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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里社自建的祠祀 

  梁克家形容福州的盛況時曾說：「縣祠廟率里社自建，歲月深遠，一邑

或至數百所，不可勝載也。」1「里社」一詞是這句話的重點，指出福州祠祀

的建立者和每個祠祀的祭祀圈。從另一面來看，他也有以「祠廟」和「里社」

等同的意思。換言之，在南宋的福州，一座「祠廟」即有是一個「里社」的

可能。 

  談論民間祠祀，有二個詞彙需要注意，一是「里社」，一是「叢祠」，二

者在南宋以後有專指民間祠祀的傾向。辨明二者在南宋時的情況，有助於了

解福州民間祠祀的發展。 

第一節 社和祠祀之間的關係 

  據《(弘治)長樂縣志》載，長樂縣有中宮祠，淳化二年(991)由里人自創，

祀「土穀之神」；社稷祠，至正八年(1348)，里人謝欽創，祀本邑「社稷之神」。2又

《(同治)長樂縣志》載，南山廟，建於宋代，祀「社稷神」。3土穀神、社稷神原

應祀於露天的壇壝，然而，長樂縣的土穀神、社稷神祠卻已經轉型祀於祠廟

內，說明在北宋至南宋間，福州祀土穀神、社稷神的形態，已經有了改變。

但是這樣的改變因何而來？下面，即嘗試解決這個問題。 

                                                      
  1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類二．諸縣祠廟」，頁7875。 
  2 (明)王渙 等修纂，《(弘治)長樂縣志》，卷2，「祠廟」，64b。 
  3 (清)彭光藻 等修纂，《(同治)長樂縣志》，卷8，「祠祀．里祀」，3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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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與「里社」 

  「社」一字含有祭祀的意思，即指「社神」，祭祀社神的場所「社壇」

和祭祀社神的節日「社日」。《禮記．祭法》云：「王為群姓立社，曰大社；

王自為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立社，曰國社；諸侯自為立社，曰侯社；大

夫以下成群立社，曰置社。」4古代實行封建制度，自天子至諸侯，依等級不

同，分別建立祭祀「社神」的「社壇」。而每年的仲春和仲秋，是祭祀「社

神」的重要日子，天子、諸侯、大夫和百姓，各自圍繞著屬於自己階級的「社

壇」，向「社神」祈禱年穀的豐穰和收穫的報謝。「置社」是最低等級的社。

鄭玄(127-200)注「置社」，以為「群，眾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

不得特立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立一社，今時里社是也。」5可見在漢

代已有「里社」之制，作為最低等級的「社」。因與土地、居民緊密結合，

又不得越級祭祀，故「社」反而成為一地人民的象徵，只要有「社」，就有

與之配合的土地和人民。衍生出來，「社」便又有「地方單位」的意義。 

  漢代以來的注譯家，如鄭玄、司馬貞(唐開元中〔713-742〕官至朝散大夫)，解

釋具有地方單位意義的「社」時，咸以為古代以二十五家為「里」，「里」則

各立社。故二十五家共一「里社」。6然而，二十五家為一「社」的單位畫分，

因自然環境的限制，有時並不容易執行。晉初(266-)，注《漢書》的臣瓚即指

出有十家、五家共為一社的情況。但因公認以「二十五家為一社」，故十家、

五家共一社者，稱「田社」，是為「私社」。7鄭玄又有「百家共立一社」之說。

不論是二十五家，十家或五家，均是以「社」為中心而成立的聚落，突顯「里

社」祭祀在聚落生活，尤其是農村生活中的重要性。 

                                                      
  4 (漢)鄭玄，《宋本禮記鄭注》(台北：鼎文書局，1972)，冊2，卷14，〈祭法〉，頁591。 
  5 (漢)鄭玄，《宋本禮記鄭注》，冊2，卷14，〈祭法〉，頁591。 
  6 鄭玄注《禮記．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認為「里」
乃由二十五家組成；司馬貞注《史記》之「孔子世家」云：「(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
封孔子。」以為「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則各立社，則書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漢)
鄭玄，《宋本禮記鄭注》，冊1，卷8，〈郊特牲〉，頁331-332；(漢)司馬遷，《史記》，
卷47，「孔子世家」，頁1932。 

  7 (漢)班固，《漢書》〔新校本〕(台北：鼎文書局，1979)，「五行志」，頁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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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地方行政區，行路、州、縣、鄉、里制，而在地方上，州有「州社」，

縣有「縣社」，里有「里社」，「里社」是地方「社祭」儀典之末。然而，就

在宋代，「社」已有從祭祀組織轉向地方單位的趨勢。該趨勢最早見於北宋

中期完成的《長安志》，已有以「社」代「里」的記載。8然而，到元朝初年，

為解決因戰亂而荒廢的農業生產，定「社」為基礎地方單位，「社」作為地

方單位才正式成立。儘管宋代無正式以「社」為地方單位，然而「里社」連

用，以指某一地，或指某一地之人，已經相當普遍。例如《建炎以來朝野雜

記》「義倉」條：「義倉創始於慶曆元年(1041)，⋯⋯惟閩中魏元屢處士、朱元

晦先生，嘗置於『里社』，每歲以貸鄉民，至冬而取，有司不與焉。今若以

義倉米置倉於鄉社，令鄉人之有行誼者掌之，則合先生之遺意矣。」9又朱熹

的〈建寧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

而隋唐所謂社倉，亦近古之良法也。今皆廢矣。⋯⋯又其為法太密，使吏之

避事畏法者，視民之而不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累數十年不

一訾省，一旦甚不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不可食矣。夫以國家

愛民之深，其慮豈不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豈不以『里社』不能皆有可任

之人。」10林希逸的〈潘左藏墓誌銘〉有「優游『里社』，歲晚康寧，人為造

物所報」的用法11；洪邁所收〈德興潭魚〉的故事，則有「若停留更久，將

為『里社』興大災」之語。12這些例子所用的「里社」，殆有「聚落」的意思。

魏了翁的〈道州寧遠縣新建濂溪周元公祠堂記〉中有「正歲孟月之吉，黨『里

社』禜之，會無一事一時不相警策焉。」13真德秀之〈浦城諭保甲文〉中有

「古者於鄉田同井之義甚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近因官司舉行保甲，

                                                      
  8 柳田節子，《宋北鄉村制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86)，頁388-389。 
  9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冊1，甲集卷15，〈義倉〉，
頁316-317。 

 10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7，〈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收入朱傑人 
等點校，《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冊24，頁3720-3722。 

 11 (宋)林希逸，《竹溪鬳齋十一藁續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1，〈潘左藏墓誌銘〉，
9a-14a。 

 12 (宋)洪邁，《夷堅志》(台北：明文書局，1982)，冊3，支丁卷1，〈德興潭魚〉，頁972。 
 13 (宋)魏了翁，《鶴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3，〈道州寧遠縣新建濂溪公元公祠堂
記〉，9a-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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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甚以為喜，蓋不惟可備不虞之患，亦欲因此與『里社』相親」的運用14；〈香

屯渡小童〉的故事，有「此叟蓋為巫，姓程氏，『里社』呼為程法師」15；〈桃

源潭龍〉有「『里社』稱為二十一翁」之說。16這此都是指居於該聚落的人。 

  如上所述，「里社」一詞的原意是指層級最低的「社祭」組織，一群人

圍繞「里社」而居，並於仲春與仲秋日舉行祭典，祈求豐收和謝神。後來，

「里社」逐漸演變成聚落，或聚落居民的代名詞。到了宋代，「里社」一詞被

廣泛運用，但是以該里的社神或祭社神之場所為中心，凝聚同里之人的意

義，是無庸置疑的。 

二、里社與祭祀 

(一)禮典裡的「里社」祭祀 

  宋代以來的地方志，通常有一部分記載屬於地方「祀典」的組織。在宋

代，州社稷壇和縣社稷壇，都是地方志必備的內容，唯不見「里社」。然而，

不見「里社」之實體，並不代表「里社」不受「祀典」規定。宋朝政和五年

(1115)編成的《五禮新儀》裡只見「州縣祭社稷儀」，不見「里社」儀式。所

幸，因宋朝禮文多承襲唐代17，《大唐開元禮》中記載的「社稷」祭典，有助

了解「里社」祭祀儀式的進行。 

  唐朝規定的「里社」祭典，可以分成四個階段，即事前準備、祭祀當日

的準備、祭典進行和結束祭典。參與祭祀的人，如「社正」、諸社人、掌饌

                                                      
 14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四庫叢刊．正編〕第61冊(台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1979)，卷40，〈浦城諭保甲文〉，頁607。 

 15 (宋)洪邁，《夷堅志》，冊3，支戊卷6，〈香屯渡小童〉，頁1097。 
 16 (宋)洪邁，《夷堅志》，冊3，支戊卷7，〈桃源潭龍〉，頁1108-1109。 
 17 朱熹在〈鄂州社稷壇記〉中有「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
唯是五者。」而五者，指的是社、稷、風伯、雨師和雷師。詳見(宋)朱熹，《晦庵先生朱
文公文集》，卷79，〈鄂州社稷壇記〉，收入朱傑人 等點校，《朱子全書》，冊24，頁
3770-3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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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掌事者、執尊者、祝、執盥者與贊禮者等人，於祭典前一日，均需於家

中正廳齋戒一宿。掌饌者準備祭品。用作祭品所需的犧牲部位、酒類和穀類

的品色，有一定的標準。「社正」是主祭者，在祭典進行時，由贊禮者引導，

跪於社神神位前，由「祝」宣讀祝文。結束祭典之時，「祝」寘犧牲之血於

社神位北方，並覆上土。與祭諸人則分享祭祀所剩的飲食。18值得注意的是

「里社」並沒有如州縣社稷，設有專門祭社稷用的「壇壝」，反而是以一棵「神

樹」當作壇壝之所在。主祭的「社正」，並不如州縣長官，具有朝廷委派的

身份。中國在縣級以下的鄉村地方，並沒有由朝廷委派官員治理19，而是設

計鄉村制度，從鄉村裡面的人選擇領袖，主持整個村落要事的進行20，故「社

正」應該是由鄉里中有地位的人擔任。盛放祭品的「禮器」雖有規定之數，

但是並非得用「禮器」不可，可以針酌使用其他器皿充當禮器。21 

                                                      
 18 (唐)蕭嵩 等奉敕撰，《大唐開元禮》(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卷71，〈諸里祭社稷〉，
頁364-365。 

