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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鄭成功傳說故事總表 

 傳說故事 地點 內容大要 

鄭成功生於明天啟四年(1624)七月十四日，日本肥前國平戶島千里濱，是

夜島上萬火齊明，誕生前尚有人看到海上有眼光閃爍，噴水如雨的神異

巨物。及誕生時，空中有金鼓聲，香氣四溢。 

誕生前天昏地黑風狂雨大。天明鬨說海中有大怪物翻騰三晝夜。空中恍

有金鼓聲及香氣，時翁氏肚痛昏迷間，夢同眾人岸上觀大魚跳躍，對懷

直沖，驚倒醒來即生一男。 

江日昇按：有問黃檗寺隱元禪師成功是何星宿投胎，曰東海長鯨也。 

1 誕生異象  

其生也，島中萬火齊明。 

相傳鄭成功係誕生於巨石之傍，日人遂名此石為兒誕石，並有人踏石上

聞空中兒啼聲，則得病者多不起之傳說。 
2 兒誕石 日本長崎 

田川氏娠，出遊千里濱捨文貝，俄將分娩，不及還家，乃就濱內巨石以

誕。 

3 喜相院 日本平戶 
鄭成功七歲返國前所居舊宅，昔稱喜相院，今為鄉社，社前建坊，題曰

琴平神社。 

4 鄭成功遺靈廟 
日本平戶、

川內埔 

此廟係由台灣台南延平郡王祠分靈，建於丸內岡陵之頂，廟有「浩然正

氣」匾額，每年五月十八日行祭典。 

5 手植椎木 日本平戶 
日本傳說鄭成功幼時與花房權右衛門習劍，六歲時於花房宅畔手植椎樹

一株，日人曾立碑記此事，且列為「松浦心月」勝景之一。 

6 手植竹柏 日本平戶 鄭成功幼年故居宅前，有高逾十公尺竹柏一株，傳係鄭成功稚年手植者。

7 

延平郡王 

慶誕芳蹤碑 

（和唐內之碑） 

日本平戶 

立於平戶港至川內濱間之白沙海灘千里濱東側。碑為平戶第三十五世藩

主松浦侯乾齋所建，今碑上之文乃葉山鎧軒所撰，多賀嘉彰繕寫，敘鄭

芝龍娶妻田川氏、生子成功事，及鄭成功烈績偉業。 

8 回國經歷  
七歲父親派人接回國不為日本同意；第二次派幾十隻戰艦送去鄭芝龍大

帥威儀圖，幕府看了才允許鄭成功回國。 

七歲方回中國，父親喜其貌偉，名之曰大木。 

十五歲補南安縣生員，以成績優異入南京太學。時金陵術士稱：此奇男

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者。 

廿二歲在福州見唐王，曾賜尚方劍，儀同駙馬。獲賜姓。 

9 童年經歷  

十一歲「洒掃應對進退」之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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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士見之曰：郎君英物，骨格非常。對芝龍稱賀。 

平日喜讀春秋左傳孫吳兵法，愛好擊劍馳射；穎敏讀書不治章句擷摘大

要不求甚解，與人不同。 

10 
悟性敏捷 

對應如流 
閩南惠安 

比老師厲害，藉作對暗諷老師。有四對：坐觀土上人雙列－閒看門中月

半斜／蛙相滑稽；腹大嘴尖怪眼圓睜頭叩地－龍姿偉麗；心雄膽壯祥鱗

燦爛角觸天／碧地躺池中，旖旎綠野隨波動－蒼天眼海底，偉麗晴空跟

水流／石井撈魚；無網無釣，臨淵之羨岸子氣－安溪捕鱔；有釣有羅，

無孔不入重泥嗟。 

11 
暗授酒令 

難倒老師 
 

吃插秧酒時，長工以不會講酒令吃不到肉而不快，故不出席，鄭教之酒

令，使木匠塾師吃不到多少酒肉。 

12 代寫春聯  

有名妓豔芳請鄭成功代書春聯，先成「桃蓓既艷－李蕊猶芳」，後偷增

為「桃蓓既艷，春色方濃惹人愛－李蕊猶芳，秋容已老有誰憐」。後來

嫁人，丈夫想討小（秀香），作對「春色平分，桃花既艷李花秀－秋月

共賞，李子猶芳桃子香」，鄭對之：「為婦三從，況周公既遺偏失－居

家七事，且微生無須乞鄰」 

13 
口齒伶俐 

巧得名師 
 

鄭到屋旁武館暗學武術，被一氣師看到，摸鄭頭說：好瓠帶！鄭摸其髯：

好蔥根。一氣看到蟛蟹說：小傢伙瞪眼舉螯橫行天下夷洲，誰都知道你

是無腸君子。鄭看到跛腳蟲對道：大跛腳怒目出爪威震泉州一府，人皆

曉得伊為負腹將軍。故便收入之武館學藝，成為一氣最得意的門生。 

14 焚青衣處 福建南安 

鄭成功棄儒就武，焚衣立誓。把所穿儒巾[衣闌]衫在孔聖前焚燬，然後四

拜先師，仰天曰：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去留，呇有作用，謹謝儒

服，唯先師昭鑒之。高揖而去。 

15 有如此石 泉州 
焚去青衣後，到泉州鳳凰山上大石傍，和陳輝洪復等願從者十八人插血

為盟，鄭氏指石誓眾曰：不復明社，有如此石。 

16 招賢橋 福建南安 鄭成功勸募義士，參與復明志業之處。 

17 鄭成功墓 
福建南安

（覆船山） 
清康熙三十八年遷葬。幕之建制係依明代規格，設有石翁仲、石羊馬等。

18 
鄭成功祠 

（延平王祠） 
福建南安 

石井鄉鄭氏祠堂旁，於一九六二年增設鄭成功紀念館，陳列玉帶、鞋面、

頭髮、龍袍片、鄭氏夫妻畫像、鄭成功手跡、兵器等遺物。 

19 糧倉 福建惠安 鄭成功據崇武城，建糧倉，儲糧備戰。 

20 大盈寨 福建晉江 鄭成功築寨屯兵抗清之處。 

21 國姓溝 福建漳州 
芝山山麓大渠，當地土人稱為國姓溝，相傳鄭成功大舉入漳時，曾途經

該處。 

22 水操臺 
福建東山

(舊稱銅山) 
相傳鄭成功曾於九仙山頂，指揮山下大澳灣水師操練。 

23 營房、糧埠 福建東山 相傳鄭成功曾以龍潭山石洞為營房，營房旁即鄭成功屯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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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八尺門城堡 福建東山 鄭成功築堡屯戌處。 

