
文志」，9a-14b；(清)林俊，〈古田縣記〉，收入(清)章竟可 等修纂，《(乾隆)古田縣志》
(乾隆十六年刊本；景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頁37；(宋)余發林，〈城隍廟記〉，
收入(明)劉曰暘 等修纂，《(萬曆)古田縣志》，卷12，「藝文志」，15b-16b。 

 77 (明)陸以載 等纂，《(萬曆)福安縣志》(萬曆二十五年刊本；景印，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1990)，卷2，「營繕志」，頁135。 

 78 (明)閔文振 修纂，《(嘉靖)寧德縣志》，卷4，「人物」，頁935-936。 
 79 (明)閔文振 修纂，《(嘉靖)寧德縣志》，卷4，「人物」，頁93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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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官縣的剛顯廟，所祀神周朴，唐末隱居於烏石山。黃巢入寇福州，周

朴力抗不降，最後為黃巢所殺，後人因而為之立廟。80懷安縣城隍廟，所祀

神周苛，是西漢時御史大夫，守滎陽。當時正當楚漢相爭之際，周苛為項羽

所殺。漢高祖劉邦為之休兵，「思其忠烈，乃令天下州縣附城而立之廟，以

時祀之」。一直到西晉太康三年(282)，下詔設置郡縣，郡守嚴高改建子城於懷

安縣處，福州始有城隍廟之設。81長樂縣的郭坑靈感廟，祀汾陽王郭子儀。

郭子儀平定安史之亂，復興唐朝王室，有功於唐。唐末，光州人王想從王審

知避亂來閩，奉其所攜之汾陽王像於長樂縣芝山，建廟立祀，並立碑銘以為

記念。82楊公祠，祀楊夢斗，南宋末年與蒙古力戰，死於長江，托夢於鄉里

父老，鄉人為其建廟立祀。83林公祠，祀林慎思。林慎思是長樂人，咸通中

(860-874)登第。黃巢進入長安，脅迫林為其官，林不為屈服，直「罵賊而死」。84

永福縣的龜嶺廟，祀黃裳。南宋末年，與蒙古兵交戰殉難。身首二處的他，

自持其頭就頸，口中若所欲言。遇到一個老嫗，問說：「頭斷，尚可續乎？」

老嫗答以不能，遂僵於地而死。85福清縣康王行祠，祀彭國軍節度使康保裔。

真宗咸平年間(998-1004)，康保裔與契丹戰於河北東路的河間府，因為援兵不

至，最後力戰而死。死後被祀為神，屢著靈跡，「天下多立廟祀之」。 

  被列為「忠節」類的神祇，其形成的機緣，大多是在皇朝成立初期和王

朝即將覆滅的動亂期。例如周苛於楚漢相爭，郭子儀於安史之亂，周朴和林

慎思於黃巢之亂，黃裳和楊夢斗於南宋末年與蒙古的交戰，康保裔則於宋初

                                                      
 80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63。 
 81 (宋)梁家家，《淳熙三山志》，卷4，「地理類四．子城」，頁7815；卷8，「公廨類二．
祠廟」，頁7862。 

 82 明代以來的地方志，均說該碑記文是王想自己撰寫。實際上，該篇碑文是貞元二年(786)
由唐高參所撰，王想不過是自此碑文移刻到自己建立的汾陽王廟樹立而已。當時是後梁

開平四年(910)，王想的頭銜是「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攝福州新寧縣令」，可見該廟是在
他的主持下建立的。詳見(唐)唐高參，〈唐故汾陽王尚父郭公廟碑銘并序〉，《(弘治)長
樂縣志》，卷七-50a-54b。 

 83 (明)夏允彝 等修纂，《(崇禎)長樂縣志》，卷5，「祀典志」，11b-12a。 
 84 (明)林燫 等修纂，《(萬曆)福州府志》(萬曆二十四年刊本；景印，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1990)，卷24，「人文志九．忠烈」，頁258。 