 19 斯波義信曾經談到中國的縣數與人口之間的關係：1．漢朝盛期整理先秦時代的都市國
家，畫入郡縣，大約設置1,587個縣，當時人口約6,000萬，平均一縣4萬人；2．漢末動亂，
人口數下降，到唐朝時，人口數回復到6,000萬，而置縣1,573個；3．宋朝時，人口數已
幾近一億，但是僅置1,135個縣。將宋代和漢唐相比，則宋代的人口數與置縣數的比例極
不均衡，因此，我們可以想像到廣大的鄉村地區，是縣官權力無法顧及的，故需要仰賴

鄉村制度的設置，而鄉村制度中的耆長、父老等往往就是地方的有經驗或有力人士，宋

代以來，越來越受到政府的仰賴。相關的論述，詳見斯波義信，〈第Ⅲ章 社会と経済の

環境〉，收入橋本萬太郎 編，《漢民族と中国社会》(東京：山川出版社，1985)，頁182-186。 
 20 按照唐代的制度：「諸戶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每里置正一人(若
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
在邑居者為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為村，別

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

別置村正。……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為坊正。若當里
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

等充。」而在唐代的官制中，品官和職事官有極大的不同，品官是具有官品，但不見得

具有實際的官職，因此，里正、坊正等，在唐代的貴族社會裡，可能是由鄉村中地位顯

赫的人擔任，而不是真正具有官職的人。唐末五代以來，這些鄉村社會中的職位，隨著

貴族社會的沒落、土地私有化的形成，而由鄉村中有能力的人擔任，故而有村長、耆長

等稱呼出現。唐代「里社」祭祀中的「社正」，很可能就是鄉村裡具有品位的人。詳見(唐)
杜佑 撰，王文錦 等點校，《通典》(北京：中華書局，2003)，冊1，卷3，「食貨三．鄉
黨」，頁63-64；佐竹靖彥，〈宋代鄉村制度之形成過程〉，《東洋史研究》，25:3(東京，
1966.12)，頁6-16。 

 21 (唐)蕭嵩 等奉敕撰，《大唐開元禮》，卷71，〈諸里祭社稷〉，頁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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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注於《開元禮》中的「里社」祭典，不見於《五禮新儀》。

然，若將《開元禮》中的里社祭典與注於兩者的「州縣社稷」祭典相較，發

現不僅祭「里社」的儀式較為簡化，與祭層級也極不相同。例如，「里社」

齋戒，只需一宿，而州縣齋戒，則需五日。主祭者，「里社」為不具官職身

分的「社正」，州縣則由州縣長官擔任初獻、亞獻和終獻之職。禮器方面，「里

社」可用其他器皿充數，但州縣非得完備不可。當然，禮儀等差的規畫，和

「社」之層級有關。但是無形中賦予「里社」極大的彈性空間。在宋代，州

縣層級的主祭者不僅是地方官員，基於身分和職位，他們本應按照禮制進行

典禮。此外，還有監察官巡行各地，視察是否有不按禮典規定進行祭祀的違

規情事發生。22「里社」祭典少了官方束縛，與祭諸人又是地緣關係極濃厚

者，「里社」祭祀有多少成分合於禮典，便值得關切。 

(二)民間祭「里社」的實況 

  農耕生活至為辛苦，乾旱的時候，擔心農作不能收成；蝗災發生，辛苦

耕作的成果，轉眼成空。結果，不僅挨餓還因為無法繳納賦稅而為官吏逼迫；

又要擔心收成過好，穀賤傷農。23因此，致禱神祠，成為農夫生活中的極為

                                                      
 22 朱熹在〈鄂州社稷壇記〉裡提到「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
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

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常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

文集》，卷79，〈鄂州社稷壇記〉，頁3770-3771。 
 23 章甫，〈憫農〉詩：「前村後村水車聲，咿咿軋軋終夜嗚。皇天不雨四十日，高田何止
龜兆出。田家眼穿望早禾，早很不熟奈饑何。今年神祠禱不應，沽酒買牛空費多。天公

高居民父母，有耳應聞下民語。乞我滂沱半朝雨，免遭縣吏鞭笞苦。」見(宋)章甫，《自
鳴集》〔叢書集成．續編〕第166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3，〈憫農〉，頁
121；章甫，〈分蝗食〉詩：「田園政爾無多子，連歲旱荒饑欲死。今年何幸風雨時，豈
意蝗蟲乃如此。麥秋飛從淮北過，遺子滿野何其多。撲滅焚瘞能幾何，羽翼已長如飛蛾。

天公生爾為民害，爾如不食焉逃罪。老夫寒餓悲惱纏，分而食之天或憐。」見(宋)章甫，
《自鳴集》，卷3，〈分蝗食〉，頁121；章甫，〈田家苦〉詩：「何處行商因問路，歇肩
聽說田家苦。今年麥熟勝去年，賤價還人如糞土。五月將次盡早秧，都未移。雨師懶病

藏不出，家家灼火鑽烏龜。前朝夏至還上廟，著衫奠酒乞杯珓。許我曾為五日期，待得

秋成敢忘報。陰陽水旱由天公，憂雨憂風愁殺儂。農商苦樂元不同，淮南不熟販江東。」

這首詩點出農家對雨暘失調的焦急，諸種民間信仰的習慣，如占卜(鑽烏龜)、問神(乞杯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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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環。傳統中國農家祭拜土穀之神的時節，通常是在仲春和仲秋。而

其模樣究竟如何？黃大受(13世紀中期)的〈春日田家三首〉，以及戴復古(1167-?)

的〈題申季山所藏李伯時畫村田樂圖〉，分別描繪了仲春和仲秋祭社的實況： 

二月祭社時，相呼過前林。磨刀向豬羊，穴地安釜鬵。老幼相後先，再拜

整衣襟。釃酒卜筊环，庶知神靈歆。得吉共稱好，足慰今年心。祭餘就廣

坐，不問富與貧。所會雖里閭，亦有連姻親。持殽相遺獻，聊以通殷勤。

共說天氣佳，晴暖宜蠶春。但願雨水勻，秋熟還相親。酒酣歸路暄，桑柘

影在身。傾欹半人扶，大笑亦大嗔。24 

春秧夏苗秋遂成，官賦私逋都了卻。雞豚社酒賽豐年，醉唱村歌舞村樂。

皷笛有聲無曲譜，布衫顛倒傞儀舞。欲識太平真氣象，識觀此畫有嘉趣。25 

詩文描述，少了禮典規範的嚴肅氣氛。《開元禮》規範的「里社」祭典，除

了祭神所應尊循的禮節和儀式外，無法得知真正「里社」祭典的進行。然在

上舉詩歌描繪的「里社」祭裡，不但有樂舞，還有「卜筊环」以求神意的儀

式。「得吉」代表人們的祈求，以及祭典的進行，都得到神明的認可。祭後

的宴飲，除了社內的人外，姻親、好友均能一起同樂，分享祭後的福氣。除

此之外，舉行「里社」祭所需的經費，以及請神和送神的工作，都由「里老」

負責。26儘管真德秀盛鑽「今之里社，亦古之遺意」27，而「有聲無曲譜」的

音樂和「布衫顛倒傞儀舞」的舞蹈，以及「卜筊环」的占卜行為，恐怕還是

合於禮者少，包容的民間原有祭祀習慣多。 

  除了祭祀儀式和禮儀規範有差距外，所祀神亦有差別。紹興十九年

                                                                                                                                       
都成為農家愁雨問神的手段。見(宋)章甫，《自鳴集》，卷3，〈田家苦〉，頁121。 

 24 黃大受，《露香拾稿》，〈春日田家三首〉，收入(宋)陳思 編，《兩宋名賢小集》〔文
淵閣四庫全書〕，卷266，1b-2a。 

 25 (宋)戴復古，《石屏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題申季山所藏李伯時畫村田樂
圖〉，25b-16a。 

 26 曾鞏，〈里社〉詩：「馬蹄路南村有社，里老邀神迎且送。」見(宋)曾鞏，《元豐類稿》
〔四部叢刊．正編〕第42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1，〈里社〉，頁19；陸游，
〈秋日郊居〉詩：「今年斟酌是豐年，社近兒童喜欲顛。半醉半醒村老子，家家口掠神錢。」

見(宋)陸游，《劍南詩稿》，卷25，〈秋日郊居〉，收入(宋)陸游，《陸放翁全集》，冊2，
頁413。 

 27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浦城諭保甲文〉，頁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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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陳旉完成《農書》，他引用《禮記》、《爾雅》和《詩經》等典籍，論

述古代農民的祭祀之禮和祈報之歌。他談到這些典籍裡提到的神祇名稱：社

稷、田祖、田畯、先農、后稷，然而一般俗人常用的名稱則是「田父」和「田

母」。28「田父」、「田母」，又稱為「田公」、「田姥」，是比較貼近平民心態的

農業神祇。相傳田公和田母亦是農家夫婦，因為在生之時樂善好施，善教兒

孫耕與桑，故死後被奉為「田祖」。29其一男一女的搭配，和禮制裡規定「祭

社之神，以勾龍配之，祭稷之神，以棄配之」30的組合，截然不同。 

  建炎元年(1127)，時任福建路提點刑嶽的廖剛(1070-1143)為一新建之里社撰

寫記文。該記文有很多部分呈現出民間的「里社」祭祀和禮制不合之處。該

廟所建處名為靜安里，為一條溪流——「交溪」隔成南北二部。居於溪北之

人多於溪南，然原里社位於溪南的山上。因位置遙遠，溪北之人每逢祭社之

日，往往連夜趕路，夜宿溪南「祠下」，等待隔天的祭典。連年如此，就算

天寒雨下，也無所更動。如果沒有按時前往祭奠，就好像一年中最重要的工

作沒有完成，往往「舉家惶懼」不安。廖剛見此甚覺其怪，質疑「父老」為

何不在溪北另立一「里社壇」，以為祈報之地，非得拔山涉水不可。父老言

說曾有此意，然時日已久，便以為當然，不再改變。廖剛亟欲促成溪北建廟，

於是說： 

社神必立妃配，姑置不論。今嶺表有二神像與妃，是獨不可分於南北社乎？

且余疇昔嘗夢遊塋林龍沙之間，見廟宇甚設，今猶彷彿於心，吾黨之社，

豈此其地乎？31 

經過請神占卜，相中吉地，溪北社廟再月而成，「門庭嚴邃，繪圖森羅」，並

                                                      
 28 (宋)陳旉，《農書》〔叢書集成．新編〕第47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1，
〈祈報篇〉，頁316。 

 29 舒岳祥(1219-1299)曾作〈田公姥詞〉：「田公布衣五尺長，田姥角冠八寸強。平生布施不

造殃，教養兒孫率與桑。田公姥生為農家夫與姚，壽考百年作田祖。歲歲田頭管風雨，

春三秋九享雞豚。环珓神如對語，田公姥聽儂歌看儂舞。使我倉有秔，使我庾有稌，使

我囷有黍，使我富牛半。千斯牸兮，百斯牯，田公姥，儂肴芬芬兮，儂酒湑湑。官稅既

輸兮，公役不煩。男不為人驅，女不為傖婦，讀書識字應門戶。」見(宋)舒岳祥，《閬風
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2，〈田公姥詞〉，11b-12a。 