25 水寨山 福建東山 相傳鄭成功為收復臺灣，於此山安營屯戌。 

26 江東橋、萬松關 福建龍海 鄭成功敗陳錦處 

27 石坑銃城 福建龍海 
相傳鄭成功以螺殼、瓦片、瓷片建銃城禦清，城堡堅實，牆並設有銃眼

以供射擊。 

28 
磔芝莞處（斬將

處、鄭軍立威處） 
福建海澄 相傳鄭芝莞臨陣脫逃，違犯軍紀，鄭成功捕而磔之於嵩嶼。 

29 殺僕處 廈門鼓浪嶼 
相傳時有鄭氏故僕身懷鉅資，鄭成功起義之初，曾命其出資佐軍，僕以

未得主母命堅拒之，成功遂殺僕於龍頭渡口。 

30 日光岩、水操臺 
廈門 

（鼓浪嶼） 

龍頭山俗稱岩仔頂，上有晃岩(即日光岩)，鄭成功曾築寨屯兵於山下，悉

力操編戈船。 

31 
旗尾山 

（旗仔尾山） 

廈門 

（鼓浪嶼） 

相傳鄭成功屯兵鼓浪嶼，築水操臺操練水師，曾于日光岩與英雄山間插

設旗幟，遠望似旗頭於日光岩，旗尾於此山，故以旗尾名之。 

32 
劍石、印石、 

覆鼎石 

廈門 

（鼓浪嶼） 

相傳鄭成功昔時屯兵鼓浪嶼，曾沈鼎、擲劍、墬玉印於該處，後三物皆

成礁石，浮現於廈門海面。 

33 水操臺 
廈門（二十

四崎頂） 
相傳二十四崎腳一帶，昔時為海灘，鄭成功曾築水操臺於該處。 

34 密策處 
廈門 

（紫雲岩） 

相傳鄭成功為得廈門，乃自鼓浪嶼潛入，假紫雲岩，與鄭彩、鄭聯麾下

數將密議策畫。 

35 讀書處 
廈門 

（紫雲岩） 

城東礁溪旁有天然石洞，因洞底泉響宛若琴音，故名琴洞，洞旁傳為鄭

成功讀書處。 

36 讀書所 
廈門 

（太平岩） 

太平岩前有石笑名勝，乃由四塊巨石相迭而成，上兩石一端貼合，一端

張開，狀似開口而笑，石笑前即鄭成功讀書所。 

37 刺鄭聯處 
廈門 

（萬石岩） 
萬石岩峰前有「鎖雲」石刻，相傳即永曆四年，鄭成功誅殺鄭聯之處。

鄭成功曾集合將士於中岩山上，商軍事，故以將士臺名之。 
38 

將士亭 

（將士臺） 

廈門 

（中岩） 
有紀念當年澎湖陣亡將士的祠廟。 

39 
演武場、 

演武亭、演武池 

廈門（澳仔

社口） 

廈門城南五老峰前，傳為鄭成功昔時練兵大校場。鄭成功命馮澄世築演

武亭樓臺，親臨督練士兵演習，該地即挑選鐵甲兵之處。其近澳仔社口，

設有演武池，相傳為鄭成功操練水師場所。 

40 閱兵山 廈門（金山） 洪水橋附近金山，傳鄭成功嘗閱兵山上。 

41 
延平故壘 

（集美寨） 

廈門 

（集美） 

相傳鄭成功曾屯戍於此，今猶存石構寨門，門後有延平故壘石刻，旁有

一池，名為延平池。 

42 羊角寨 廈門 相傳為鄭成功陽臺山所築之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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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崎寨 廈門 鄭成功於海堤附近所建山寨遺址。 

44 嘉興寨 廈門 相傳鄭成功曾於鴻山築寨屯兵。 

45 走馬路 廈門 傳為鄭成功走馬觀操之路。 

46 先鋒營 廈門 
相傳鄭成功奪廈門，併鄭聯舊部，曾選其精銳，號「先鋒營」，紮營城

北，集中操練。 

47 馬廄 廈門 
普陀寺邊鐘山下，相傳為鄭成功馬廄，近有卜葬於此者，掘地得馬骨、

古磚無數。 

48 會盟處 
金門 

（烈嶼） 

明隆武二年，鄭成功曾會合文武屬僚，定盟於烈嶼城仔山麓，立誓共謀

恢復明室。 

49 練兵場 金門（後埔） 金門後埔模範街，相傳為明永曆五年鄭成功練兵廣場舊址。 

50 延平郡王祠 金門 
建於一九六九年，金門縣內夏壁與後豐兩港高崗之中，祠廟與隔海鄭氏

故里南安石井遙對，祠宇二壁鐫有鄭成功年表。 

廈門北伐時，相傳羊山海底有龍宮，渡海須先祭海神，掩旗息鼓，否則

海神發怒興風作浪。鄭不信，以三位公子做先鋒，果狂風巨浪，三子均

亡。鄭大怒，全軍開大[火貢]轟擊。後風平浪靜，只見血水一股一股由海

底冒出染成血海。到了定海律港，當地民眾說海孽哭訴：我的法力敵不

過鄭成功浩然正氣。 

51 
羊山海上 

怒平海孽 
廈門 

龍起震盪，見紗帽紅袍人，揖賜姓上小舟，風吹舟上岸，得不死。 

52 比武石 
金門 

（沙美） 

相傳民間有一姓張的大力士，曾投效鄭成功，後叛，並多方挑釁，欲與

鄭成功比武。鄭與之相約，以力士若能舉島傍巨石，即願投降；張力士

果將巨石舉起，然巨石隨後墮下，將之壓死。 

53 
下棋石室（觀兵

弈棋處、成功洞） 

金門 

（太武山） 
相傳鄭成功據金門時，每於閒暇時，必與近僚至太武山古室下棋。 

54 槍打不死  
在潮陽親攻和平寨，與潘參軍偶立，才一轉身銃彈打中潘右指。若未轉

身則中矣。 

55 炮打不死  
同諸鎮在高山松石下飲酒，大炮響，管家阿三傍其身提壺，被打碎，餘

人無礙。虜偵知驚服，謂王者不死，隨往漳請救，攖城固守。 

56 海上暴風未死  
自白沙湖出港，風浪大作，只有成功座船未收灣，於是出外海，風雨愈

烈，幾覆數次。至雞鳴，雲收雨散。 

57 角帶水 福建南安 
相傳鄭成功點兵白沙宮前，士兵無水可飲，鄭氏脫玉帶圍沙灘中水，水

果甘淡。 

58 萬軍井 福建東山 
九仙山西南麓大澳灣畔，相傳有鄭成功當年訓練水師所鑿之井，水清且

甘，因泉源豐富，足為兵士所取，故名萬軍井。 

59 
拂淨井 

（國姓井） 

廈門 

（鼓浪嶼） 

相傳鄭成功駐兵龍頭山時，士兵鑿井無獲，鄭氏三拂衣袖，井水自湧。

因井底有三塊畸形石，故又名三不正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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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劍泉 
廈門 

（鼓浪嶼） 
相傳鄭成功屯兵該處，曾拔劍劈石得井。 

61 酒泉 
廈門 

（萬石岩） 
相傳鄭成功曾傾御酒於山腳水井，井水皆化為美酒。 

62 四空井、石榴井 廈門 相傳為鄭成功所開之井，井水清洌，居民多以此釀酒。 

63 國姓井 廈門 
相傳鄭成功屯兵北門外時，因乏飲水，乃覓地鑿井，後居民將該井加欄，

名為國姓井。 

64 飲馬泉 金門 
相傳鄭成功師旅一度集金門，軍馬眾多而乏飲水，乃祈祝天地，泉竟自

地而湧，居民故稱之為飲馬泉。 

65 馬兵營井 安平 
井位於寧南坊，泉淡而甘，甲於諸井，相傳昔時鄭成功駐馬兵於此，故

以馬兵營名之。 

相傳鄭成功沈劍水中，除魚精之害。一說鄭成功與番人作戰，不慎遺劍

於此，故名為劍潭。 

向北進軍到大浪泵河時，全軍疲捲，兵士流汗如注，口渴已極。此時飛

砂走石無法前進，河水上湧。國姓爺下馬看到魚精滾來滾去，因此捲起

狂濤。他抽出寶劍向魚精投去，魚精被刺死，方得渡河。到了現在，每

逢農曆十五夜，從潭底還會生出光線，這是由寶劍發出的光輝；風雨之

曰，寶劍也會浮起，但任何人都無法吊起劍。 

66 劍潭 圓山 

相傳蘭人插劍於樹。生皮合劍在其內，因以為名。 

67 
劍潭（小劍井、

小劍潭） 
大稻埕 

舊馬祖宮後有一古井，俗稱小劍潭。傳聞鄭成功征臺曾駐師於此，因天

旱苦水，拔劍斫地而得清泉，故得名。 

相傳鄭成功率軍北上，曾駐兵於鐵砧山，因軍疲馬困，口渴難當，鄭成

功乃拔劍插地，墾禱於天，甘泉遂汩汩湧出，劍就不見了。當地盛傳：

端午時飲此井之水，可避瘴疫。山後原有紀念鄭成功之國姓廟，後改為

忠烈祠。 

相傳明末鄭成功拔劍斫井泉湧出劍尚埋井中。 

偽鄭屯兵大甲，以水多瘴毒乃拔劍斫地得泉味清冽。 

每年端午劍浮水面，伸手而不可得。傳說若用穀子做繩子就可把劍引上，

但誰會用穀子搓繩子呢？有一人用麥牙糖黏穀子做繩，端午那天去引寶

劍，這劍在井底就快浮上了，他剛伸手去拿，天上突發巨響，他嚇一跳，

抬頭看天再望井水，寶劍又沈，以後就算是端午節寶劍也不浮上了。 

68 

劍井 

（國姓井、 

鄭王井） 

大甲 

年年有群鷹自鳳山來聚哭，不至疲憊不止，或云兵魂固結而成。 

 劍光浮水面 ？ 

鄭氏還有一柄寶劍，為了投射魚精而沈在潭底，每逢陰曆十五夜，潭裏

會發奇光，就是寶劍浮水面的光鋩，若有船駛過劍光之上，這船就會被

剖兩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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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打鼓山水泉 ？ 
在打鼓山邊築行舍，突然山岩裂開，清泉噴出。在大雨時，水就會吞進