 85 (明)唐學仁 等修纂，《(萬曆)永福縣志》(明萬曆四十年刊本；景印，台北：台灣學生書
局，1987)，卷2，「祀典」，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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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契丹的戰役。就數字上來說，成於唐代和宋代的祠祀各有5座，但是，其

成立的原因大多是唐末的黃巢之亂和宋末的蒙古佔領戰。依地方志的敘述，

唯有「效忠」之必要明顯的時候，才能造就此類神祇。不論是官方有意地支

持，或出於民間自發的行為，這類祠祀的成立其實含有濃厚的教化意味。以

剛顯廟為例。紹興初年，張浚(1097-1164)謫居福州，遊覽剛顯廟。他為剛顯廟

保奏，申請廟額，目地在以周朴的節義「激勵當世」。86周朴的故事，在清朝

成為福州當地的章回小說《閩都別記》的故事之一。也許是周朴的故事流傳

很廣，故被收入小說裡。他的忠義事蹟在地方上流傳，無形中便造成不小教

育效果。儘管有人會因為個人的因素向這類神祇禱告，然而，地方志編纂者

側重的，不是他們有多靈驗，而是他們傳達的「忠節」價值。 

二、諸縣神祇的種類和背景 

  從「表1-3」的七類「被祀原因」，可以再將神祇種類分為自然神、靈物、

人物、宗教神祇，以及其他。 

  「自然神」通常是指山川風雨嶽瀆之神，東嶽大帝和各地的龍神廟屬

之。「靈物神」是指以靈異現象或妖祟為崇拜對象者，五通神、石頭廟，以

及爐烽廟所祀之香爐、書硯均屬之。「人物神」是指有姓氏名號、有生存痕

跡可尋的神，福州大部分祠祀均屬此類。「宗教神祇」指的是屬於佛教或道

教的神祇，像是長樂縣天王堂所祀之毗沙門天王，屬於佛教神祇；真武則屬

於道教神祇。東嶽大帝在某些層面也可以算是宗教神祇，但因其源於泰山崇

拜，因此歸類為自然神。另有一些祠祀，因相關資料不足，無法判斷其種類，

故將之歸為「其他」類。 

 

表1-4：福州諸縣祠祀神祇種類統計 
種類 朝代 唐代 五代 宋代已有 宋代 不明 總計 比例 

自然神 數目 0 3 3 8 5 19 7.6% 

                                                      
 86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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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例 0.0% 15.8% 15.8% 42.1% 26.3% 100.0%  

靈物 數目 7 1 5 3 6 22 8.8% 

 比例 31.8% 4.5% 22.7% 13.6% 27.3% 100.0%  

人物 數目 33 19 24 72 16 164 65.9% 

 比例 20.1% 11.6% 14.6% 43.9% 9.8% 100.0%  

宗教神祇 數目 1 1 2 5 1 10 4.0% 

 比例 10.0% 10.0% 20.0% 50.0% 10.0% 100.0%  

其他 數目 4 2 11 17 0 34 13.7% 

 比例 11.8% 5.9% 32.4% 50.0% 0.0% 100.0%  

小計 數目 45 26 45 105 28 249 100.0% 

 比例 18.1% 10.4% 18.1% 42.2% 11.2% 100.0%  

 

  正如「表1-4：福州諸縣祠祀神祇種類統計」所示，大部分的類型，在宋

代大量出現。有時代可考者，成立於宋代的「自然神」信仰佔總比例42.1%，

大部分是龍王信仰。「靈物」信仰的形成，一反福州祠祀之潮流，大多成立

於唐代，佔靈物祠祀總比例31.8%；成立於宋代者，僅佔「靈物」類13.6%，

閩縣的五通廟、長樂縣的植柱廟、連江縣的靈津侯廟均成於此時。「人物」

類神祇是宋代福州神祇最蓬勃者，佔人物祠祀總比例43.9%，每個縣分都有

「人物」類的祠祀。「宗教」類神祇幾乎在宋代才較有發展，佔「宗教」類總

比例50.0%，祀真武帝君的佑聖宮，是這時期價值得注意的祠祀。這裡，需

要借助神祇身分來加以說明。 

 