 30 (唐)杜佑，王文錦 等點校，《通典》，冊2，卷45，「禮五．社稷」，頁1264。 
 31 (宋)廖剛，《高峰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11，〈龍沙廟記〉，15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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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得溪南社廟之一神與一妃入祀。 

  從這則廟記裡可以看到，至少到南宋初期，「里社」的祭祀形態，已經

不如禮典所規定的模樣。以「廟宇」取代「神樹」，以「神像」取代「神位」

的樣式，是「里社」祭祀形態最明顯的改變。廖剛雖對「社神必立妃配」的

情形不甚滿意，但是，他仍然遵重地方傳統，從舊的里社廟迎來「一神一妃」，

奉祀於新廟。「一神與一妃」的搭配，正好和「田公」與「田母」的搭配相

符。 

  真正的「里社」祭祀，和禮典規範的「里社」祭祀，其間差距，從祭祀

儀式和神祇的呼與搭配，已如上說明。但靜安里的里社提醒了我們一個問

題，亦即「祠廟」化的「里社」祭祀因何而來？黃震(1213-1281)於〈潺浦廟記〉

裡提到：「古者祠以壇，則謂之里社，今者祠以屋，則謂之社廟。」32從黃震

的語氣裡，可以嗅出「社廟」已經取代「里社」，成為南宋民間祠祀中的一

環。這樣的變化，使得「里社」與一般民間祠祀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甚至

由於其形制相同，而無法分辨何者是由里社發展而來，而何者原本即是民間

祠祀。為何「里社」會朝「祠廟化」發展？ 

二、社祀凌夷與祠祀 

  露天的「里社」何時開始朝向「祠廟化」，劉辰翁(1231-1297)所作的〈興

泰廟記〉提供我們一個線索：「社之有廟，遠者不可遡考，近者亦一二百年。」33

這句話說明，「祠廟化」的「里社」，可能大量產生於北宋至南宋時期，甚至

可以追溯到更早。至於始於何時，則已不可考。為何會發生這樣的改變？時

人批評社稷禮儀隳壞，以及追求「靈驗」的神祇，應該是里社「祠廟化」，

甚至「祠廟」取代「里社」地位的主要原因。 

                                                      
 32 (宋)黃震，《黃氏日抄》(台北：大化書局，1984)，卷88，〈潺浦廟記〉，頁901。 
 33 劉辰翁，《劉須溪先生記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冊(台南：莊嚴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1997)，卷3，〈興泰廟記〉，頁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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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禮儀不經和社稷祭祀的衰退 

社日取社豬，燔炙香滿村。飢鴉集街樹，老巫立廟門。雖無牲牢盛，古禮

亦略存。醉歸懷餘肉，霑遺徧諸孫。34 

上引的詩歌，是描述里社祭祀之一面，談到祭品、巫祝和古禮的問題。在陸

游(1125-1210)盛讚祭典裡「古禮亦略存」的同時，時人對祭祀社稷禮儀不存的

問題，卻有相當嚴厲的批評。像是朱熹(1130-1200)即有「僭差遂無章，王綱諒

已隳」的譴責。35 

  姑且不論里社或村社等的鄉村社稷祭典，州縣社稷之禮儀崩壞，在北宋

末已被提出，並要求改善。州縣社稷壇多是累土築成，外圍以垣，設有齋戒、

宰牲、烹飪等的房屋。既然是累土而成，常因年久失修而坍塌，理當經常維

修，才容易維持形狀。不過，修繕的時間間隔，往往很長，因此，社稷壇壝

多是落得年久失修，甚至被草木堙沒的下場。36政和元年(1111)，江東提舉沈

延嗣奏天下州縣社稷壇壝多不合法式，希望能制定樣式，頒下州縣施行。於

是，依《五禮新儀》所作之社稷壇壝樣式頒行天下，令州縣依式修建或創新。

福州州社稷壇，以及諸縣社壇，均於此時投入重修。37可以想見，在朝廷的

一聲號令下，全國展開一場修建州縣社稷壇的盛會。但是，事易時移，進入

南宋之後，許多修葺社稷壇壝的討論又興起。 

  首先是壇式規定遺失。政和年間頒定的壇式，原來是希望能夠刻石立

碑，存於社壇，以便查考。但是，年久失修的結果，不僅壇壝傾圮，壇式文

                                                      
 34 (宋)陸游，《劍南詩稿》，卷53，〈社肉〉，收入(宋)陸游，《陸放翁全集》，冊2，頁

766。 
 35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社後一日作〉，收入朱傑人 等點校，《朱
子全書》，冊20，頁300-301。 

 36 王應麟，〈奉化縣社稷壇記〉：「奉化社稷壇，舊在縣南。令秦辨之徙置西南三百步，
其後圮而復修，迨今百餘年，垓壝弗飭，鞠為荊榛。邑劇事繁，自錢穀獄訟，謂之不急，

舊儀空存，嘉氣湮鬱，旱潦札瘥，民罔克乂。」詳見(宋)王應麟，《四明文獻集》，卷1，
〈奉化縣社稷壇記〉，收入張壽鏞 輯，《四明叢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1:2，
頁22。 

 37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社稷壇」，頁7855-7856；卷9，「公
廨類三．諸縣社壇」，頁7870-7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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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也隨之佚失。朱熹於紹熙元年(1190)知漳州，申請糾正釋奠典禮，欲求於淳

熙年六年(1179)所刻的《五禮新儀》的版子時，發現已不存於禮官處，最後竟

在胥吏的家中找到38；台州社稷壇於重建整地的時侯，於荒湮漫草的地中得

一石碑，原來是政和年間所頒的「社稷壇式」。39只要稍不受重視，規定禮儀

制度的文獻就佚失不見，足可見社稷祭祀禮儀不受重視之程度。 

  其次是管理不周，管事之人不重視壇壝的維護。臨安府富陽縣的社稷

壇，縣令呂昭亮於其旁造亭，環繞以牆。最早管理社稷壇的是里正，但因管

理不當，甚至成為牧養牲畜的場所40；台州的社稷壇，也是因為主管單位不

禁止人們隨意出入，漸次造成破壞，不僅荒榛雜草漫生，也成了人採集材薪

和蓄養牲畜之地41；永嘉縣的社稷壇在淳熙年間傾圮之後，土地為佛祠侵占，

縣令莫可耐何。42由於地方主管單位不重視社稷壇，不以人們隨意進出、侵

佔為戒，那麼，在人們的心目中，社稷壇就不再是神聖祭祀舉行的場所。於

是，社稷壇的嚴肅性不復存在，祭祀社稷的禮儀當然也就形同具文。 

  除此之外，地方吏員不識禮儀規範，也為有識者詬病。朱熹就以為，雖

然州縣有「社稷、釋奠、風雨雷師之祭」，人們或多或少還能見識到「先王

之禮」。但是，負責準備祭典的職吏也都不熟悉禮節，以致於舉行祭祀之時，

人們往往無法了解社稷祭祀威嚴的意義43；陸游則以為「郡縣之吏，往往惟

餉軍、弭盜、簿書、訟獄為急」，對於祭典之事往往敷衍了事，連朝廷所頒

布的令式都不熟悉，更何況是祭祀社稷的本意和典禮？44州縣祭祀社稷的禮

                                                      
 38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3，〈書釋奠申明指揮後〉，收入朱傑人 等點
校，《朱子全書》，冊24，頁3927-3928。 

 39 (宋)樓鑰，《攻媿集》〔四部叢刊．正編〕第55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54，
〈台州社壇記〉，頁503。 

 40 (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宋元方志叢刊〕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18，
「社稷」，頁3539。 

 41 (宋)樓鑰，《攻媿集》，卷54，〈台州社壇記〉，頁503。 
 42 (宋)葉適，《水心先生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59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卷1，〈永嘉縣社稷記〉，頁133。 

 43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3，〈書釋奠申明指揮後〉，收入朱傑人 等點
校，《朱子全書》冊24，頁3927-3928。 

 44 (宋)陸游，《渭南文集》〔四部叢刊．正編〕第59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卷
19，〈會稽縣重建社壇記〉，頁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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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和制度，顯然已經形同虛文，於是每當社日舉行之時，人民便各依俚俗行

事，所謂「鼓舞迎享，醉飽相樂，不其何人且何禮也。」45雖然是祭祀社神，

但對平民百姓而言，和他們奉獻給祠祀的迎神賽會沒有任何不同之處。州縣

社稷尚尤如此，不受官方監督的「里社」祭祀自不待言，平民盡可按照他們

的習慣進行里社祭祀，甚至為之建廟。 

(二)選擇改祀其他神祇 

  所有指責社稷祭典不合禮儀之處，莫過於放棄向社神祈禱，而之其他的

神祠。這類的指責，往往發生於旱災，需要祈雨之時。由於社神主管天下五

土46，故被認為和雨水的調順與否有關，地方官若要為地方祈雨，當行社祭

之禮不可。然而，大多數的官員並不如此，相反地，「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

之者，非老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47，「水旱禳祈，奔走如織，於社

稷闕如」。48相當關心祭祀禮儀的陳淳(1159-1223)除了評析釋奠禮儀不合禮軌之

外，尚為〈請傅寺丞禱山川社稷〉一文，向時任漳州知州事的傅伯成(1143-1226)

慨切陳詞，請他務必重視社稷祭祀，唯有祭祀社稷，才能得到神明的真正賜

福。事情的發生，乃由於春耕時節，卻發生雨水不夠的窘狀，傅伯成乃領僚

屬，凡是有神祠、寺觀的地方，再怎麼樣也都去祈禱。雖然有雨，但是仍然

不足以供應耕種之所需。陳淳以為，此乃因為所祀非其神，所以應該誠心誠

意地向社稷之神禱祈，才能得到神明賜福，降雨消災。他認為： 

異端淫祀，彼土木偶何從而有露邪？既是無理而強為之，心雖虔，於造化

乎何關？至如舞師巫、繞僧道、設齋醮、禁腥臊等類，又皆循俗之常議，

非所以交神明之要。雖圓山嘗致禱矣，然所主乃山下寓居之鬼，而非本山

                                                      
 45 (宋)孫應時，〈長洲縣社壇記〉，收於(明)林世遠等纂修，《姑蘇志》〔北京圖書館藏古
籍珍本叢刊〕第26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27，「壇廟上」，頁386。 

 46 五土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和原隰。 
 47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9，〈鄂州社稷壇記〉，收入朱傑人 等點校《朱
子全書》，冊24，頁3770-3771。。 