去，大旱時就吐出來，可灌溉千畝田地，萬年不涸。 

70 
國姓井、 

今稱國聖井 
彰化 

得名起源與大甲無異。里人以繩縛石墬之，則深靡所底，繩盡少頃，石

自湧出。以足探之沒脛，則似有從中挽下者。故老相傳：昔有兩牛相觸，

一牛誤陷井中，俄頃沉沒，終無浮出。吳德功詩：線東有古井，俗以國

姓名。鄭…軍士乏水飲，拔劍鑿一泓。 

71 龍目井 鼓山區 

龍井里龍泉寺側，萬壽山麓，有龍目井。相傳鄭成功驅荷時，曾駐兵於

此，苦旱無水，乃設案禱告天地，後果於山岩隙處發現清泉，水質甘甜，

居民名為龍泉或龍喉，又稱龍井、龍水、昔鳳山八景之一。 

72 蟾蜍山 臺北 

臺北東北方公館附近，有一形似蟾蜍山嶺。相傳此山昔時住有蟾蜍精，

時噴毒煙危害，鄭成功領軍至此，以龍[火貢]擊之。砲中蟾蜍嘴，蟾蜍化

為山石，且嘴部山石崩下，宛若砲痕。 

73 
龜崙嶺 

（龜山） 
臺北 

淡水河下游左方，有龜形山嶺，俗稱龜山，亦稱龜崙嶺。此山本為當地

靈龜，時伸頸至淡水河飲水，鄭成功行軍至此，見河流反向逆流，知為

龜精飲水所致，遂以砲轟之，砲彈正中頭部，後化為石。 

   

山靈聽見轟聲，可能害怕了，趕快將龜頭退入山內，結果被打中，立刻

死亡，從此，大龜山就不會動了。附近的人可憐山靈，牠不害人卻被打

死，故合議以慰安山靈，在觀音山旁建廟，名「外巖」。 

相傳鄭成功行軍至此，遇鶯歌(鸚鵡)、飛鳶二怪吐霧成瘴，遂發二砲，砲

斷鶯歌之頸(一說嘴)，並中鳶鳥胸部(一說頭)，二怪化為巨石，石上砲痕

至今猶存。 

國姓爺站在橋山發射兩炮，一中鶯歌石底下頷；一中鳶山胸部，石怪們

就此殺死了。 
74 

鶯歌石、鳶山、 

肉鳶山、草鞋敦 
鶯歌、三峽 

台灣北部有肉鳶山，形狀如鳶鳥嘴啄朝下。古時無人趕爬上，因為大家

都以為肉鳶山是怪鳶山，若走近一定會被啄殺。鄭軍到此，一夜之間全

軍死掉，第二天也如此。於是成功便架大砲想把肉鳶山尖打掉，可是因

為地勢低大砲難安放，故叫軍隊脫草鞋堆起，再把大砲架在草鞋堆上，

打下肉鳶山下唇，只留上唇，從此鳶就死了。那個地方就被叫做草鞋敦。

75 太平橋 樹林 
相傳鄭成功於今彭厝角一帶架橋，設置龍[火貢]砲，擊鶯歌、飛鳶二妖，

居民遂稱國姓爺所立之橋為太平橋，以資紀念。 

76 馬鳴山 彰化秀水 相傳因鄭成功兵馬經此，因看到八卦山時，馬雙嘶鳴而得名。 

77 尖山 景美 

臺北縣新店溪西岸，有山名為尖山。相傳鄭成功行軍至此，因連日天雨，

山路泥濘，故軍士皆利用休憩時，刮除草鞋黏附之泥土，不覺竟形成小

山。 

78 
九芎公 

（埋劍處） 
蘆州 

相傳鄭成功曾於此埋下寶劍(一說鐵砲)，上種九芎為標記，後九芎茂盛，

當地居民前往祈願祭祀，頗為靈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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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鄭成功行軍至宜蘭，途遇龜精吐霧於海面，且逼近岸邊，欲吞沒士

兵，遂發令射擊，龜精隨沈於海，其後浮出，已成龜形島嶼。 79 龜山島 宜蘭 

鄭氏瞄準龜精射鎗一發。 

80 劍刻 水上 
相傳鄭成功據臺後，至顏思齊墓祭拜，因碑無刻文，為日後辨認，遂以

寶劍畫一直線為記。 

81 
神賜黑旗 

入山馴番 
 

玉帝念鄭忠心恢復明朝江山，特賜黑旗，助平台灣，入山取寶。後來鄭

進軍阿里山，土番們出來抵抗，打死鄭軍士兵很多，鄭氏取出黑旗，對

土番搖晃前進，番人一個一個中疫倒地，就此馴服。 

82 

安平古堡 

（安平鎮城、紅

毛城、赤嵌城） 

臺南 
位臺南西郊，係荷蘭所築之熱蘭遮城，鄭成功經營時改稱臺灣城，又稱

王城。 

入台居赤嵌城，建桔柣門，以春秋鄭有此門，武莊二公為王卿士，東遷

後且與諸夏爭長，亦大國之風也。址不可考。 83 桔枎門 安平城 

惡台灣（讀似埋冤）改稱安平，門曰[門吉][門失]（字型如[間]）。 

84 海堡 安南 
古稱北港，為荷人所建，相傳為鄭成功雄師殲滅荷兵三百之北線尾古戰

場。 

85 國姓港 安平 安平之北，平入台，泊舟於此。 

86 姑爺里 新營 
相傳鄭成功之妹嫁與楊瑞璉，夫婦隨鄭軍來臺定居，成功曾令楊姑爺馳

馬三日夜，所經之地皆賜之。 

87 姑爺里成功妹  

楊氏（成功妹）坐轎由姑爺往承天府，傍晚過麻豆寮，忽然鑽出強盜，

她大言呵責：我給阿姓講，你們就要折腳斷手！強盜本從轎子及服飾知

道她身分，但被罵惱怒萬分，就殺之並投屍入溪。第二天，溪中浮出一

座大墳。以後，溪洪再怎麼暴漲，始終沒能淹過此墓。若干年後，這神

異的墳被地理師壞了，現在看不到了。 

鄭成功祠廟，臺民思慕鄭王，於清初時所建，道光二十五年曾重修，至

清同治十三年，沈葆楨議請立為專祠。廟內大殿有鄭成功塑像，正殿後

庭有古梅一株，係移自鴻指園(原成功府邸)，故稱為延平郡王遺愛梅。
88 

延平郡王祠（鄭

成功廟、開山王

廟、開臺聖王廟） 

臺南 

一說為篤志里人何氏在其私廟祕祀幸免，後改開山王廟。割讓後列國廟

改為縣社台南開山神社，照和十六年在其右鄰建純日式神社，以鄭成功

為日人，皇民化運動後棄原址。 

89 赤山巖鄭成功廟 六甲 陳永華曾在赤山巖（六甲赤山）建鄭成功廟，後改為觀音廟以瞞清耳目。

90 里龍山 恆春 

相傳康熙年間鄭成功統師至此，剿撫番社，駐軍統埔庄。鄭王於此高揭

帥旗，旗尾因風招展，其所指之處，該社土番皆中疫而死。後鄭成功夢

神靈告知，以土番係臺灣開基始祖，不得滅之，並大發狂風，將旗拔棄，

飛出楓港外海而去。自此，里龍山時作狂風，風至楓港而後止，里民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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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落山風，昔帥旗所插之窟，至今猶存。 