表1-5：福州諸縣祠祀神祇背景統計 
背景 朝代 唐代 五代 宋代已有 宋代 不明 總計 比例 

數量 8 2 8 22 0 40 16.1% 
官宦 

比例 20.0% 5.0% 20.0% 55.0% 0.0% 100.0%  

數量 0 0 0 11 0 11 4.4% 
儒士 

比例 0.0% 0.0% 0.0% 100.0% 0.0% 100.0%  

數量 17 7 7 20 14 65 26.1% 
平民 

比例 26.2% 10.8
% 10.8% 30.8% 21.5% 100.0%  

數量 0 0 1 4 1 6 2.4% 
道教 

比例 0.0% 0.0% 16.7% 66.7% 16.7%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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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 1 3 0 1 0 5 2.0% 
佛教 

比例 20.0% 60.0
% 0.0% 20.0% 0.0% 100.0%  

數量 0 3 3 8 5 19 7.6% 
自然神 

比例 0.0% 15.8
% 15.8% 42.1% 26.3% 100.0%  

數量 7 7 2 8 0 24 9.6% 
軍人 

比例 29.2% 29.2
% 8.3% 33.3% 0.0% 100.0%  

數量 0 1 5 3 2 11 4.4% 
先王 

比例 0.0% 9.1% 45.5% 27.3% 18.2% 100.0%  

數量 3 1 6 3 6 19 7.6% 
靈物 

比例 15.8% 5.3% 31.6% 15.8% 31.6% 100.0%  

數量 9 2 13 25 0 49 19.7% 
其他 

比例 18.4% 4.1% 26.5% 51.0% 0.0% 100.0%  

數量 45 26 45 105 28 249 100.0% 
小計 

比例 18.1% 10.4
% 18.1% 42.2% 11.2% 100.0%  

 

  「表1-5：福州諸縣祠祀神祇背景統計」是依「表1-4」所分各種類型再

細分而成。源於「自然」崇拜的「自然神」大致相同，仍以東嶽信仰和龍王

信仰為主，「靈物」類也維持不變。宗教類神祇可分為佛教神祇和道教神祇；

「人物」類則按其出身背景，分為官宦、儒士、平民、軍人和先王。地方志

提供之資料不足，無法判斷者，列入「其他」。 

1、官宦和先賢儒士 

  有年代可考者，成為神之前具有官宦背景，而且是在宋代才建立祠祀的

22座，佔各朝代的55.0%；祀先賢儒士的祠祀始於宋代，有11座。具「儒士」

背景的祠祀之出現，充分說明福建學術在宋代，尤其是南宋以來的重要性，

而陳襄、鄭俠、林之奇、呂祖謙、黃幹、王蘋和林遇更是福州的代表性人物。

他們或是福州本地人，或是曾經寓居福州，在福州講學，享有學術上的盛名。 

  如上所述，此類祭祀官宦和先賢儒士祠祀的出現，和宋代的黨爭與學術

潮流緊緊相扣在一起。由於經常是在地方官與菁英階層的主導下成立87，故

反映出「舊黨」人士和理學人物對政治、道德和人格上的訴求。然而，也不

                                                      
 87 Neskar, “The Cult of Worthies,” 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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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由平民成立的可能，例如祀古田知縣李堪的靈應廟。此時，該祠祀反映的