 48 (宋)孫應時，〈長洲縣社壇記〉，收於(明)林世遠 等纂修，《姑蘇志》，卷27，「壇廟
上」，頁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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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神，未之及也。惟龍潭祈祭，亦此州山川之一者，但恐文具而往，初無

所補。49 

「淫祀」之神無關於降雨，因此，即使是虔誠以對，也無助於解決乾旱；師

巫、僧道、道教和佛教的儀式，又皆民間的尋常禮俗，難登社稷祭祀的大雅

之堂，絕不可能以此和神明打交道。而且，所拜又非其神，例如致禱於圓山，

其實是錯拜了「山下寓居之鬼」，而非圓山之神；向龍神祈雨，雖合祀典，

但也不是負責降雨的主要神祇，因此，往往無法顯靈，解決雨水不足的問題。 

  不禱於社稷，而禱於祠廟、寺觀，不唯福建路的漳州而已，其他地方也

有類似的情況，劉宰和葉適等，都曾發過類似的議論。50福州的「善溪沖濟

廣應靈顯孚佑王廟」、「龍跡山廣施廟」、「會應廟」等，在兩宋時代，都有地

方官親往謁廟、祈雨，獲得靈應的記載。51暫且不論是否合於禮儀，官吏不

以社稷為專，而尋求佛、道教和一般民間祠祀的援助，在南宋已經是一個普

遍的現象。不僅地方官如此，北宋伊始，朝廷若遇水旱之災，也常常祈禱於

開封府內的宮觀寺院和祠廟；南遷之後，杭州城內的宮觀寺院和祠廟便成了

朝廷祈禱解決水旱災異的場所。52這樣的行為對一般的民間祠祀來而言，無

疑具有加分的效果。地方官員和僚屬同謁地方祠廟，等同於承認這些祠廟的

存在，若是因為祈禱有應，那麼，官員就有可能向朝廷申請廟額，或給予神

明王爵封號。以上所舉的福州三廟，都可以做為例子。朝廷如果予以廟額和

封號，這些祠廟就會被列入祀典，成為「正祀」，擁有合法地位，每年，官

吏也必需依禮前往致祭。連受政府節制、監督的州縣社稷祭祀禮儀，都有逐

漸衰退，為其他更加靈驗的佛、道或祠廟取代的可能，那麼不受政府監督，

                                                      
 49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8，〈請傅寺丞禱山川社稷〉，7a-9b。 
 50 劉宰，〈新淦縣社壇記〉：「近世事不師古，吏滋不恭，其胷中之所篤信，以為真可為

民徼福而請命者，則曰老也、釋也、嶽之祇、澤之龍也。」見於(宋)劉宰，《漫塘集》〔文
淵閣四庫全書〕，卷22，〈新淦縣社壇記〉，1a-4a；葉適，〈溫州社稷記〉：「怪淫誣
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鱓蝪。執水旱之柄，擅豐囟之權，

視社稷無為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見於(宋)葉適，《水
心先生文集》，卷11，〈溫州社稷記〉，頁131。 

 51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頁7860-7867。 
 52 相關的記錄，可見於(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第1、3、4、13、15、16、17、19、

37、47、68、78、147、168等卷，以及《宋會要輯稿》，禮18-2a-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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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由地方人士主導的里社，或村社的祭典，被忽略，或以其他神祇完全

取代的情形，就更加有可能發生了。 

  為何寧願選擇其他的神祇，而不專一於社稷神？上引陳淳的〈請傅寺丞

禱山川社稷〉裡，提到「邵武陳使君，於水旱惟專詣社稷致禱，俗人笑之」53，

為何祭社稷神，會被人嘲笑？原因在於社稷神「不夠靈驗」。嘉熙四年(1240)

七月，紹興府諸暨縣暴雨成災，邑令耆老祈於社稷、「里社」皆不應，轉向

文應廟朱太守祈禱，才獲得平安54；嘉定八年(1215)，湖州南潯鎮面臨蝗災。

本該向當地的社神祈禱攘災，但是，當地人卻選擇向嘉應廟的崔、李二神祈

禱，果然平安渡過蝗災。55 

  即使陳旉以為，水旱頻仍，蝗蟲災害肆虐不斷，使得饑荒四起，人們流

離失所，是對田公、田母的祭祀不夠精誠所致，若欲解決問題，只有嚴潔致

祭才行。56然而此類「里社」祭祀無法達至所祈的事例，證明向「里社」致

禱，已經不是人們的唯一選擇。向其他靈驗的神祇尋求保護，比祭祀「里社」

更有保障。 

  「里社」神靈驗不再的結果，除了向其他更靈驗的神明祈求之外，另立

「里社廟」，使其取代原有的「里社」亦是一發展方向。《夷堅志》裡有一則

故事，敘述人們選擇一間破敗小廟當作社廟的過程57；劉辰翁為廬陵「興泰

                                                      
 53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8，〈請傅寺丞禱山川社稷〉，7a-9b。 
 54 (宋)趙希鵠，〈紹興府諸暨縣松山勑賜文應廟記〉，收入蔣鴻藻 輯，《諸暨金石志》〔石
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9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卷13，頁99。 

 55 不著撰人，〈嘉應廟敕牒碑〉，收入(清)陸心源 編，《吳興金石記》〔石刻史料新編．
第一輯〕第14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12，頁10823-10825。 

 56 (宋)陳旉，《農書》，卷1，〈祈報篇〉，頁317。 
 57 〈昌田鳴山廟〉：「鄱陽昌田，舊有鳴山小廟，積以頹敝。慶元二年九月，鄉人議毀之。
一巫為物憑附，猖狂奔走，傳神命告里中曹秀才，使主盟一新。廟之始建也，曹之祖有

力焉，故復致請。而曹生平日不好語怪，疑弗信。越夕，凡一鄉巫覡工匠百餘人，盡造

曹居，不約而集，皆不知所以然。曹猶不聽，眾怒去。或不假舟楫，而直度大溪。四境

林木，輒徑指定，不求於其主，即行采斫。合抱十圍者，數斧而斷。常時健丁百輩可舉

者，不過三十人，其行如馳。曹往視，乃悔前非。自詣廟下，工役爭盡力，亦不取庸雇

之直。它處富室各施財米。地去水四十里，而運致瓦石，當盡晷極短日，可數往反。首

尾纔涉旬，殿宇已就。匠有倦懶捨去者，或病或死，皆怖畏不敢怠。傍郡聞之，遠來薦

禱千計。間有惡少不逞，擾眾規利之徒，則無繩自縛，高繫於廟階之下。今遂成社廟。」

收於(宋)洪邁，《夷堅志》，支癸卷2，〈昌田鳴山廟〉，頁1235-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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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作記，更將該廟目為「里社」。實際上，該廟所祀為「興祚、泰民二王」，

不是傳統的「里社」之神。58王繼道撰〈當境徐府君廟記〉(至正二十一年〔1361〕)，

亦言及「里社」與「徐府君廟」的關係。該祠祀是建炎初年(1127-1131)，戍守

襄陽的台州義兵從襄陽攜回香火而建立，建後屢顯靈跡。59劉辰翁和王繼道

特意將興泰廟和徐府君廟視為「里社」，顯示該廟的發展，在當地已經取代

「里社」的功能。 

 

  從以上所述可以發現二個由「里社壇」變成「里社廟」的來由，一是改

變原「里社」的祭祀型態，人民依本地習慣，架屋為廟；一是由其他更靈驗

的神祇，取代原來的「里社」。福州長樂縣的中宮祠、社稷祠和南山廟，很

有可能就是從「里社壇」演變而來。是否有由民間祠祀轉型成「里社廟」的

例子？細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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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句話，可以發現梁克家似有將「里

社」與「祠廟」等同而談的意思。由於「祠廟」之祀，乃是以其所在之「里

社」(指聚落)為基礎，因此福州某些地方的居民以他們認為「靈驗」的祠祀取

代傳統的「里社」，也不是沒有可能。傳統的「里社」雖受「祀典」規範，

但卻沒有地方官介入、主導的痕跡，完全由地方人士自己辦理。地方祠祀亦

是由地方人士主導建立和祭祀事宜。當傳統的「里社」不再靈驗，或是「里

社」原被賦予的職能不再符合新社會環境的需要，人們很可能會將祈禱的目

標轉移向其他更靈驗的神祇。面對快速變化的環境，人們亟需靈驗的神祇為

他們解決，不論是農業生產、商業交易、科舉考試，以及盜寇頻發、入侵等

問題。需要搭設祭壇、準備豐盛祭品，並一年只舉行二次的里社祭祀，顯然

無法應付新社會的突發狀況，解決人們的需求。改變「里社」的祭祀形態，

                                                      
 58 劉辰翁，《劉須溪先生記鈔》，卷3，〈興泰廟記〉，頁435。 
 59 〈當境徐府君廟記〉：「三代立社樹，其土宜木主之，故神依而靈焉。中古易以石，後
世創宮室，繪圖像，肖王侯之居，州里咸有之。台臨海之康功社，不於木石，獨嚴於□

井，主斯社者，襄陽府君。⋯⋯自府君司吾社，禦害防患，顯□有威惠，且雨澤應禱如

響。蠶榖屢登他境，莫之若□。」見(元)王繼道，《台州金石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一
輯〕第15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卷13，〈當境徐府君廟記〉，頁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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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另立更靈驗的神祇，以之取代原來的「里社」，便成為解決之道。不論

是位於廬陵的興泰廟，或是臨海縣的徐府君廟，都是因為「靈驗」而被當作

「里社」而祈拜的例子。福州處在當時祠祀變化的氛圍裡，以奉祀同一座祠

廟為中心的人建立一個以該祠廟為中心的新「里社」，取代傳統的里社信仰，

也不是沒有可能的事。 

第二節 叢祠與祠祀 

  宋代以後，除了「里社廟」之外，「叢祠」也是民間祠祀的重要一環。

若以洪邁於《夷堅志》〈江南木客〉條為「叢祠」所作之定義：「多依巖石樹

木」60來看，那麼在福州有三個例子，其敘述很明顯地指出其初成立之時，

即符合洪邁所謂的「叢祠」。一是古田縣的順懿廟，開始是設在一個石穴內61；

一是長樂縣的植柱廟，始設於溪旁之石室內62；一是連江縣的靈溪廟，據縣

志載，祠祀初成之時，僅「石甃小龕，欹側山麓」。63 

  目前學界對「叢祠」的研究，多認為「叢祠」是起於唐宋江南新開發地

區、伴隨移民的開墾腳步而成立的祠祀。他們咸認為「叢祠」是一種形態特

殊的祠祀。64不過，從文獻資料中可以發現「叢祠」一語的使用，早已見載

                                                      
 60 (宋)洪邁，《夷堅志》，冊2，丁志卷19，〈江南木客〉，頁695。 
 61 (明)劉曰暘 等修纂，《(萬曆)古田縣志》，卷7，「秩祀志．祠廟」，8a-8b。 
 62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類三．諸縣祠廟」，頁7876。 
 63 (清)李菶 等修纂，《(嘉慶)連江縣志》，卷4，「壇廟」，21b-22b。 
 64 中村 治兵衛認為叢祠產生於唐宋時期的江南。隨著江南地區的開發，新移民來到這裡，
建立村落。由於這些村落沒有舊秩序的保護，這些因新移民而建立的叢祠，不論在區域