91 番王石 花蓮 
相傳鄭成功入臺平番，番王逃至山上，本欲跳海明志，然背上所負幼子

嚎哭，感動上蒼，將二人化為山石。 

92 鄭成功取三寶 台灣 

於南京新敗之際，問卜於泉州仙公廟，是夜仙囑二事，其一驗成功薨泉

州；其二為復明須具三寶，玉印穀倉烏杉材，均存於台灣。適何斌獻地

圖，克台後憶取寶事，緬懷於。一日，打狗山中紫氣一，華光奪目，偕

眾搜尋，於山岩穴逢一神仙，告求玉印，仙人留寢，次日問何床，曰石，

仙嘆曰：明覆清興天意已定，因慕將軍英偉，贈玉帶一，具給水平濤之

效。又數日行軍阿里山，見黑霧漫天神氣逼人，心頓念仙言。行至岡石

岸拜佛祖，祁寓夢垂知寶物所在。平明索之，果如佛言，廟旁左右得千

人釜一，萬人火一，穀倉終得。續行至阿里山麓，遠眺有三烏杉材。二

大者三十圍，小者二十圍。令兵伐之，數日無損，乃暗禱於天，天命山

神告以設壇拜求。成功沐身設壇以求，僅小者頹之。成功見此，知為天

意，嘆息再三。 

玉帶 ？ 

仙翁送的。大旱行軍可從小泉引出大泉。航海缺水可用玉帶墬入海中，

使鹽水變淡水。暴雨狂風船將傾覆，用絲帶繫此玉帶墜入海裏就會波平

濤靜。 

墬玉帶平濤 澎湖 

鄭氏領兵船向澎湖進發，入打鼓港時，波浪大作，兵船相撞沈沒，只有

鄭氏眼力所看得到的船無恙。於是把仙翁送的玉帶墬入海底，波濤瞬時

平靜。 

夜臥仙洞 

受贈玉帶 
台灣 

鄭氏據軍士來報，稱山中有洞不能行進。親去察看，見仙翁迎前，請其

進洞，洞內白光閃爍，石具陳列整齊，賓主言談台灣三寶。仙翁請鄭在

仙洞留宿一宵，次晨相門：昨夜睡何床？鄭答石床。仙翁嘆說：玉床誤

認石床，玉印難得，只好贈玉帶一條。而別。 

木材 阿里山 

阿里山上神樹烏杉柴，誰都砍不了。它見火不焚著水不爛入土化石炮火

不傷，若用之建皇宮可萬年太平。鄭氏築壇祭它，它就倒了，是最小的

烏杉柴，就有廿八人圍。 

93 

軍糧 
？（高雄大

崗山？） 

佛祖夢示，在大崗山佛祖廟後岩穴，打到穀倉，照他軍士食糧所需，從

岩穴中瀉出相當數量米糧。又在廟左找到千人釜，廟右取得萬人火，從

此軍糧足夠。 

94 出米岩 廈門 
相傳鄭成功屯兵廈門，軍糧告缺，忽自岩穴湧出白米，適足一日所需，

因而築室岩旁以利炊事，待鄭軍開拔，米亦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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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玉山玉印 玉山 

鄭氏登臨玉山，從山神土地手裏獲得一方美玉，叫刻工做成玉印，刻國

姓鄭成功之印。但做好蓋在紙上變成南無觀世音菩薩。原來玉印只有皇

帝才能用，鄭還不能用。 

96 成功尋玉 台灣東部 
傳鄭成功經略台灣東部，規模初具，想得玉為璽，以台灣會產玉，乃派

人入山尋玉。夜宿山間有土地公托夢，謂延平乃王非帝，不能得玉為璽。

延平郡王寶藏 ？ 

由南到北掃蕩了殘存基隆的荷人後，集中船於國姓埔，當時磨過成功寶

刀之石猶存。此時曾將軍費十三億元和其他財寶分十三份，埋藏附近十

三處，並殺掉人夫以守密。同時愛女病歿，乃一併埋之，立碑鄭女墓，

以掩人耳目。又傳說十三處只一處為真。後來，有農夫由一離奇少女之

引取得一些金銀，但次日再往已不見形跡，至此掀起尋寶熱，但未聞有

人發現。 

野柳前海濱名國姓埔，據傳乃鄭成功驅荷登陸之地，該處埋藏軍火財寶

甚多。 國姓埔 金山 

在附近田園埋金銀財寶甚多，預備作為軍費。財寶不復取出。 

相傳鄭成功葬女於國姓埔，並曾埋軍資、財寶於墓地附近，共十三處。

另傳鄭成功有女，未笄而夭，埋骨於琅嶠山麓(恆春)，每至清明，烏山內

飛出白雁百群，直至墓前，悲鳴不已。 

97 

鄭女墓(小姐墳) 金山 

白雁數百群，到墓前悲鳴不已，夜宿蘭坡嶺，明日仍向烏山飛去。一年

一度，俗謂鄭女魂所化。 

鄭延平女娣墓，在楓港海岸山上。天朗氣清之曰，泛槎海上，望而見之；

及登山尋訪，則渺矣無蹤。其山之仙耶？其鄭之仙耶？ 

98 
鄭女／妹墓，寶

藏 
楓港 鄭軍至台，情勢危急，又發現妹妹帶著笨重金銀珠寶，於是問妹要錢還

要命，妹簽要命；於是將其槍殺後連同金銀財寶一起葬於獅子山。故有

俗諺：獅頭出小姐墓，尖山出大哥洞。 

99 磨刀石 金山 
相傳鄭成功由南至北掃蕩殘存荷人，曾將船艦集中於國姓埔，令將士登

岸補給軍需，昔時磨其寶刀之石，至今猶存。 

100 淺水進艦 海澄 
戰艦入海澄港，原港水淺難進，是日潮水漲起數尺，坐駕直入。澄人驚，

清守將開城降。 

101 入鹿耳門 鹿耳門 成功設香案冠帶叩祝，鹿耳門水加漲丈餘，戰船入港。 

102 大地震 台南附近 

1659 年台灣大地震連二十餘日，老番謂：久震為天怒，必生災殃。在近

海發現人魚。熱城荷兵常於夜間聞空中有千軍萬馬襲來之聲；或見炮台

奇煙飛騰，繼而火焰上昇。營房幽處輒聞有人呻吟嘆息。 

103 瑞士人說的 熱蘭遮城 
據時在台瑞士人海波特筆記：鄭氏登台前夕，熱城荷人守軍曾在熟睡中

醒來，互相亂殺，這是被圍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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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船火異象 台員港 