功能和意義，即與菁英人士訴求者不同。 

2、平民 

  具「平民」背景的神祇(具巫法技術的人也包含在內)，是在宋代福州的祠祀

中，所佔種類最多的一種，共有65座，佔所有背景比例達26.1%，而出現於

宋代的就有20座，佔各朝代比例的30.8%，是各朝代之冠。其次是唐代，共

17座，佔各朝代比例26.2%；始祀於福州的朝代不明，但已經出現在宋代記

錄中、甚至成為區域性祠祀的平民神祇有14座，佔各朝代比例21.5%，例如

「林愿季女」和古田縣以外的「陳昌女」的；而漢到唐間成立的祠祀有7座，

佔各朝代比例的10.8%；出現於五代時期的有7座，佔各朝代比例的10.8%。

顯然，無顯赫家世、無官宦、儒學背景的神祇，是各個朝代福州祠祀的主要

對象。韓森曾言，不同類型的神祇開始被官府認可，並得到廣泛的信奉；一

些死於事故、戰爭或疾病的人，出身不一定高貴，也成了奉祀的對象；他們

大多出身於平民百姓，在一個有限的區域內受到崇祀。88生前是尋常百姓，

死後成為神祇，在福州佔多數，尤其是宋代時建立的祠祀，和韓森觀察到的

轉變極為符合。 

  具該背景的祠祀裡，以「陳昌女」，亦即「陳靖姑」或俗稱「臨水夫人」

的祠祀最值得重視。該祠祀興起於福州的古田縣，成立於唐末，到宋代已經

發展成福州的區域性祠祀，在府治、長樂縣、羅源縣和長溪縣等地，都有臨

水夫人的祠祀。 

3、軍人 

  具「軍人」背景祠祀的形成，多數和保護福州、抵抗盜寇的掠奪有關。

其祠祀不多，僅有24所，佔所有背景總比例9.6%，然而以成立於宋代者居多，

有8座，佔各朝代比例33.3%，在唐朝和五代則各有7座，各佔各朝代比例

29.2%。漢晉以來成立，具有「軍人」背景的祠祀僅有2座，佔各朝代比例是

8.3%。該祠祀的被祀原因，分別可見於「顯靈」、「護境」和「忠節」類裡，

而成祀或顯靈的時間，則分布在黃巢之亂、唐末王氏入閩時期，以及兩宋之

                                                      
 88 Hansen, 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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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和南宋末年。地方志的記載特別強調此類神祇在兵荒馬亂之際的成立或靈

跡，正好反映這些兵亂在當地的破壞強度和人們對地方安靖的渴望。 

4、先王 

  具「先王」背景的祠祀，在福州有11座，佔所有背景總比例4.4%，絕大

多數成立於宋朝以前，以祭祀閩越王、王子，和忠懿王審知，可看作是時勢

造成的祠祀。漢初，因為實行封建與郡縣並行的制度，重新冊封已被秦始皇

廢除的閩越國，故閩越王無諸、閩越王郢和閩越王郢之子得以有王侯的身

分。王審知在唐末入閩，梁開平二年(908)被封為「琅邪王」，不久又進封「閩

王」，被視為是閩國的開國之主，故也有王侯的身分。 

  漢初，福建不行郡縣而行封建制度；五代時期，福建脫離中原成為一獨

立王國，故造就了擁有這類身分的神祇的出現。這類祠祀均在宋代以前就已

經存在，例如閩越王騶無諸和閩越王郢的祠祀成立於漢朝，而王審知的祠祀

成立於閩入吳越之後。可以說，當中原王朝對福建的控制力強時，此類祠祀

便不容易成立，中原王朝控制力弱，形成地方王國或地方割據的局勢，就為

其成立提供了契機。因此，自漢武帝於福建設置郡縣後，一直到十世紀，都

未曾出現以「先王」背景被祀為神的例子。唯有中原王朝失去對福建的控制

力後，才又出現王審知的祠祀。以後再不復見。進入宋代，仍有3所祭祀先

王的祠祀建立起來，但已不是新造的神祇，而是早期祠祀的分廟，例如閩縣

奉祀長沙王吳芮的昭格廟和連江縣奉祀閩越王郢子的靈溪廟。 

5、道教和佛教 

  與其他背景的祠祀相較，具「道教」或「佛教」背景的神祇，在福州並

不多，道教有6座，佔所有祠祀背景2.4%，而佛教有5座，僅佔2.0%。若以朝

代來看，道教以成立於宋代最多，有4所，佔所有朝代比例66.7%；佛教以成

立於五代者居多，有3所，佔所有朝代比例60.0%。五代統治福建的閩國、吳

越等政權，均給與佛教支持，因此福州寺院廣建，並擁有龐大資產。五代，

福州道教發展不如佛教，因此教觀建設遠不如佛寺之多。一直到大中祥符年

間(1008-1017)，宋真宗崇尚道教，普天之下大設天慶觀，福州設於閩縣(大中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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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六年〔1013〕)，具「道教」背景的祠祀逐漸增多。89二者所盛之朝代不同，