認同感，或是公共福利方面，正好成為統合這些新開發區域的核心。而這些叢祠所祀神

祇，後來也演變成區域土地神。金井 德幸承襲中村 治兵衛的說法，並將叢祠與社稷祭
祀體系最末端的「里社」或「村社」作連結，認為「叢祠」和「里社」在宋代有同質化

的傾向，並且，在鄉村秩序維持方面扮演著重要的工作。Edward L. Davis也接受中村治兵
衛的說法，認為叢祠所祀之神，後來演變成中國南方的土地神。萬志英的看法大致和中

村 治兵衛相似，但他否認叢祠所祀的神明和後來的中國南方的土地神有絕對的關係。他
以五通神為例，認為如此多變的神祇不太可能成為被當作土地神信仰的起源。他也不認

為「叢祠」和宋代的先進地帶有絕對的關係，因為除了江東以外，江南、福建和江西等

在南宋人口密集的區域都沒有找到類似的史料；而中村 治兵衛的假設也有漏洞，叢祠信
仰，應該起於五代時期，並且和中國南方的山魈信仰有關係。見中村 治兵衛，〈宋代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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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史記》。到了宋代，「叢祠」一語廣泛地運用在民間祠祀裡，不論是文人

雅士的詩詞，或是朝廷下賜廟額封號的官方文書，都可以見到他們借「叢祠」

以指他們所看到的祠廟。從宋人的眼光來看，「叢祠」的意義，和現代學者

的解釋，不盡相同。在此需要究明，在南宋的時候，「叢祠」所指究竟是什

麼，以及「叢祠」和福州民間祠祀的關係如何。 

一、「叢祠」 

  《通典》的「兵」，是一記載唐朝以前，歷代用兵策略的整理，其中有

「假託安眾」一條，是記載有關假藉鬼神的力量收買人心的故事。有一則故

事是敘述秦末，陳勝、吳廣陣營所用的技倆： 

秦二世初，天下大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為

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誡以吾眾為天下唱，宜

多應者。」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功。然

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僉曰：「此教我先威眾耳。」迺丹書帛曰：「陳

勝王」，置入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閒令廣之次

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

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而號令，眾遂從之。65 

陳勝和吳廣以為自己的聲望和功業比不上項氏家族，因此，卜者建議他們藉

鬼神的力理，收買歸附士卒的心。這則故事最早見於《史記》，後來也出現

在《漢書》裡，許多後代的文人寫文章時，都將之作為典故引用。唐朝司馬

貞作《史記索隱》，引《戰國策》東漢高誘注：「叢祠，神祠也。叢，樹也。」

66可知東漢的譯注家已將「叢祠」和「神祠」畫上等號，「叢」僅指該神祠所

在的地理環境，而唐朝的司馬貞顯然也接受這樣的觀念。顏師古(581-645)為《漢

                                                                                                                                       
巫の特徵——入巫過程の究明を含めて〉，《中央大學文學部紀要(史學科)》，104(東京，
1982.03)，頁65；金井 德幸，〈宋代の村社と仏教〉，《東洋史研究》，38:2(京都，1980)，
頁36-37；Edward L Davis, 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 214;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182-183;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300-301. 

 65 (唐)杜佑 撰，王文錦 等點校，《通典》，冊4，卷156，「兵九．假託安眾」，頁4014。 
 66 (漢)司馬遷，《史記》，卷48，「陳涉世家」，頁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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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作疏，他的解釋也被一併被《通典》引用。據顏師古所作的解釋，「叢」

指「草木之岑蔚者也」，而「祠」就是「神祠」，綜合來說，就是指位於樹林、

野地裡的神祠。柳宗元〈韋使君黃溪祈雨見詔從行至祠下口號〉詩裡也有「谷

口寒流淨，叢祠古木疎」的詩句67，以「叢祠」統稱神祠所在的自然環境。

故到了唐朝，「叢祠」的意思仍然沿續著漢朝譯注家的看法，依舊是指位於

草木茂密之地的神祠。 

  宋人在寫景的詩詞裡，也經常使用「叢祠」來指稱他們所見的祠廟。司

馬光所作之〈和范景仁疊石溪〉詩： 

溪邊有村落，未始識紛華。去縣只數里，居民踰百家。山腰荒徑轉，谷口

翠微遮。老木紛無際，重巒浩莫涯。力窮纔到頂，勢盡復成窪。不定雲煙

色，難名藥草芽。泥鈞羅比屋，澗石載連車。宛有淳風在，誰云太古遐。

梁隨木性曲，簷逐地形斜。榛路牛呼犢，叢祠雀噪蛇。倚崖松偃蓋，落石

浪翻花。安用遊青嶠。何須躡紫霞。好將詩筆寫，還入帝城誇。已買漁樵

舍，毋令後約差。68 

詩裡很清楚地描繪了叢祠所在的位置，司馬光和范景仁經由溪邊人口眾多的

村落進入山裡，「谷口翠微遮，老木紛無際」正是山裡面的景色，叢祠就是

位於這樣的環境裡。又劉攽的〈城上新亭〉詩裡，也以「野芳喬木共回環，

步到西城五里間」描述叢祠附近的景象，而劉攽正好就在叢祠裡稍作休息。69宋

祁也以「叢祠樹木尤岑蔚」為題，作了一首詩。70司馬光、劉攽和宋祁都是

北宋時的人，他們描述的叢祠，均仍具有顏師古所解釋的那些元素。到了南

宋，類似的描述仍然繼續著。 

                                                      
 67 (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四部備要〕(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6)，冊2，卷43，〈韋
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12b。 

 68 (宋)司馬光，《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5)，冊2，卷10，〈和
范景仁疊石溪〉，頁153-154。 

 69 〈城上新亭〉：「野芳喬木共回環，步到西城五里間。值有叢祠休足力，就為幽境慰心
顏。鷗聲遠水連日晴，剎影高臺似淺山。勝事本來容易集，可憐人自不能閒。」見於(宋)
劉攽，《彭城集》〔叢書集成．新編〕第61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14，〈城
上新亭〉，頁352。 

 70 (宋)宋祁，《景文集》〔叢書集選〕第483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冊1，卷24，
〈叢祠樹木尤岑蔚〉，頁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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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初期，謫居福州的李綱遊覽榴花洞後，留下旅遊詩三首，其中第一

首除了描寫當地人在叢祠祈報、謝神的活動外，一開始便以「一派寒流作小

溪，松篁深處有叢祠」二句71，點出叢祠所在的位置。袁說友〈遊江瀆廟用

故侯吳龍圖韻〉裡有「萬古叢祠千木暗」一句。72乾道五年(1169)，時任刑部

侍郎的汪大猷被選充為金國賀正旦國信使73，其甥樓鑰隨行，留下《北行日

錄》這部記錄沿途所見風光景致的日記。他們在十月出發，十二月二日一早

抵達時為金國領土的泗州虹縣(屬金國南京路)。虹縣外山上有「叢祠」，乃為「漢

高帝廟」。74李曾伯寫的〈重建仙佛神宇記〉： 

六月望，強扶病骨登寶積山，謁玉虛祠，下瞰平陸。前此皆榛莽，眼前突

兀，倐睹殿角鼎峙，中曰聖佛寺，以奉旃檀如來，其東為南嶽忠靖王廟，

其西為紫極宮。⋯⋯惟自桂州便有此山，不過巉岩磊砢，草木叢委，未有

發奇者。今一旦仙佛之廬與叢祠並列，岩姿壑秀，若拱若克，永為桂人所

休導貺之地，與此邦江山相為長久。⋯⋯是邦元有紫極宮，久廢，而今復；

聖佛，自唐初顯著南方，像設存西在，幾墮劫火，遷奉於此；忠靖王則衡

嶽之聲赫靈濯者，南人家祀戶祝。侯於此外又修仰山二神祠，作蜀三大神

廟，創佑聖殿於茲山。75 

仙佛之廬指的應該是聖佛寺、紫極宮、佑聖殿和玉虛祠，而「叢祠」則是南

嶽忠靖王廟、仰山二神祠和蜀三大神廟，全同位於寶積山。因此，進入南宋

以後，仍舊廣泛應用「叢祠」一語指稱位於樹林、郊野的神祠。 

  從漢到南宋，「叢祠」之「叢」即為「草木之岑蔚者」，「祠」即為「神

祠」的解釋，代代相傳，並且實際地被使用在寫作上。但是，「叢祠」是指

一種類型特殊的祠祀，抑或只是撰寫這些詩詞、文章的文士為修辭而設的權

宜之計？中村治兵衛和萬志英等人的研究，有把「叢祠」導向特殊類型祠祀

                                                      
 71 (宋)李綱，《梁谿先生全集》(台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0)，冊3，卷32，
〈還自鼓山過鱓溪遊大乘榴花洞瞻禮文殊聖像漫成三首〉，頁1144-1145。 

 72 (宋)袁說友，《東塘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5，〈遊江瀆廟用故侯吳龍圖韻〉，19b。 
 73 (宋)周必大，《周益國公文集》〔叢書集成．三編〕第47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
卷67，〈敷文閣直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汪公大猷神道碑〉，頁54-55。 

 74 (宋)樓鑰，《攻媿集》，卷111，〈北行日錄〉，頁1096。 
 75 (宋)李曾伯，《可齋續藁》〔文淵閣四庫全書〕，前卷5，〈重建仙佛神宇記〉，15b-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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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因為前者指其是在唐宋時期，伴隨江南經濟開發而產生的祠祀類