荷人在某晚曾看到他們停在港內及港外的三隻船都著火，似乎在放炮，

卻聽不到聲響；反之，船上的人卻看到整個要塞著火，也似乎在放炮。

到了天亮一切如常。有人一連許多晚，看到要塞前田野上，有許多鬼在

互相戰爭。 

105 怪男女 新堡 
看見有一男人在新堡壘前水中露出三次，卻沒發現有人淹死。這天下午，

在另外一個水裏發現一個很長黃髮的海女，接連三次從水裏出來。 

106 誤擊己船 台員港 海戰後莫明其妙打沈了自己最大的船，船上一百人一個都沒逃脫。 

107 五馬朝江 福建石井 

江口有五座巨石，俗稱五馬朝江，四匹向外奔，一匹朝石井，因有「五

馬朝江一馬回」之諺。俗傳若五馬一齊外奔則可成永遠大業，可惜地靈

所鍾，天數已定，只有芝龍起四代，就是一馬回而無法延至五代。 

108 
天下龍穴、 

海上視師 
福建石井 

石井西首有石類鶴，昂然而立，傳宋朝朱文公至此，一見地行，謂其家

鄉龍勢飛騰，後世必出英雄，縱橫海上，因刻海上視師四字於鶴石上。

又傳周德興奉命斷天下龍穴，發現其地必出雄者，因在海上視師石上豎

石井二字碑，鎮壓龍勢，斷此天下龍穴，鄭氏祚業即斷於此。 

109 無爪龍 閩南 

康熙一統天下，為永傳神器，命一地理師花五年斷天下龍脈。天子便毒

死地理師，但地理師在閩南留下一所無爪龍龍脈。後來無爪龍風水的家

裏果然出了鄭國姓抗清。但畢竟是無爪，所以鄭國姓遂不能得天下，子

孫終降清。 

米籃墳、成功樓 福建安南 
米籃墳相傳為鄭成功之祖葬母之處，附近有鄭成功為抗清所建城樓，及

海上視師石刻等勝蹟。 

110 

米籃墳、王侯地 ？ 

成功之祖兄弟二人好賭，家產蕩盡母死無棺，求於舅父卓某得千錢。歸

至林炳鄉，又賭輸。兄弟乃共議將母屍納入米籃，乘夜出葬，若明日舅

來可告以家貧不堪酬酢故草葬之。越鰲山之麓時忽大雨聲聲霹靂，兄弟

即棄米籃於鰲山煙樓間之平原，避雷雨於大樹下，雨晴米籃失，見群蟻

負土於置米籃處成一小阜。兄弟以為天成之，展拜而回。翌日卓某往拜，

見若旗鼓掩映劍印左右案堂天成，此王侯地也，驚問：何人指葬？惜用

棺木！兄弟二人乃以實告之，卓某喜曰：天成之，此地福分不小。後成

功四世榮顯，即此地之所鍾。 

111 無虎無王 台灣 
台灣不產虎，鄭以「有虎斯有王」，傳曾自大陸移飼二虎，縱之山中，

後傳為山胞獵殺，故「無虎無王」，成功在台便不得永年。 

112 魚復活 ？ 
一群魚販見鄭焚衣而奇之，問何致此，鄭告之並勸起義。答曰：若將魚

入池中復活，願相從。果行，遂行。 

113 國姓兵 南安白沙 拿沙蚌撒在海灘，助抗稅漁民，稱「國姓兵駐紮在此」。 

114 飯魚 澎湖？ 鄭氏撒飯於海中化成魚 

115 
國姓魚、皇帝

魚、國姓蟯 
台灣 

麻虱目魚。傳係國姓來台始見，故稱；傳因鄭經好此魚，又稱皇帝魚。

又國姓埔海邊出國姓蟯；[魚桀]魚亦稱國姓魚，聞均為國姓爺攜來台。



 

 

 

附錄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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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麻薩末，並非全台都有。史誌無該魚，想是番語。魚苗小細如虱故稱虱

目魚。鄭延平入台嗜食此魚故稱國姓魚。 

大科嵌溪 
新店溪大科嵌溪之香魚（[魚桀]魚）是鄭國姓移植來台，故稱香魚為國姓

魚。 

？ 鄭成功很賞識虱目魚，並曾獻上請魯王嚐味，魯王賜名國姓魚。 

國姓魚 

新店溪 國姓爺行軍到台北新店溪，無魚佐餐，天賜此魚，故名國姓魚。 

皇帝魚 ？ 木[亡虫虫]（字型如[晶]）魚，據說成功及經愛吃，故俗稱之。 

國姓塭、國姓魚 
安平、 

國姓港 

聽說現在安平的養殖（麻虱目）方法，和菲律賓爪哇等地大同小異，說

不定這行業是荷蘭人佔據安平時代傳下來的。鄭成功逐荷後，軍師劉國

軒承襲其方法，在國姓港（鹿耳門附近的內海，築堤養殖，故該塭稱為

國姓塭，麻虱目也稱國姓魚。 
116 

國姓塭 
鹿耳門、 

七股 

鄭逝後，其子經受劉國軒獻策，在鹿耳門附近海坪圍築魚塭，稱國姓塭

以紀念國姓爺。又說七股附近也有國姓塭。 

117 無尾田螺 大甲 
在台中大甲鐵砧山下，傳鄭駐兵山上（國姓井傳說），士兵把吃過的田

螺瞉遺下，故化為無尾田螺。 

118 蛤蜊 金包里 
台灣本無蛤，到了鄭國姓登陸金包里國姓埔時，竟把多量蛤蜊投於海中，

使其繁殖，所以現在台灣到處都有蛤蜊。 

119 鐵甲將軍 台灣 濁水溪以南的壁虎助鄭平荷而叫，被鄭封為鐵甲將軍 

120 檳榔 台灣 
閩粵民俗相傳，榔心是能藥，常嚼之可使身體康健，同時對腳疾有奇效。

台灣之有檳榔傳是鄭國姓開臺時由福建移植過來的。 

121 仙草 ？ 
行軍到鄉下，土兵患日射病，即採田徑青草煎熬飲服，立即病除。鄉下

人奇異其功效，呼為「仙草」。 

122 國姓餅 台北 衡陽重南口，日據時代有人製餅香甜而特別可口，被稱為國姓餅。 

123 端午煎[食追]   

124 龍[火貢] 海澄 
成功犯海澄不利，出港口見海水紅光閃爍，有大[火貢]二門浮起。功急令

撈之，名之曰龍[火貢]。 

鯨魚化身 台灣 

鄭國姓是鯨魚化身，故每戰必勝，幾無人能擋。明末台灣有一和尚夢一

衣冠束帶堂皇的官人，騎大鯨由鹿耳門進來，未幾果有鄭軍攻台之事。

後來又有人夢一官人騎大鯨向海上去，不久鄭即病歿。 

？ 
鄭未病時，部下曾夢一人冠帶騎馬，前導成功，騎鯨出鯤鯓入東海而去，

不久鄭病逝。故相傳成功為東海長鯨所投胎轉世。 

台灣？ 
鄭未病時，副將楊明夢成功冠帶騎鯨，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覺而大異，

與人述之，不數日而成功卒，正合隱元歸東即逝。 

125 

東海長鯨 

？ 因隱元禪師謂鄭為東海長鯨投胎，故歸東即逝。 

126 鯨魚死  
臥病當初，五月初二早，忽天昏地暗狂風大作。初三更是風雨交加，台

江及安平外海波浪沖天，繼而雷震電閃，如山崩地裂，外海浮起一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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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小山已死之海翁魚（鯨魚）。 

（續前）赤嵌山洪暴漲，後山流出來滿江的大樹衝至安平。其中有一株

鐵皮樹（蕭朗木）流於王城左，閃電不斷向大樹閃射。初五天晴，初八

鄭歸天，沒有大福杉做棺木，就由父老稟請以之為棺，且說這樹是天送

給國姓公的，生在深山，人力不能取，是貴重美材。故俗云：好柴流不

過安平鎮。 

127 
好柴流不過 

安平鎮 
安平 

蕭朗大者數圍，性極堅重，入土千年不朽；然在深山中，野番盤據人不

能取。洪水漂出，為鄭取以為棺，實美材也。 

功至延平 

壽至磚城 
 

未起義前，在福建曾夜宿呂祖廟，托夢說成功：功至延平，壽至磚城。

成功不知其意，誤以為磚城為泉州城，及後病逝安平古堡，始知磚城指

此。因安平人也稱荷人所築城為磚仔城。遂應讖。 

位至延平  

少時到泉州應童子試，與一批童生同登清源山，進斐仙洞，拜斐仙翁求

示前途。是夜睡在洞裏做遊仙夢，見仙翁說道：位至延平，壽至磚城。

以閩南磚泉同因，故諱而不攻泉州。病篤時，問左右此地本地人叫什麼，

乃知應讖，大呼數聲而死。 

128 

 