反映了佛教和道教在福州的發展趨勢。 

  在道教方面，以真武的祠祀最為重要，連江縣和羅源縣的真武祠祀均建

於宋代。真武主司降妖伏魔，是宋代著名的個人保護神。據道教經典描述，

真武的形象是「披髮跣足，手持寶劍」。宋朝崇道，真武亦屢獲加封，天禧

二年(1018)封「真武靈應真君」，大觀二年(1108)加封「佑聖」，靖康元年(1126)

再加封「助順」。儘管在朝廷的支持下，真武的祠祀遍建全國，但宋人祀真

武的主要場所不在道壇，而是在家裡的神壇，突顯真武受宋人歡迎和信仰的

程度。90福州佛教發展，盛於五代，而成於此時的佛教俗神，以連江縣的「英

顯廟」為代表。據載，英顯廟祀神名蕭孔沖，建安人。後唐莊宗時(923-926)

應試中舉，因不樂仕進，遂削髮為僧。死後人們祀之為神。在宋朝時曾有禦

寇、解旱的靈跡，累封「昭烈正順公」。91 

6、自然神、靈物 

  具「自然神」背景的神祇，全福州有19座，佔祠祀背景總比例7.6%，亦

以形成於宋代者最多，有8座，達所有朝代比例42.1%。「自然神」，指山海嶽

瀆之神，和神祇種類完全的「自然神」完全相同。具此背景的祠祀有東嶽和

龍王信仰，而以龍王信仰居多，和福州地理及農業條件需要穩定的水源來源

有關。東嶽廟源於古代的「泰山」信仰，深受歷代王朝的重視。泰山封禪和

皇帝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象徵皇帝的「天子」以及「天命」的地位。福州的

東嶽廟始建於閩國時期，即宋真宗所敕建天慶觀的前身，而東嶽廟的普及，

亦得力於宋真宗。在道教的推動之下，宋人認為東嶽是主宰妖怪鬼祟、人間

善惡和死後審判的冥界之神，因此，道教許多超渡、拔罪的儀式，都圍繞著

                                                      
 89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8，「寺觀類六．道觀」，頁8238。 
 90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161-164; 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67-86.不著撰人，《太上說玄天大聖真
武本傳神咒妙經》，收入張繼禹 主編，《中華道藏》(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冊30，
頁525；(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新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冊4，卷92，
頁2119；(宋)趙佶，《真武靈應真君增上佑聖尊號冊文》，收入張繼禹 主編，《中華道
藏》，冊30，頁586。 

 91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58，「祠廟」，頁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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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嶽展開。92對於死後世界的不安和因果報應的信仰，應是東嶽信仰可以深

入人心的原因。 

  具「靈物」背景的祠祀，佔福州祠祀總比例7.6%，共19座。有年代可考

者，以成於宋朝以前者居多，分別是唐代15.8%，五代5.3%，漢唐之間成立

者佔31.6%。以朝代間隔來看，漢到唐之間成立的密度，遠不如唐代多，顯

示起唐代的「靈物」祠祀，較前代為多。何以如此，還有待研究。在福州最

重要的「靈物」神是五通神，幾乎所有成立於宋代的「靈物」類祠祀都是五

通廟。福州的五通廟在閩縣，始成於乾符年間(874-880)，景德間(1004-1005)正

式有「廟宇」之設，康定元年(1040)重修，到南宋已發展成「大姓咸世事之」

的不衰祠祀。93現有研究已經明白指出五通神的信仰源於江南的「山魈」崇

拜。在宋人的心目中，五通神會為人帶來橫禍，也會攜來意外之財，且是一

個愛好女色的妖魔。若不順五通神之意，財破人亡等災禍便接踵而來。由於

江南各地都流傳著類似的傳說，可以說人們是懷著「敬畏」的心情崇拜該神。

但就在佛教和道教的吸收，以及朝廷的封侯加爵之下，五通神原有的魔性逐

漸褪去。被正統化的「五顯」名號之下，「五顯神」其實是一濃縮了來自民

間、道教和佛教的民間神祇。94 

                                                      
 92 宋代以後，東嶽信仰大盛，賴於道教之力。宋真宗在即位後不久，在王欽若的鼓勵之下，
藉由「天書之瑞」舉行歷代罕行的封禪大典，並祀汾陰后土。封禪後不久，封泰山神為