型，而後者則認為叢祠的產生和山魈的信仰有關，且集中在江東。他們多以

《夷堅志》裡收錄的〈江南木客〉和記載於《梁谿漫志》裡的〈江東叢祠〉

二則故事作為立論的基礎76，以為這兩則故事所述者是「叢祠」的典型。但

是，需要追究的是，這兩則故事呈現的「叢祠」形象，和其他的民間祠祀有

什麼不同的地方？因為，只有「叢祠」和民間祠祀有相異之處，那麼，「叢

祠」做為一種特殊的祠祀類型才能成立。然而，就漢唐以來的例子可知，「叢

祠」並非唐宋時期才出現於江南的祠祀類型；「叢」僅是在描述祠祀所在的

地位環境。 

二、「叢祠」與祠祀 

  上面所舉北宋到南宋幾個「叢祠」應用的例子，多少還符合漢唐以來的

譯注家所下的定義。但是，宋人語中的「叢祠」和一般的民間祠祀之間是否

有差別？以下，利用一些使用「叢祠」這個詞彙的史料，探討其中所祀的神

祇和一般的神祠所祀的神祇。 

(一)「叢祠」裡的神祇 

  〈江南木客〉是定義「叢祠」的學者，經常使用的史料之一。該故事除

了點出「叢祠」的所在位置之外，還說明「叢祠」所祀為何神：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異，多依巖石樹木為叢祠，村村

有之。二浙江東曰「五通」，江西閩中曰「木下三郎」，又曰「木客」，一

足者曰「獨腳五通」，名雖不同，其實則一。考之傳記，所謂木石之怪夔

                                                      
 76 〈江南木客〉的第一句：「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其神怪甚佹異，多依巖石樹木
為叢祠，村村有之。」仔細分析，「叢祠」和山、巖石、樹木等自然環境有關係，但是

不是除了「叢祠」以外，其他的「祠祀」便和「禨鬼」的習俗無關？不能妄作如此推論。

詳見(宋)洪邁，《夷堅志》，冊2，丁志卷19，〈江南木客〉，頁695；〈江東叢祠〉首句：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詳見(宋)費袞，《梁谿漫志》(台北：廣文書局，1969)，卷10，〈江
東叢祠〉，頁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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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兩及山是也。李善注《東京賦》云：「野仲游光，兄弟八人，常在人

間作怪害。」皆是物云。變幻妖惑，大抵與北方狐魅相似。77 

按照此故事來解釋，「叢祠」是指立於野地樹林中，祭祀木石、狐魅之怪的

祠廟。 

  以物怪為崇拜對象的描述，不只出現在民間相傳的故事中，文人的詩作

裡也有相同的說法。北宋梅堯臣(1002-1060)的〈幽廟〉詩，首句即說「老狐依

叢祠，妖橫起百怪」，以狐為叢祠祭祀對象，並是「百怪」之源；鴟梟的叫

聲和來去無影的狡兔，更為叢祠蒙上一層恐怖的氣氛。而人們巫覡假託鬼神

的言論慫恿下，虔誠地祭祀叢祠裡的神祇。78 

  除了這些脾氣捉摸不定、會魅惑、作怪的狐怪、山魈等被目為叢祠裡的

神祇外，還有另一種「非人化」的神祇，也經常被文人拿來和「叢祠」結合

在一起。北宋宋庠(996-1066)，作了〈五鼓度洛水謁九龍祠禱雨馬上作〉一詩，

裡頭描寫他因為多日以來的乾旱，為了化解旱災，解求農民耕作之苦，禱遍

境內「叢祠」祈雨的情況。79而該「叢祠」指的就是「九龍祠」。南宋陸游的

〈村社禱晴有應〉詩，表現人們向龍神祈求化解淫雨的心願，以及龍神顯靈，

天氣快速放晴，人們報謝龍神的祭祀活動。其首句是「叢祠牲酒走村村，賴

是龍歸為解紛」，龍和「叢祠」是結合在一起的。 

  上面那些叢祠所祀的「非人化」的神祇，多少還能知道該神祇是從什麼

「物」演化而來，像是狐魅、山魈、龍等。但是，不知是棲何神的叢祠，亦

所在多有，《夷堅志》裡就有一些這樣的故事。〈鍾匠斫木〉：趙善澄清臣都

監，住在鉛山，乾道九年，於縣西另造住宅一座。宅後有「叢祠」，名曰「三

聖廟」。宅旁有一棵數圍大樟樹，當受風吹動時，樹枝往往刺破屋瓦，修不

勝修。找匠人來修剪樹枝，常常沒人敢擔當此任，趙為此感到相當不悅。後

                                                      
 77 (宋)洪邁，《夷堅志》，冊2，丁志卷19，〈江南木客〉，頁695。 
 78 〈幽廟〉：「老狐依叢祠，妖橫起百怪。巢梟助鳴聲，穴兔資狡獪。巫紿神靈言，俗奏
飲食拜。」收入(宋)梅堯臣，《宛陵先生集》〔四部叢刊．正編〕第43冊(台北：台灣商
務印書館，1979)，卷38，〈幽廟〉，頁330。 

 79 宋庠，〈五鼓度洛水謁九龍祠禱雨馬上作〉：「農疇閔雨心祈切，上盡叢祠日未明。」
收於(宋)宋庠，《元憲集》〔叢書集選〕第482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卷10，
〈五鼓度洛水謁九龍祠禱雨馬上作〉，頁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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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有一叫鍾四的匠人，個性駑鈍，索酒一升飲盡後，便拿著斧頭爬上樹梢，

將圍牆邊的樹枝全數剪除。趙賞錢二百文。80故事到這裡，或許還不覺得叢

祠「三聖廟」扮演何種角色，但故事的發展，鍾匠最終因斫樹而亡： 

是夜鍾歸，微覺右臂癢，俄生兩肉瘤，稍大，如雞卵，積漸長如碗，雖無

痛苦，然頗妨礙。凡如此半年，因用力太過，瘤忽破裂，血出不止。外醫

用藥不能療，至夜，情識蕩漾，所見皆鬼神，口中語言，亦不類常日聲音。

人有問者，隨即應曰：「趙都監福尚盛，我不能興禍。此匠身衰，故得甘

心耳。」後五日而亡。 

鍾匠最後回應的話，表示鍾匠的身體已經被鬼神憑附，而其受祟而死的原因

來自趙都監。或者應該說，人們認為鍾匠之所以長肉瘤，最後變成不治之症，

全是因為斫樹，侵犯鬼神的領域所致。整個故事能當作「鬼神」指標的，正

是「叢祠」三聖廟。不過，所棲為何神？整個故事並沒交待。〈橫州婆婆廟〉

開門見山地說「叢祠」婆婆廟不知所祀為何神81；〈台嶺王廟〉則說位於福州

和溫州交界的「叢祠」錢王廟，雖知和五代時期的吳越國錢氏有關，但是不

載於祀典、不明起始，亦不知其在錢氏王朝的身份，可以說對於所祀神的來

龍去脈都不清楚。82 

  《夷堅志》裡，部分和祠祀有關的故事，都不明其所祀神祇的身份，或

來源。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崇祀的信徒真的不知神祇的身份、來源，只是

按照習俗進行祭祀；一是洪邁記錄，或他人提供故事給洪邁時，訊息錯漏所

致。而這些五花八門的祠祀也因為常常不被列入「祀典」，因此，被當作「淫

祀」看待。輯錄呂祖謙教育弟子言論的語錄《麗澤論說集錄》裡有一句話，

說明當時重視禮教的人看待「叢祠」的普遍觀念： 

淫祀無福，近來人說淫祀，多是說「叢祀」及非載於祀典者。83 

「淫祀無福」這句話出於《禮記》，經常被嫺習儒家經典的士人拿來當作辨別

                                                      
 80 (宋)洪邁，《夷堅志》，冊4，三志壬卷8，〈鍾匠斫木〉，頁1529。 
 81 (宋)洪邁，《夷堅志》，冊3，三志辛卷8，〈橫州婆婆廟〉，頁1447。 
 82 (宋)洪邁，《夷堅志》，冊3，三志己卷8，〈台嶺錢王廟〉，頁1363。 
 83 (宋)呂喬年 輯，《麗澤論說集錄》〔叢書集成．續編〕第41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卷5，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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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祀」和「淫祀」的標準，而呂祖謙的話，似乎已經在「淫祀」、「叢祠」

和「非載於祀典」之間畫上等號。這個等號是不是畫得實際、合理？一些實

例，顯示出「叢祠」所指的未必是「淫祀」，而是正正當當、被載於祀典裡

的祠祀。 

  宋仁宗天聖年間(1023-1032)，陳坦然擔任漳州漳浦縣知縣。某年漳浦縣大

旱，他禱遍境內山川不得雨，於是齋戒沐浴，致禱境內香火鼎盛的「陳將軍

祠」。該祠祭祀唐朝開發漳州有功的陳元光(657-711)。他走到廟裡，向神祈禱，

曉以被國家列入祀典、奉為「正祀」之神所應擔負的責任。更將廟門嚴閉，

和神相約：「七日不雨，此門不復開，叢祠為燼矣。」之後狂風大作，巨樹

朴於道，俄而，果下甘霖，帶來大豐收。84陳元光死後，其祠首建於漳州漳

浦85，開元四年(716)年追封為「穎川侯」，貞元二年(786)年又獲得朝廷允許進

行春秋饗祀。86入宋以後，從神宗熙寧八年(1075)獲得「忠應侯」的封號起，

到孝宗乾道四年(1168)，已累封「靈著順應昭烈廣濟王」，父母、妻兒、子孫，

都獲得封號。87不論是出於替陳坦然撰寫墓碣的余靖(1000-1064)，或是陳坦然

曾經真有此言，該「叢祠」所指乃是自唐朝以來就注於祀典的陳元光祠，沒

有「淫祀」的意味。 

  蘇轍〈謁汪王廟〉，也以「叢祠」二字指「汪王廟」。該廟祀汪華，是徽

州廣受信徒供奉的神祇。該神自唐朝以來，就受朝廷誥命冊封。大中祥符三

年(1010)，依唐朝誥命，封「靈惠公」，政和四年(1114)獲賜廟額「忠顯」88、

政和七年(1117)封「英濟王」，宣和四年(1122)、隆興二年(1164)屢加封，到乾道

四年(1168)已累封「信順顯靈英濟廣惠王」。89到蘇轍謁汪王廟的時候，該廟神

早已經列於宋朝的祀典裡，但他仍在詩中使用「叢祠」，指他所參拜的「汪

                                                      
 84 (宋)余靖，《武溪集》〔北京圖書館藏古籍珍本叢刊〕第85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1988)，卷20，〈宋故殿中丞知梅州陳公墓謁〉，頁191-192。 
 85 (明)黃仲昭 等修纂，《八閩通志》，卷59，「祠廟」，頁838-839。 
 86 (明)何喬遠，《閩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冊2，卷41，頁1012。 
 87 (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0，142b-143a。 
 88 (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0，34b-35a。 
 89 (宋)趙不悔 等修纂，《新安志》〔宋元方志叢刊〕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1，
「州郡．祠廟」，頁7613-7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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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廟」。這個「叢祠」沒有理由是「淫祠」。 