白衣半天子  一說：白衣半天子，壽至磚城。 

鄭祚之終  

台灣有大星四五個，從西北墬下，又有無數小星隨之。五月廿八大雨傾

盆，六月初六方晴，山川崩裂溪澗沖陷，田園悉為沙壓。萬年州瀨口地

方，突有水牛一隻，冒雨奔下海，漾過三鯤身登陸，又從柴橋頭再跳下

海，向大港出而死。 

鱷魚死  明朔鄭祚殞滅之年，夏四月，鱷魚登澎湖島，死于民家。 

雞籠山大疫，汛守官兵死者過半。白虹貫天。承天府火災，沿燒一千六

百餘家。是時歲饑米價騰貴民不堪命。澎湖素無鱷魚，忽一日從海登岸，

長一丈四尺許，身有鱗甲火炎，百姓驚異，以冥鈔金鼓送之下水，越三

日，復乘夜登山，死於民間廚下。下淡水有一山絕頂噴泥，浮於溪中，

夜見光炎如火，老番私語云，欲易代固如是也。東寧旱荒已三年，突連

降大雨近旨曰，溪谷皆崩壞。 

129 

異象  

五月地作驢鳴，台灣半路店雨雹如雞。總制陳永華晝坐，見有服冠偉者，

稱行災使者，約三月後去。陳即移居，為設供具酒醴，封衙署延之。武

平伯營中豬生子，哭身人面。白氣數丈見於西方。台灣塗 庭火，米價

大騰，民飢死甚多。承天府豬生象。 

130 吼門 澎湖 

相傳鄭成功之妹，夜至臺灣尋兄，天明，將歸大陸，舟過澎湖，見龜蛇

交合，水路受阻，鄭成功乃揮劍斬之，龜蛇哀鳴，故此地名為「吼門」；

而今當地於水清之際，可見水底隱現紅塗一條，色澤鮮明，傳即昔日龜

蛇血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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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草屯 草屯 鄭軍兵士草鞋成堆。 

132 掘米籃墓  清廷派人掘米籃墓，連同成功四代屍骨被遞解監禁屍骸於福州等縣監牢。

投藥於地……頓足撫膺大呼而殂。 

…登臺觀望。回書室，冠帶請太祖訓山，禮畢，坐胡床，命左右進酒，

折閱三帙，輒飲酒一杯，至第三帙嘆曰，吾有何面目見先帝於地下也！

以兩手攀面而逝。 

133 死狀 台灣 

清在臺間諜向清廷飛報鄭氏係發狂而死。 

鄭成功逝後，鄭經卜葬於承天府武定里洲仔尾，此處乃明末鄭氏自福建

南安石井移來之宗族所居地，又稱鄭仔寮，鄭成功初葬於此，後奉清旨

遷葬南安。 134 鄭成功墓 臺南 

洲仔尾故老只知鄭公墓，俗稱白馬墓，有人誤指為鄭成功墓地。實為鄭

其仁墓（林爽文亂之殉將） 

連橫說：鄭氏亡後，以其邸宅為臺灣縣署，歷任縣令皆以事去，或死於

是，故無敢居者，乃建新署。連說故宮在大北門內米市附近，實故宅在

東安坊。 
135 鄭氏故宮 臺南 

宰斯邑者，多遽歿或以病劇去，十餘年中，經七令，無一秩滿者。 

國姓公過股 雲林 有一系列五種口碑，為鄭死後撿骨遺漏之事。 

祈雨神 台灣中部 
台灣中部在清代時鄭成功為祈雨對象。竹山彰化都有迎請國姓爺祈雨除

蟲害之事。 136 

防水災 潮州 
屏東潮州因麟洛溪氾濫而募建延平王廟（光緒廿九年），為防水災而建，

迄今香火不絕。 

137 
清水高美厝打生

番 
台中清水 

高美灣附近多生番，船隻往往無法靠岸，於是鄭國聖打生番，砲轟大甲

溪上游山地，淹死生番，但下游卻無事 

鄭成功開台後，黑蕃沒有全回去，躲在烏鬼洞。 

138 烏鬼洞 小琉球 鄭成功收服台澎趕走荷蘭人，有少數黑奴來不及歸隊，就住在島上，相

傳這些黑奴有鰓，可長期潛在水裏。也有可能是菲律賓那裏的土著。 

139 三日節 閩南 

古稱上巳節，於農曆三月初三舉行，又稱死節，為掃墓節。另一掃墓為

清明於春分後第十五日，日子不固定，故稱活節。一說漳泉均於清明掃

墓，有一年因作節買菜糾紛致流血械鬥，官府出面，泉人清明，漳人另

作三日節。第二說為鄭軍圍漳州，清軍趕到，乃轉海澄，結果海澄餓屍

遍地，棺木不足，乃以草蓆捲屍草草了事。據說此日乃三月三日（實十

月間），以後廢清明改三日節。三說鄭在石井以清明一詞不快，因清在

明上且可解為清除明朝之意，故下令改在上巳節舉行。以最後說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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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太陽公生 台灣 

連橫《雅言》：三月十九日傳為太陽誕辰，實則明思宗殉國之日也。以

麵製豚九頭羊十六頭，猶有太宰之禮，望東祭之，帝出乎震也。亡國之

思，悠然久矣。地點一定要在屋外，因屋外光明，再點燭，更大明。九

豬十六羊是要殺盡滿清及漢奸。坊間售太陽公經，開章首句：太陽明明

珠公佛。明明為大明，珠公為朱王公。確證太陽公生為鄭氏時民族祭典。

141 助鄭登陸 台南 
潮州生仔遊說巴宰族派壯丁 150 人南下制服紅毛炮台，並游水出鹿耳門

引領鄭軍 

142 毒殺賽夏族 桃園鶯歌 

原來賽夏族人多強盛。鄭成功來了以後和賽夏族打仗。地點在桃園鶯歌

的鶯歌石附近，賽夏族守險難攻，鄭軍死傷慘重，最後鄭成功派人到賽

夏族僅有的一處水源下毒，毒死了幾萬人，只剩少數人逃出來。從此賽

夏族勢力大減，人就變很少了。 

143 鄭成功登陸 屏東獅子 
鄭成功曾在和平村海灘登陸，現在和平村（獅子村）、彎道、目前有一

座廟宇處。 

鄭成功到台灣攻打南番，經過枋山時，發現沿海路邊有兩惡獅，一公一

母，於是開砲射殺，當時山崩地裂，故稱枋山。 

領台坐船過楓港，遠望山頭二惡獅，於是令士兵開槍射死。船至岸邊卻

發現是兩座類似獅子的山頭，北公南母，公中牙，母中肚，以後故命名

為獅子頭山。 

144 
獅子山、 

打南番 
屏東枋山 

打南番，土地公顯靈變老人，指示鄭成功並賜神旗俟南番平定，將其擲

入大海 

145 誤為海港 屏東楓港 鄭成功坐船經過楓港，誤以為庫潭鼻有個海港，而稱之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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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台聖王起始信仰年代統計表 