「東嶽天齊仁聖王」(大中祥符元年〔1008〕)；大中祥符四年(1011)改封為「東嶽天齊仁聖

帝」，並下詔全國各地建立祭祀東嶽大帝的「行宮」。全國重要的市鎮因此建立了東嶽

廟，尤其是在尚未設官治理、因商業而興起的地區。宋代，獻給泰山府君的廟會往往是

一鄉一縣的大事。《淳熙三山志》記載，三月廿八日為東嶽生日，州民「結社」薦獻，

觀者如堵。見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170-173. 劉靜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們的權
力》(台北：稻鄉出版社，1996)，頁129-131。(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0，「土
俗類．歲時」，頁8249。 

 93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62。 
 94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180-221. 275. Ursula-Angelika Cedzich, “The Cult of the 

Wu-t’ung / Wu-hsien in History and Fiction: The Religious Roots of the Journey to the South,” 
in David Johnson, ed., Ritual and Scripture in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 Five Stud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5), 137-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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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以上是根據地方志的敘述，對宋代福州的祠祀所作的分析。 

  就「來源」而論，福州大部分的祠祀均源於本地(土神，68.3%)，少部分從

外地傳入(外神，30.1%)。以成立朝代分析，則可以看到不論是土神或外神，均

以成立於宋代者居多，唐代居次，五代最次。成立於漢、晉以來的祠祀，數

量雖高於五代，但因其橫跨的時間較長，與後代相比，遠不如唐代以來的數

量密集。以「始建朝代」來看，仍以成於宋代者居多，佔朝代比例42.2%，

唐代居次，佔朝代比例18.1%，五代再次之。漢、晉以來的總和，還不如有

唐一代的發展。此現象反映由東南沿海向西北內陸發展的趨勢。宋代以前，

祠祀大體分布在沿海的縣分，如閩縣、長樂、連江、長溪和寧德等縣，宋代

以後，內陸縣分的祠祀數目均較前代成長許多，如閩清、古田和永福等縣，

意味著唐末以來，隨著人口往內陸推移，人們遇到的神怪傳說愈多，祠祀也

逐漸建立起來。 

  論「被祀原因」、「種類」和「背景」，可以發現民間祠祀的多樣性。以

「被祀原因」而言，大多數仍以成於宋代者居多，一共有105座祠祀，佔朝代

比例42.2%。但是有幾個「原因」需要注意，即「前代帝王」、「護境」、「名

宦」和「先賢」。因「前代帝王」而被祀者，主要成立於漢初和五代時期。

由於福建在這二個時期的政治體制不同於唐代和宋代，獨自成一王國，因此

成就了因該原因而被祀的祠祀出現。因禦敵捍患、保衛福州有功而成立的祠

祀，以唐代為主，有5座，佔朝代比例41.7%，五代次之，宋代再次之。黃巢

之亂，攻陷福州，使因此原因而獲祀的祠祀首度出現於福州；五代十國政權，

以軍事為主，各王國之間彼此征戰，是五代出現此類祠祀的主因；宋代以後，

因「護境」而被祀者，主要是因抵禦陸盜、海寇而來。因「名宦」與「先賢」

被祀者，主要集中在宋代，尤其是因「先賢」而獲祀者。成立於宋代的名宦

祠祀有13座，佔朝代比例54.2%，而先賢祠祀有11座，完全是宋代才出現者。

宋人為名宦與先賢立祠建祀，與當代的「黨爭」和「學術風潮」有直接關係，

然而，從實例來看，實可分成二個社會階層。若是由普通百姓推動者，則其

功能和意義則接近民間祠祀，有神話傳說和顯靈記錄，並得循宋朝規定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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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向朝廷申請廟額和封號，如祀李堪的靈應廟；若是地方官員和儒學菁英主