  南宋中，婺州永康縣人陳亮(1143-1194)，為當地寫了一篇題為〈佑順侯祈

雨文〉的文章。撰寫祭祀祝文，是官方人物向神明禱告經常有的習慣。文中，

他以「叢祠」指佑順侯廟。90據《宋會要輯稿》保存的記錄，該廟神於宣和

四年(1122)得到「佑順侯」的封號，紹興三十二年(1162)得到「赫靈」廟額。91

因此，佑順侯從宣和四年開始，便已不是不載於祀典的「淫祀」之神，陳亮

以「叢祠」指「佑順侯廟」，當然也不以為是「淫祀」。 

  最能證明「叢祠」不一定指「淫祀」的證據，是朝廷賜予神祇封號時所

寫的制文。孝宗隆興元年(1163)，舒州(安慶府)宿松縣小孤山惠濟廟神安濟夫

人，由於「連年調發軍馬、津運錢糧及舟楫經涉江湖，軍民逐時祈禱，皆有

靈應」，經朝廷查核許可，準備加封神為「助順安濟夫人」。時周必大(1126-1204)

是撰擬該制文的人： 

敕某神書曰：至諴感神，矧茲有苗乃者，犬戎盜邊，江淮雲擾，而兵民利

涉漕運無虞。迄憑醜類自北，此神母之陰相，而太上之聖德也。予一人方

承厥志，經理中原，相彼「叢祠」，屹臨衝要，縣用加崇位號，贊以書命，

庶幾因報功之典而徼福焉。可。92 

 

  從文獻中有「叢祠」字樣的故事，或文章，大致可以看出來「叢祠」所

祀不單是那些「靈物類」的神祇而已，還有一些連名字、性質為何都不知道

的神祇。而一些有享有功名、領受朝廷封賜的「人物神」也是那些掛有「叢

祠」字樣的祠祀所祀的神祇。因此，文人以「叢祠」指某些祠祀，並不一定

以「淫祀」視之，朝廷頒布神祇封號所發的制文尤能說明這點。 

                                                      
 90 (宋)陳亮，《龍川集》〔四部備要〕(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66)，卷22，〈佑順侯祈雨
文〉，2a-b。 

 91 (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0，106a。 
 92 (宋)周必大，《文忠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98，〈舒州宿松縣小孤山惠濟聖母廟已
封安濟夫人連年調發軍馬津運錢糧及舟楫經涉江湖軍民逐時祈禱皆有靈應加封助順安濟

夫人〉，12b-13a。該廟受賜廟額和封號的記錄，也可見於《宋會要輯稿》，禮20，5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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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叢祠」和民間祠祀 

  因冒犯神明而被祟死的故事，前面提到〈鍾匠斫木〉可當作一個代表。

故事裡的鍾四，因受趙都監之命翦除樟樹，得到身長怪瘤的懲罰，無藥可醫

而死。故事中特別提及「叢祠」三聖廟，相信並非沒有原因。傳說這些故事

的人，很可能相信鍾四就是因為冒犯了三聖廟神而死。〈靈泉鬼魋〉的情節

也和〈鍾匠斫木〉類似。建陽人王田功，住在縣內的靈泉寺。寺前有田，田

中有小土丘，長了十餘棵直徑長數尺的大樹，藤蘿繚繞，當地居民視為鬼魅

出沒之地，每歲定時在此進行祭祀。王想要將這些樹砍了當柴燒，命令田僕，

卻沒人敢承擔任務。王田功作勢要鞭打他們，不得已，田僕們只好進行工作。

才砍了幾斧，樹竟然流出血，田僕們驚恐地放下工作，稟報王撫幹。王不信

此事，直認為是老樹皮的樹汁，要田僕們繼續工作。田僕們知道無法避免災

禍，就買了些紙錢奠祭那些樹，並且被髮執斧砍樹。每下一斧，他們都大喊：

「王撫幹使我斫。」總共得薪材三千束。一個月後，王撫幹的背上長出膿瘡，

且自言自語說見到了「祟物」。不久，王死，但鬼祟依舊存在。居民在原地

重新栽種樹木以安撫那些作祟的鬼神，直到樹成林，鬼祟才消失。93這二則

故事的結局是冒犯神靈的人遭怪疾侵襲而死。不同的是，這則故事死去的人

是直接下命令的人—王撫幹；而上則故事，因為趙都監洪福尚盛，神靈的懲

罰沒辦法施在他身上，由鍾四代為受死。後面這則故事雖沒有提到「叢祠」，

但是，整個故事的結構和前面的故事完全沒有兩樣。相同的情結、相同的結

果，暗示「叢祠」這個語彙，並沒有指稱一種特別的「祠祀」，而大有可能

是記錄故事的人因寫作需要而用的詞彙。 

  橫州婆婆廟，亦被目為「叢祠」。廣南西路橫州城外有「叢祠」，叫婆婆

廟，不知所祀何神，當地人虔誠奉祀。淳熙初年(1174-)，雷州太守舟過城下，

一群準備歡迎他的妓女在廟中休息，四處觀看，等待他的到來。有一個輕浮

的妓女，指著一個土偶向同伴說：「你可以嫁他。」同伴指者另一個士卒，

跟輕薄妓女說：「你卻嫁給了他。」此妓拍手嬉笑，說：「有何不可？只怕沒

                                                      
 93 (宋)洪邁，《夷堅志》，冊2，丁志卷5，〈靈泉鬼魋〉，頁57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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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人而已。」一旁同樂的營將說：「我可以作媒。」一群人哄堂大笑。不出

兩個月，這七個妓女相繼病死，營將亦死，橫州花籍為之一空。94很顯然，

他們的放盪行為，惹惱了這個不知是何身份的神明，最後不得好下場。 

  建康府盛行三聖信仰，經常建廟立祀，也不知是何方神聖，但因非常靈

驗，故吏民奉之甚謹。句容縣的一個廟位於丞廳大門內之東，每歲春月，邑

人祭祀往來，殺豬宰羊，好不熱鬧。紹熙二年(1191)，顏景宴任縣丞，想要把

往來的通道阻擋起來，吏卒交相勸阻，以為若為此事，必定遭受神譴，顏勉

強停止。第二年，顏受不了祭祀時的喧嘩，乃於往來處築起一道矮牆限制。

自此以後，凡是要到廟裡祭祀的人，必需繞過吏舍，故而日益減少。紹熙五

年(1194)，顏即將任滿，請求還家的命令。縣人到廟裡焚香禱告，說：「以前

之所以沒來祭祀，都是顏縣丞的意思，希望不要怪罪我們。」顏才回到家，

突然大病泄浰，才一個晚上就過世了。95得知顏縣丞大病猝逝的人，一定會

認為祈禱奏效了，他是因為阻擋了祭祀，受到了神明的懲罰。 

  橫州婆婆廟和建康三聖廟，前者被目為「叢祠」，後者沒有出現「叢祠」

的字眼。但是，違犯了這些祠祀所祀之神的人，都離奇地死亡了。從一般人

的眼裡看，這些廟神都顯靈了，處罰了這些侮辱他們的人；就他們而言，是

不是「叢祠」都無所謂，神明終究是一樣的，會對不尊重他們的人加以懲處。 

  祀龍的祠祀，有時亦會被以「叢祠」目之，前面已經提過。人們通常在

面臨旱災的時候，找一個傳說是龍出沒的地點進行祈雨的祭祀活動。第一章

曾經提到，福州的自然神，絕大多數是龍神。〈杉洋龍潭〉所敘述的，就是

發生在福州古田縣的故事。淳熙十一年(1184)，福州盛夏不雨。時趙汝愚(子直)

為郡守，下令諸縣，凡境內有神祠湫淵靈異之處，悉加敬禱。古田縣杉洋山

有三潭，在陡峭的山嶺上，居民前往禱雨，往往獲得甘霖。於是，縣丞陳某

來到潭處，焚香致禱，畢後向潭簪笏端立，想要一睹龍形。丞為人忠厚謹慎，

經過很長的時間也不懈怠。一會兒，黑雲從了腰升起，覆蓋大片天空，一物

躍出第三潭，盤於巖石上。最後，大雨一連下了三天，霑遍古田縣。福州當

                                                      
 94 (宋)洪邁，《夷堅志》，冊3，三志辛，卷8，〈橫州婆婆廟〉，頁1447。 
 95 (宋)洪邁，《夷堅志》，冊2，支景卷9，〈建康三聖廟〉，頁94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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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將此靈驗事跡上奏朝廷，得允立廟、冊封號。96類似的故事，還有淳熙十

四年(1187)，台州仙居縣的祈雨。97 

  事實上，兩宋朝對於龍母、龍女、龍王的祠祀相當注意，經常對針對這

些能興雲雨的神祇進行敕賜廟額與進封爵號的動作。目前有關宋朝加禮龍神

的記錄，可推溯到太平興國二年(977)98；熙寧十年(1077)，賜信州五龍廟廟額

「會應」之後，諸路的五龍祠，凡有請賜額，皆曰「會應」99；大觀二年(1108)，

詔封天下五龍神王號。100就整個宋朝祀龍的祀典來看，最高級的無疑是五龍

祠，延續唐朝祀五龍的制度，春秋舉行祀典，列入中祀。101其他龍祠的等級

雖沒有五龍祠高，但是，合計《宋會要輯稿》禮二十及禮二十一，兩宋總計

有三百餘次給予龍祠賜額或封號的記錄，可以說對於龍祠的請封是「有求必

應」。102據方志記載，古田縣有「百丈漈龍王廟」廟，位於「杉洋溪源」103，

和上述的〈杉洋龍潭〉所描述的位置正好符合，該廟可能就是起源於這個故

事，最後，朝廷允許予以列入祀典。 

                                                      
 96 (宋)洪邁，《夷堅志》，冊2，支戊卷1，〈杉洋龍潭〉，頁1057-1058。 
 97 (宋)洪邁，《夷堅志》，冊3，支戊卷7，〈蒼嶺二龍〉，頁1106。 
 98 「冊湫神祠。在寧州真寧縣。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以帝在晉邸日嘗有神告之，
應特封顯聖王，別建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或歲旱必遣內侍致禱。三年二

月，有龍跡自湫出，偏烈廟庭。五年、六年皆有五雲出湫中。九年四月令有司改造禮衣

冠劍及祭器，遣使齎往。端拱二年冬旱祈禱，即日大雨雪，遣內侍送銀香爐等。」詳見(清)
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0，115b。 

 99 (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1，37a。福州亦有五龍祠，是五代閩國時期王氏建，
屢顯靈異。關於王號方面，符合大觀二年(1108)的封號，但在廟額方面，乾道二年(1166)，