年代 地點 廟名 年代出處 附註 建廟沿革及初祀 

1720 台中清水 鎮安宮 江鑀萍 手冊：創於 1808，相傳為鄭軍行營。 粵移民建，消大甲溪水患 

1750 台南永康 三老爺宮 手冊  三老爺不知何人，現稱朱府延平郡王

1770 台中清水 開山宮 仇德哉  不知由來 

1770 雲林口湖 開元宮 江鑀萍 乾隆年間 由台南迎來，值年輪奉，推

測與鄭姓人家相關 

1770 嘉義東石 祝天宮 江鑀萍 乾隆年鄭曾二姓入墾，1865 倡建 由台南開元寺分靈祀民宅 

1770 嘉義民雄 開山廟 江鑀萍 乾隆年鄭姓定居，1902 廟坍移至

宗祠，1982 重修宗祠並建廟 

民雄鄭姓居民建廟，有宗祠 

1770 台中大肚 國聖宮 江鑀萍 1827 建廟，仇亦作。 
手冊：神像原係住民所有

由清水鄭氏宗廟分來，原為

開山王會，醫藥或治水 

1800 嘉義溪口 開元殿 江鑀萍 簡介：二百餘年前即奉。

手冊：1967 建廟 
鄭姓自泉州請來，在家供

奉，後來才建廟 

1802 南投竹山 沙東宮 仇德哉 雲林采訪冊 1856，江鑀萍

據 1915 為 1810 年 
原土地祠，得國姓爺香袋始

建廟 

1810 雲林土庫 興安宮 江鑀萍 1962 建廟，但嘉慶年間即

私奉，有活動祭典 
移民自大陸攜來私奉，庇境

護土 

1818 彰化溪州 國姓廟 江鑀萍  號召姓鄭所建，原為家廟性質  

1819 南投竹山 開台聖王廟 仇德哉 (溫水巷)，1916 重建 1819 由沙東宮分靈而來 

1821 宜蘭羅東 鎮安宮 盧胡彬 仇作 1862 不知由來 

1830 台中清水 永奠宮 仇德哉 江作永尊廟，年代 1810 能控制水，因鄭國聖打生番。1945

又有水災顯靈之事 

1835 台中大甲 鎮安宮 江鑀萍  請來頗具淵源之鄭成功為主神 

1840 北縣貢寮 保安廟 仇德哉 朱榮貴作 1842，江作 1870 牧童塑像，神靈降乩指為國姓公

1847 宜蘭蘇澳 聖安宮 江鑀萍 1939 年記錄為國聖廟(永榮里馬賽) 香火袋掛樹枝，書開台國聖 

1849 彰化田尾 國姓宮 江鑀萍 台帳 1905，原開台聖王廟  沿革：原詹六順自祀，來自東螺堡。

1978 謝東閔改名 

1850 宜蘭蘇澳 建安廟 江鑀萍 150 年前 兒童塑像，降靈稱國聖爺 

1851 花蓮市 延平王廟 黃慧文 相傳咸豐 9 年(1859)，江亦

作，為建廟年 
1851 台北墾民往墾，出發前

自府城彫神像同行 

1854 苗栗竹南 三聖宮 江鑀萍 江鑀萍引 1915 為 1854 年，

仇德哉作咸豐 5 年 1855 

械鬥，請來開漳，保生，以

鄭成功居中調停 

1860 雲林大埤 成功廟 江鑀萍 碑：咸同年間 瘟疫傳說、國姓井，國姓公降乩

1864 彰化竹塘 開天宮 江鑀萍 1838 建廟，1973 籌建大廟 原奉輔順將軍，1864 塑聖王金身

1871 台中新社 鄭王廟 江鑀萍 仇德哉：1890。 原為神明會輪拜鄭，後建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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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客家人為主 

1872 北縣貢寮 慶安宮 仇德哉 手冊：乾隆年間，1985 重建 吳姓村童於山坡發現神像，建神龕後

顯靈表為「開台國聖延平郡王」 

1872 雲林莿桐 德天宮 江鑀萍 仇德哉作 1840。手冊：日末強信天

照大神，德天宮被毀，居民藏神像 

鄭姓人家自沙東宮請回私奉 

1872 屏東萬丹 成功殿 江鑀萍 同治年間(11)，葬長輩；

1928 迎回神像 

鳳山鄭氏攜來家神，1928 鄭氏

宗親會成立，迎回神像 

      
入清 台南白河 國姓廟 白河鎮志 （由鄭）入清後避居白河，1969

建新廟 

潮陽鄭氏，視成功為先祖，原以

宗祠拜之，後方建廟 

      

1874    沈葆楨上請建延平王祠摺  

      

1878 雲林林內 國姓廟 江鑀萍 可能為開復廟前身(林南村) 庄內鄭氏紀念祖德而奉 

1880 宜蘭五結 新安宮 江鑀萍 據聞 120 年 牧童泥像；不知為何拜鄭 

1880 宜蘭五結 明德宮 江鑀萍 約 120-130 年前 牧童塑像，神靈指為開台聖王，

與原住民爭執受保護 

1880 嘉義東石 慈靈宮 江鑀萍 1789 建廟。仇德哉 1780 1880 重修，由台南郡王祠請回開

台聖王，應與當地鄭氏親族有關

1880 嘉義東石 國姓廟 江鑀萍 光緒初拜，靈驗後建廟 村民前往中部，返鄉帶回 

1882 屏東麟洛 成功廟 江鑀萍 1882 地方發起建廟，1947
創鸞堂開明堂 

原有部將奉鄭氏牌位。後鳳

山通譯力藨祀鄭成功 

1885 台中大甲 延平郡王廟 苗栗縣志 碑記：光緒乙酉(即鐵砧山國姓廟)手

冊：相傳建於雍正年間 

大甲巡檢因傳說而建 

1893 彰化永靖 永尊宮 江鑀萍 台帳(已不存) 鎮火神，因為村內時常火災 

1893 宜蘭頭城 福興廟 手冊 傳說由金面山石燭坑發源。1917

遷此。 

江：牧童捏土成偶，神明附乩自

稱開台國聖。 

1893 宜蘭五結 成安宮 江鑀萍 據永安石板橋解說牌 永安橋建後，請來鎮守橋頭 

1894 台南永康 國聖宮 江鑀萍 1985 廟成，原本鄭氏輪祭 原來鄭姓認自己為成功後代，因輪

祭。手冊：1894 由延平王祠分香 

      
清代 嘉義市 開山尊王廟 仇德哉  ？？ 

 宜蘭冬山 龍安宮 江鑀萍 約百年前建廟 陳姓族人海上遇風得指引，故奉之 

      

1895    台灣割日  

      

1896 宜蘭壯圍 延平廟 盧胡彬 江：約 90-100 年前 牧童塑像，顯靈自稱開台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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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宜蘭羅東 永福宮 江鑀萍 台帳，1912 改建 童作木像，因而建廟。 

1899 苗栗銅鑼 三聖宮 江鑀萍 仇德哉作同治 10 年(1871)
朱榮貴作同治 11 年 

1915:1899 婦女服靈藥後建廟拜鄭成

功。原建廟年太早，原本不知拜誰 

1900 宜蘭蘇澳 國聖廟 江鑀萍 (猴猴,龍德西巷)據說百餘年前 由區界 60 多戶發起 

1900 台中大甲 廣聖宮 江鑀萍 傳說百餘年前，1989 建廟 鄭姓自鐵砧山刈香自奉，

1989 颱風屋倒，獻像建廟 

1900 屏東九如 開台聖王廟 江鑀萍 據說百餘年前，溪埔尤姓自奉開台聖

王，天災顯靈助其移居九如 

九如常受水災，每顯靈驗，故居

民建廟，1948 重建 

1902 宜蘭市 開興廟 林修澈 碑記 牧童塑像，答捏成功了 

1902 屏東內埔 延平王廟 江鑀萍 新化堂 感念開台驅荷之功，客家鸞堂 

1905 宜蘭羅東 慶安宮 江鑀萍 台帳，1903 建，沿革：光緒年建 原為齊天大聖廟，日據 1905 改奉￥ 

1905 北縣貢寮 福安廟 江鑀萍 台帳。1987 碑：民前十多年建，

1899 改建  

牧童塑神尊開台聖王，1900 改建￥ 

1905 苗栗頭屋 雲洞宮 謝金汀  不知為何拜，客家鸞堂 

1906 苗栗通宵 福龍宮 江鑀萍 調查書，原開台聖王廟 緣起不詳 

1909 宜蘭蘇澳 永安宮 盧胡彬 沿革作 1913，原聖王廟 牧童塑三像，後有靈建廟 

1910 台中大安 延平宮 江鑀萍 清末民初帶回神像，1972 建廟 牧童玩神像，神自指延平郡王 

1911 花蓮壽豐 水璉保安宮 黃慧文  由福建迎來 

      
清末 宜蘭冬山 福安宮 江鑀萍、

手冊 

江：不詳，手冊：1979 重建 牧童泥塑，神附自稱開台聖王因建廟

 屏東東港 忠烈宮 江鑀萍 初奉 50 年後顯靈組鸞堂，

1953 建廟 
來自台南開元寺，後組鸞堂

明修堂，最後才建廟 

      