動涉入成立者，那麼其功能和意義即與平民所成立者不同，表彰的是被祀人

的道德品格與學術素養，沒有神話和顯靈記錄，是處於國家層及的孔廟與普

通民間祠祀之間的「民間祠祀」，如道南祠和拙齋祠。 

  從神祇「種類」與「背景」來論，自然界的神祇、精怪等「靈物」、「人

物」類和「佛、道教」神祇，都可列入民間祠祀之列。其中，自然神類、靈

物類和佛道教等宗教神祇較為單純，人物類神祇即複雜許多。人物類的神

祇，依其背景，可再細分為「官宦」、「儒士」、「平民」、「軍人」和「先王」

等，而以「平民」背景出身的神祇最多，在宋代福州一共有65座，佔總比例

26.1%。雖出身平民，但若有「護境」、「忠節」、「有功於民」等成就，均能

獲得被祀的機會。然而能歸納出此三原因者不多，大多數的「平民」是因「顯

靈」而獲祀。所有的「被祀原因」裡，以「顯靈」而被祀者最多，比例高達

所有原因比例44.2%。被以「顯靈」為由而奉祀的「平民」神祇，難以追溯

其生前的所作所為，然一但死後有了「顯靈」的現象，不論是在自己的墳墓

顯現一些異象，或是現身為民除害，或是托夢與人要求祠祀，即很容易被奉

祀為「神」。具「平民」背景祠祀的出現，自漢晉以來即有，但是，真正興

起是在唐代(17座，佔朝代比例26.2%)，而盛於宋朝(20座，佔朝代比例30.8%)，是成

立於宋代的所有祠祀中數目最多者。人物神之多，其中又以「平民」背景者

居多數，可見到了宋代，福州祠祀中，影響百姓生活最重要的祠祀，就是「平

民」出身的人物類神祇。 

  雖然人物類神祇是宋代福州民間祠祀的主流，但其他類別的祠祀亦相當

重要。除了由地方官和儒士菁英主導成立的「名宦」和「先賢」祠祀外，不

論出於何種背景，成於何種原因，都必須「靈驗」，才能繼續存在。宋朝廟

額和封號不分「被祀原因」與「背景」而下賜予民間祠祀，正是對祠祀「靈

驗」的保證。因此多元的種類和背景，顯現出來的是民間祠祀的豐富性，任

何一個神祇都能找到人們奉祀的理由，但最終仍需以「靈驗」作為存續的標

準。 

  地方志的記載雖然提供我們分析的材料，但地方志呈現的祠祀面貌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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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祠祀的全貌。由於本文所用的方志，主要出自明清時代，因此，有必需

了解明清方志編纂者如何選擇祠祀，並記錄之。小島毅觀察明清時代的泉州

府和興化府方志，發現明代以降的方志編纂者，大體依《禮記．祭法》、前

代方志的記載，以及廟額、封號之有無作為選取標準。準此標準，有的民間

祠祀得以和「社稷壇」、「風雲雷雨山川壇」、「厲壇」等明定於祀典內的祭祀

聖地同卷並列，意味著此類祠祀已經是「正祀」。不入於此卷者，則為「淫

祀」。此編纂方針的形成，是受洪武三年(1370)，明太祖為重整民間祠祀所下

之詔書95，以及朱熹學說的影響。而在編纂的過程中，編纂者擁有極大的權

力，決定何者得以被收於新編之方志中，並且刻意強調祠祀的「脫淫祠化」，

而非記載祠祀於民間的運作實況。96換言之，即使以祠祀是否擁有前朝賜與

的廟額、封號，以及是否載於前朝方志等的「歷史地位」作審查，編纂者仍

能再過濾、篩選，並以其意圖改造的形象傳承後代。就福州的情況，和梁克

家的選擇標準相比，嚴格許多。97 

  地方志編纂者提供的訊息裡，消失的部分是什麼？以「平民」背景的神

祇為例。武雅士(Arthur P. Wolf)和 C. Stevan Harrell等西方學者曾以實地的調

察，論述中國人對「鬼」、「祖先」和「神」的概念。就「鬼」和「神」之間

的關係而論，「鬼」無惡不做，極具威脅性，人們不會像對待「神」或「祖

先」那樣去對待鬼，但是仍會給予享祭，目的是在安撫他們不要為禍作惡。

                                                      
 95 洪武三年(1370)的詔書內容是：「凡嶽鎮海瀆，竝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