因郡守禱雨有應，上請賜額，失於檢點，於是敕賜「靈顯」廟額。淳熙十四年(1187)，又

因乾旱禱雨應驗，於是上請正廟額為「會應」。詳見(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
「公廨類二．祠廟，頁7866-7867。 

100 (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1，37a。 
101 (清)徐松 輯，《宋會要輯稿》，禮21，37a。 
102 宋朝在皇祐二年(1050)胡宿上言，認為事神保民，以祭祀為先，水旱災之多，可能是由於

祀神不夠虔誠所致，希望能夠將能興雲雨的名山大川增入祀典，春秋禱祀，於是下詔「凡

山川能興雲雨、不載祀典者」，由地方官上呈朝廷；熙寧七年(1074)二度下詔，徵集「天

下祈禱靈驗，未有爵號」，以及爵號不相稱的祠祀。很巧合地，熙寧七年以後，八年(1075)

開始，冊封龍王祠的記錄突然增多。這讓很多原來只流傳在民間的龍神出沒地點，得以

建成祠祀，並被列入祀典。 
103 (明)劉曰暘 等修纂，《(萬曆)古田縣志》，卷7，「秩祀志．祠廟」，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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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杉羊龍潭〉同型的故事還有很多104，故事的情節大多以乾旱禱雨為

始，地方官到地方民俗傳說為龍神出沒地點的潭湫邊進行祈禱，最後雲雨密

佈，甘霖均霑，解決旱象，而以建立祠祀、獲得朝廷承認、列入祀典為結局。

這些龍神出沒的地點，若不是位於溪流，就是山野裡的水潭，和一些護衛社

稷祭祀的禮教人士認為應向境內名山大川求雨的地點，有些微類似之處；故

事裡，地方官祭完龍神之後，出雲雨、降甘霖的敘述，也和陳淳的敘述類似。105

不過，主張依禮祭祀社稷祈雨的人附會的是具體的「山和水」，而民俗卻以

「龍」附麗之。對於那些維護禮教的人來說，這些「龍祠」正是最該攻擊、

被附以「淫祀」之名的祠祀；他們的所在地點也最合漢唐以來譯注家所謂的

「叢祠」。的確有文獻把祭祀龍神的祠祀指為「叢祠」，但是，那些「叢祠」

絕非全是「淫祀」，因為他們有可能已經被列入祀典。 

 

  講究「禮制」的人，往往將「叢祠」歸類為「淫祀」。但是，從實例來

看，「叢祠」未必是「非載於祀典」的祠祀。從漢到宋，「叢祠」大多數是用

來描述祠祀所在的位置，亦即是位於樹林、野地的祠祀，用於指稱「淫祀」

的機會少，即使是已經列入「正祀」之列的祠祀，在文士詩詞、朝廷的文書

裡，也會以「叢祠」視之。唯有跡可尋者，「依巖石樹木」為「叢祠」的祠

祀，其初建的規模應不致太大，然若持續顯靈、獲得朝廷的敕封，就有擴大

規模的可能。在福州，古田縣的順懿廟，長樂縣的植柱廟和連江縣的靈溪廟，

即是說明「叢祠」演變最好的代表。順懿廟，祀臨水夫人，即後世所稱陳靖

姑者。因傳說其死後顯靈，斬白蛇於臨水白蛇洞，故鄉人就地立祀祠之。淳

祐(1241-1253)年間，因顯靈助產有功，被保奏朝廷，獲封「崇福慈濟夫人」和

「順懿」廟額，祠廟亦因此有重修擴建。106植柱廟，祀一大木，是「靈物類」

                                                      
104
《夷堅志》，冊3，支丁卷2，〈龍溪巨蟹〉，頁980-981；《夷堅志》，冊2，支甲卷2，〈野
牛灘〉，頁727-728；《夷堅志》，冊2，支甲卷2，〈九龍廟〉，頁725-726；《夷堅志》，
冊2，支甲卷2，〈陽武四將軍〉，頁721-722；《夷堅志》，冊2支甲卷1，〈河中西巖龍〉，
頁716-717；《夷堅志》，冊3，支戊卷7，〈桃源潭龍〉，頁1108-1109。 

105 (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卷48，〈請傅寺丞禱山川社稷〉，7a-9b。 
106 (明)劉曰暘 等修纂，《(萬曆)古田縣志》，卷7，「秩祀志．祠廟」，8a-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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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祇的祠祀。起初，祠廟設於一溪旁的祠祀，後來因顯靈斬除吃人的蛟龍，

受害者的家人為了謝神，便將自宅讓出，成立祠廟。景祐年間(1034-1038)，因

禱雨獲應，里人為之重新廟宇，紹興三年(1133)獲得「顯應」廟額。107靈溪廟，

祀漢閩越王郢第三子，號「白馬三郎」者。該祠祀首先成立於閩縣，傳入連

江縣的時間不詳。據縣志載，該祠祀成立之初，僅是「石甃小龕，欹側山麓」，

祈祀者，亦只是在旁路過的「蓑翁漁子」。然因靈顯不斷，祈報的人漸多，

新的祠宇也為之建立起來。108由此三例來看，南宋時期福州的民間祠祀，有

部分是從「叢祠」的形制，逐漸發展，因為「靈驗」而獲得鄉里的重視和朝

廷給予賜封。這三座祠祀，從其初成立時的樣貌、所祀神祇的種類，和前述

有「叢祠」字樣的祠祀相較，並無特異之處。當然，稱之為「叢祠」並無不

可，然「叢祠」並非如學界所說，是類型特殊的祠祀。「叢祠」只是各式各

樣的民間祠祀之統稱而已。 

小結 

  福州臨近的興化軍仙遊縣，有一部成於寶祐五年(1257)的地方志，作者

趙與泌(生卒年不詳)如是敘述仙遊縣的祠廟：「閩俗禨鬼，故邑多『叢祠』，惟

袁侯以死捍寇，於法得祀，餘或以神仙顯，或以巫術著，皆民俗所崇敬者。」109

趙與泌之說，有「叢祠」多為民間自設之意。和梁克家：「縣祠廟，率里社

自建立」，蓋有同工異曲之妙，均是在說祠廟與民俗之間的深切關係。而自

兩人之意觀之，則「叢祠」、「祠廟」和「里社」，以興化軍和福州兩地而言，

在南宋其實有相同的意義，就是「民間祠祀」。 

  「里社」祭祀形態的改變，以及從「叢祠」發展而來的祠祀，影響著南

宋福州的民間祠祀。「里社」和「叢祠」兩個看似毫無關係的祭祀體，到宋

代已經有逐漸交融的趨勢。尤其到了南宋，已經難以分別何者是「里社」，

                                                      
107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9，「公廨類三．諸縣祠廟」，頁7876。 
108 (清)李菶 等修纂，《(嘉慶)連江縣志》，卷4，「壇廟」，21b-22b。 
109 (宋)趙與泌，《寶祐仙溪志》〔宋元方志叢刊〕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3，「祠
廟」，頁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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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何者是「叢祠」。兩者均以「祠廟」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 

  首先是「里社」祭祀形態的改變。漢代以來的經籍譯注家咸以為古時以

二十五家為一里，一里設一社，是為「里社」，載於祀典，是「社祭」體系

之末。祭祀「里社」的禮儀，到唐朝編纂《開元禮》時仍然存在，然到北宋

編纂《五禮新儀》時已經不存。雖不注於禮典，並不代表「里社」祭祀已經

不存。從詩人吟詠里社祭祀活動的詩詞中，可以發現「里社」祭祀仍在，但

其祭祀儀式不若祀典規定般嚴肅。「里社」祭祀的主導權完全操之於地方人

士之手，不似州縣級的社祭有官方監督，民俗習慣可用之於里社祭祀應是主

要因素。這也是「里社」可以改變祭祀形態的主要原因。有人即注意到，大

約是在南宋初期，里社已經由露天的祭壇形式，轉化成建立屋宇的「社廟」

形式。雖然，北宋末到南宋，地方祭祀社稷之神的禮儀已經逐漸發生改變，

但這並不意味傳統農村祭祀社神的習慣蕩然無存。陳旉的《農書》說明農村

有祭祀「田公」和「田母」的習慣；「田公」和「田母」和經籍裡所謂的社

稷、田祖、田畯、先農、后稷有同樣的意義。而龍溪廟的例子告訴我們，他

們興建「里社廟」，將祀田公、田母的習慣轉變形式，繼續延續下來。福州

長樂縣的南山廟和中宮祠祀土穀神，建於南宋時期，是福州祠祀有此變化的

例證。 

  除了民間習俗改變「里社」的祭祀形態外，州縣社稷祭祀禮儀的衰退，

亦為人注意。當時關心社稷祭祀禮儀的人士憂心忡忡，除了修建荒廢、傾頹

的祭祀壇壝外，還經常指責地方官員向佛老及其他神祇致祭的風氣，有悖禮

節。事實上，捨社稷之祀而向佛老神祠致祭祈雨的風氣，自北宋立國之初已

經存在。徽宗政和年間雖然頒下社稷圖式，命令地方重建社稷壇壝，一時州

縣多有修建。但到南宋，州縣社稷荒廢、失禮的討論又起。事發並非無因，

當時的人意識到，只向社稷之神祈求，往往無法達到目的，選擇其他靈驗的

神祇，才有辦法應付各式各樣需求。如此一來，一些民間俗神逐漸取代社稷

之神的地位，《夷堅志》所載的〈昌田鳴山廟〉、劉辰翁所撰之〈興泰廟記〉，

以及王繼道所撰的〈當境徐府君廟記〉，都是民間俗神被祀為「社神」的例

子。 



．78． 南宋福州民間信仰的發展 

  然而，被當作「社神」的民間俗神，很有可能是從所謂「叢祠」之神轉

變而來的。「叢祠」一語，自漢代以來就已經存在，在重視「禮制」的人眼

中，經常是指「淫祀」。不過，仔細分析，「叢祠」並沒有專指「淫祀」的意

思。從字面上分析，「叢祠」是指位於樹林、野地的祠祀；從實例觀之，「叢

祠」於撰寫詩詞、文章時，是指某祠廟的代名詞，即使是「正祀」，有時也

會以「叢祠」稱呼之。「叢祠」的祭祀對象相當多元，從自然神、靈物神到

人物神都有，和不使用「叢祠」這個辭彙的文獻相較，二者之間並無差異。

可以說，所謂「叢祠」，就是一般常見的祠祀。福州的順懿廟、植柱廟和靈

溪廟，一開始只是建於山林、溪邊的石穴之小祠廟而已，可以說是「叢祠」。

但是，由於「靈驗」不斷，信徒不只為其重新修建、擴大廟宇，亦獲得朝廷

的賜額和封號，說明南宋時期，福州的民間祠祀發展，「叢祠」亦是一重要

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