 宜蘭頭城 二圍國聖廟  1918 調查書應有(已不存) ？？ 

 宜蘭頭城 國 sing 廟  1918 調查書應有(已不存) ？？ 

 南投魚池 聖王廟 江鑀萍 調查書：1883 建(已不存) 1945(?，不可能)改祀鄭成功 

      

1915    西來庵事件  

      

1917 彰化市 鄭成功廟 江鑀萍、

手冊 

1979 寺廟及信徒登記，全台鄭姓宗

親會宗祠。1937 完工 

1917 彰化鄭族人至湄洲進香順道往石

井請回鄭神像。1928 決設宗祠 

1926 花蓮新城 康樂廣安宮 黃慧文  由利澤簡雕塑迎來 

1928 花蓮秀林 平安宮 黃慧文 最早為由宜蘭來討生活的人所迎

請，1928 建廟 

漢人泰雅混居，平安宮為漢人信仰中

心 

1929 宜蘭五結 開山廟 仇德哉 江：百多年前私奉，1929 年

發起建廟，初名國聖廟 

江：百多年前漳人墾荒私奉

（加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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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宜蘭冬山 進興宮 江鑀萍 1890 因捏泥顯聖建廟，1927 古

公三王神降 

1933 三王指要挖水井必請開台國

姓坐鎮，始奉。 

1935 宜蘭礁溪 國姓王廟 江鑀萍 碑記：江：昭和 10，手冊：大正 10，

從江。傳說：百年前捏像祭拜 

牧童捏像，日後降乩稱開台聖

王，合祀土地公￥。(大忠村) 

1936 花蓮壽豐 國聖宮 黃慧文 (豐村) 自塑 

1938 彰化和美 高香宮 江鑀萍 創於清代，1938 後供奉 原奉五谷大帝，當年蟲害，自沙

東宮請來收服 

1939 花蓮市 聖安宮 花蓮縣誌 1932 建，1939 並祀鄭成功，

又稱鄭聖祠 

初為城隍廟，後皇民化運動，居

民借詞將鄭成功遷祀於此￥ 

      

日據 宜蘭三星 泰安宮 江鑀萍 不詳，行健村國聖廟 本非祀鄭，日人拆廟因奉之￥

日據 宜蘭三星 武同宮 江鑀萍 不詳，萬富村國聖廟前身 本非祀鄭，日人拆廟因奉之￥

日據 彰化和美 開台國聖宮 江鑀萍 日據即奉，1945 以後建廟 原為石崗劉家拜，帶入當地 

      

 宜蘭蘇澳 國聖廟 江鑀萍 見於 1939 調查。現為三廟合一。

原國聖廟，後改福安宮 

碑記：自漳浦來墾，土塑三像拜

之。（頂寮） 

 宜蘭五結 福興廟 江鑀萍 1939 國姓公廟 ???? 

 宜蘭礁溪 國聖公廟 江鑀萍 1939 白雲村國聖廟前身 ？？？？ 

 北縣貢寮 清惠廟 江鑀萍 1939 有(已不存)  

 雲林斗六 國姓爺廟 江鑀萍 1939 有(已不存)  

 台南玉井 國聖爺廟 江鑀萍 1939 有(已不存)  

 屏東長興 國聖廟 江鑀萍 1939 有(已不存)  

 花蓮玉里 國聖廟 江鑀萍 1939 有(已不存)  

      

1945    終戰  

      

1945 台中市 國姓廟 江鑀萍 1950 市長以公有地重建 值光復，市民崇驅荷復台之功 

1946 屏東林邊 開台 

延平王祠 

江鑀萍 前身以延平郡王為名，設明聖堂 由原東港明修堂鸞生蘇振生創 

1950 基隆 南靈宮 江鑀萍 據傳 原為神壇，祀齊天大聖，擴建

時神明指示要歷史性神。 

1953 花蓮壽豐 月眉鎮安宮 黃慧文 江記為 1930 年前即有 由台北迎來 

1959 屏東高樹 延平郡王祠 江鑀萍 1959 設鸞堂，後奉鄭成功 原勸化堂，後以地方建議奉鄭成功 

1966 雲林虎尾 震天宮 江鑀萍 1966 輪由供奉，顯靈要分

靈，1969 始奉，1981 建廟 

原即為國姓公過股之次房股 

1972 台北士林 鄭成功廟 手冊 手冊：1978 破土 1992 安座 世界鄭氏宗親總會滎陽大宗祠 

1975 台北內湖 護國延平宮 手冊 1975 建於濱江街，1987 遷現址 王慶文受天啓成開台聖王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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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花蓮新城 福聖宮 黃慧文 1919 建廟，拜土地公；1978 重

建 

原土地公廟，申請登記要對國家民族

有貢獻。※ 

1980 台南新營 延平府 

開台聖王廟 

江鑀萍 2000 年籌建中 開台聖王乩童搬家，從東石靈慈宮請

來設壇 

1984 花蓮壽豐 國聖宮 黃慧文 建廟(鹽寮) 軍隊士兵受神指示拾得神像，後

由管理人建廟，神像來自流水 

1990 台南市 鹿耳門 

鎮門宮 

江鑀萍  鄭軍士兵托夢，媽祖同意建廟 

1990 花蓮富里 國姓宮 黃慧文 新建 由彰化迎來 

      

 嘉義溪口 武英殿 江鑀萍 不詳 過股之分靈廟，四房股 

 台中清水 開化宮 江鑀萍 不詳，現狀 1975 因水災，自清水鎮安宮分靈 

 南投草屯 明聖宮 江鑀萍 1984 倡議建廟 常年乾旱，由沙東宮請國聖公乞

雨靈驗，故輪流奉之。未建廟 

      
無法判定年代 

？ 宜蘭頭城 中興宮 江鑀萍 不詳 傳說孩童泥塑，降乩稱鄭成功

      

現已不存，且無法判定年代 

？ 宜蘭蘇澳 聖安宮 江鑀萍 1939 未見，應為 1939-1980，已

併廟，與現永榮里聖安宮不同 

與福安金安合併為國聖廟，見西

來庵後之宜蘭蘇澳國聖廟 

？ 宜蘭蘇澳 金安宮 江鑀萍 1939 未見，應為 1939-1980 與福安聖安合併為國聖廟 

      

不明，資料不足 

 台北瑞芳 威遠廟    

 台北金山 承天宮    

 宜蘭蘇澳 國聖廟  (港邊里)  

 宜蘭五結 慶興宮    

 南投國姓 護國宮  1939 未見，手冊：建於日治 神像原奉民宅，後方建廟 

 嘉義市 嘉興宮    

 苗栗頭屋 開台聖王廟    

 台中豐原 上南坑 

鄭成功廟 

   

 台中龍井 順福宮    

 台中清水 鎮元宮    

 南投鹿谷 開山廟    

 南投竹山 開台聖王廟  (集山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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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林口湖 順天宮    

 雲林林內 大羅天仙府    

 雲林林內 國姓廟    

 雲林古坑 鎮東宮    

 嘉義竹崎 安世宮    

 台南永康 二王廟    

 台南永康 開仙宮    

 台南將軍 國聖宮    

 高雄旗山 紫雲宮    

 屏東竹田 延平郡王廟    

 宜蘭五結 金安宮  (下清村)  

 宜蘭五結 聖安宮  (下清村)  

 宜蘭冬山 開山宮  (太和路)  

 宜蘭冬山 開陽開山宮  (寶和路)  

 宜蘭蘇澳 聖安宮  (福德路)  

 台北市 大忠宮    

 台北三重 鎮安亭    

 台東市 天地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