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

稱，皆宜革去。⋯⋯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慮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於

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轉引自

小島 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と地方志における記述と論理——〉，《東洋文化研究
所紀要》，114(東京，1991.02): 136-138；169-170。 

 96 小島 毅，〈正祠と淫祠——福建と地方志における記述と論理——〉，《東洋文化研究
所紀要》，114: 169-198。 

 97 梁克家言：「縣祠廟率里社自建立，歲月深遠，一邑或至數百所，不可勝載也。姑取有
事跡、姓氏封爵廟額者記之。」雖然以「事跡、姓氏封爵廟額者記之」為記事首要，但

從字裡行間推敲，他對於無法將所有的祠祀收錄下來，似乎有所遺憾。然只選取合於「事

跡、姓氏封爵廟額」之祠祀，無疑宣告只有在此標準下收錄的祠祀，才是他所「認同」

的「正祠」。見(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類三．諸縣祠廟」，頁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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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就像人間的「流氓」，是善良百姓恐懼的對象。98不過，是為亂作惡的鬼，

也可能變成人們祈求保祐的「神」，是鬼或是神，端看祭拜他們的人的態度

而定。99他們都點出了人們可能為「鬼」建立祠祀的事實：為了安撫「鬼」，

使他們不要在人間作惡。萬志英(Richard von Glahn)也觀察到宋代就有這樣的現

象，許多的神，尤其是被視為地方保護神的神明，他們最早開始都是「鬼」。

由於他們應盡而未盡的生命(whose unspent life)迫使他們在陽間徘徊不去。這些

亡魂(spirits)顯示了一些奇異的能力，而那些靈驗的事跡促使人們不僅僅是因

為敬畏而去祭祀他們，另外很重要的一點則是要撫慰那些愛惹麻煩的亡魂。100地

方志往往只提供我們那些「鬼」被祀為「神」之後，正面的、助人的、有功

於社會國家的靈跡。只有合於「正祠」條件的敘述被保留下來，其餘便捨棄。 

  我們不得不借助地方志的敘述作為研究民間祠祀的基礎，因為那是目前

保存古代祠祀最完整的資料。儘管記載有其不足之處，但從神祇來源、被祀

原因、種類和背景來看，與前代相較，宋代是福州民間祠祀發展最盛的朝代，

一方面反映福州的開發進程與建設、獨立於中原王朝的王國體制、盜寇頻發

與學術發達，一方面也印證福州民間信仰的多樣性。各類型的祠祀在宋代一

齊發展，當中卻以「人物類」神祇出現最多，尤其是「平民」背景出身者，

顯然是最種要的一類祠祀。何以宋代的祠祀數目多於前代？我以為原因有

三，一是北方移民大量進入福州，福州不再是化外之地，保存的文獻資料豐

富使然；二是宋朝下詔地方進呈靈驗載跡，使之載於祀典101，後代的方志不

得不考慮收錄之；三是商品化經濟，促進福州內部和外部的交通，人們攜帶

著自己的保護神往來區域之間，使得其他地方的信仰得以傳入福州。三者使

得福州祠祀有資料可徵。而民間祠祀如何發展成宋代的樣貌，反映怎樣的社

會事實，是接下來必需關心的課題。 

                                                      
 98 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1-182. 
99 C. Stevan,. Harrell, “When a Ghost Becomes a God,”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193-206. 
100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258. 
101 宋廷在皇祐二年(1050)、熙寧七年(1074)都曾下詔要地方報告靈驗的神祇，以便列入祀典。

詳見(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0，2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