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蘭境之外：西螺七 khiam 
 
 
 
 
 

我們花了相當多的篇幅討論「khiam」祭祀圈在蘭陽平原的形貌，從信仰

表相上的組織運作型態、使用「khiam」廟宇的地理分佈與區域特色，乃至於

「khiam」的民族底蘊----詔安客家人。我們得到這樣的結論：使用「khiam」

一詞作為祭祀組織用語的廟，在蘭陽平原上呈現區域性分佈的特徵，溪南多於

溪北、沿山多於沿海，溪南以冬山鄉為核心，溪北以員山鄉為核心，越往外擴

散，「khiam」的運作模式就越具變化性；其次，「khiam」的分布和蘭陽平原詔

安客家人的分佈重疊性非常高，每一間廟的「khiam」運作類型的變異性也和

他所屬聚落的詔安客戶口比例成反比，及詔安客比例越高，「khiam」組織運作

模式的穩定性越高，反之，詔安客的比例越低，「khiam」組織運作模式的穩定

性越低、變異性越高。此外，根據部分當地報導人的說法，「khiam」這個用語

應來自詔安客家話，只是現在已幾無人會說詔安客家話了，所以沒有辦法確定

這個詞彙的確切意涵。 

在前四章的討論，我們一直循著一個清楚的脈絡前進，即從民族分佈著

手，以民族學的研究取向來研究「khiam」祭祀圈，然而，也因為我們僅能從

戶口資料、口訪資料以及地圖資料來推估蘭陽平原詔安客的分布，以及詔安客

與「khiam」的關係，對於「khiam」的實質意涵，在當地人未諳詔安話的情形

下，沒有辦法確實掌握。為了要得知「khiam」的實質意涵，也為了讓我們的

研究從台灣的其他地區得到佐證，本章將焦點置於宜蘭以外的研究場域，我們

將針對雲林縣西螺鎮、二崙鄉、崙背鄉三個鄉鎮中，由廖姓詔安客所組成的「西

螺七 khiam」這樣的案例，透過歷史、地理與宗教組織等面相來探討西螺七

「khiam」的祭祀圈特色，並與宜蘭縣的「khiam」模式做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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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螺七「khiam」作為另一個研究對象，起因於一個偶然的機緣，大四
時，筆者剛決定以「khiam」作為碩士論文研究對象，某日偶然在舊書攤中拾

得一本廖丑先生撰寫的「西螺七嵌開拓史」1，內文提及新店祝天宮內有一尊

媽祖名為「七欠媽」，而所謂西螺「七嵌」，是指七個廖姓詔安客的聚落，一時

就引起了筆者絕大的興趣，一來是「kham」與「khiam」發音具有相當的類同

性，二來是兩者同為祭祀組織的名稱，會不會是因為音變的緣故，使得「khiam」
變成了「kham」或「kham」變成了「khiam」？這樣的疑問，使得西螺七嵌成

為筆者為第二個研究對象。爾後邱彥貴與謝英從2的研究，更間接支持了筆者

的疑問。 

第一節 西螺七「khiam」的地理、歷史與民族 

一、 西螺七「khiam」的語音和語意 
 

一般坊間以漢字來表西螺七「khiam」的方式通常是「西螺七嵌」或「西

螺七崁」，「嵌」字在福佬話的讀法為「kham」，並且就筆者所知，讀成西螺七

「kham」的人也不在少數，「kham」與「khiam」語音略有不同。所以我們首

先必須先確認西螺七嵌的語音是「khiam」或「kham」。 

根據筆者的調查結果，西螺七嵌中，頭嵌成員多半稱其祭祀組織為

「kham」，第二嵌是兩種說法並存，第三嵌到第七嵌則以「khiam」來稱呼其

祭祀組織。以處於第六嵌的二崙鄉來惠村新店仔聚落為例，廟中幾位操流利客

語交談的耆老明確地糾正我們，應讀為第六「khiam」，而不是第六「kam」。

而至於西螺七「kham」，則應說成西螺七「khiam」。 

 

阮都是說西螺七「khiam」，阮新店仔這邊是第六「khiam」，只有福佬

人才會說西螺七「kam」。 

 

                                                 
1 廖丑，《西螺七嵌開拓史》，台北：前衛出版社。 
2 邱彥貴先生曾提到「西螺七欠」的案例與謝英從先生在彰化縣大村鄉五通宮（主祀

神：五顯大帝）所作的研究，五通宮謝平安祭典論祀稱「五khiam內」，西螺七欠與大

村鄉的居民多數是福建詔安縣客家移民，參見邱彥貴，〈清代噶瑪蘭的粵籍客家─以

六家林氏為核心的閱讀筆記〉，《宜蘭文獻雜誌》60：58 ，（宜蘭：宜蘭縣政府文化局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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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在位屬第二嵌的西螺鎮吳厝里也得到相似的答案，居民認為，

第二嵌應讀為第二「khiam」。 

因此，顯然依照當地人的看法，形容當地聚落分類的西螺七「嵌」，正確

的語音應為「khiam」，且這個語音來自詔安客家話，只有福佬人才會說西螺七

「kham」。

                                                

 

另外，在 khiam的語意上，我們所蒐集的資料中呈現了幾個不同的看法，

第一種是西螺七 khiam和祖廟的七條戒規有關，並且將 khiam的語音書寫成漢

字「嵌」，廖丑在《西螺七嵌開拓史》中提到西螺七嵌稱號的由來： 
 

為促進族人的團結和敦親睦族，除春秋二次祭祖外，將每年十月秋收

後各村落舉行之祈安謝神迎神賽會，決定以祖先七嵌箴規之七為序
3
，

將分居的二十五個聚落合併劃分為七個大角落稱「七嵌」。每七年各嵌

輪流一次，負責主辦春秋二祭事宜及秋季迎神賽會。
4

 

道光二十六年，廖氏族人共同捐資，於下湳里修建宗祠「繼述堂」，將

族人散居的二十五個村莊，合併劃分為七個大角落（則所謂的西螺七

嵌），每年秋祭七個大角落輪流做東盛大舉行祭祖，並於秋收後舉行祈

安謝神迎神賽會時，恭迎新店媽（媽祖）鑾駕出巡各角落，藉以促進

敦親睦族，強化族人之凝聚力功能（大約持續半世紀之久）。
5

 

依據廖丑的說法，七個角落的形成有兩種說法，第一種是依祖訓「七條箴

規」來將二十五個廖姓聚落分成七個「角落」，第二種則是因為秋祭祭祖輪流

做東需要而分成七個大「角落」。可整理為「七條箴規」說和「秋祭祭祖輪流

做東需要」說兩種。 

程大學編著的《西螺鎮志》則將西螺七 khiam寫成西螺七「崁」，他指出

 
3 這七條箴規分別是：第一嵌：生廖死張故曰張廖，第二嵌：不食牛犬知恩無類，第

三嵌，得正祀位猶勝籃轎八臺，第四嵌嗣續為女繼絕為先，第五嵌：制無苟恐生戾氣，

第六嵌：堂教修譜敦親睦族，第七嵌：遷籍修譜天下一家。廖丑，《西螺七嵌開拓史》，

頁 83～91。 
4 元子公張廖姓宗親會（編），〈崇遠堂—雲林縣張廖元子公宗祠〉折頁，雲林：雲林

縣張廖元子公宗祠，未著年代。 
5 廖丑，《台灣與西螺七嵌開拓史》（雲林：一德書局，1994），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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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分「角落」與防衛制度有關，可以說是一種家族聯防的自保制度。  
 

《西螺鎮志》「七崁」的起源，乃因台灣開發初期，缺乏健全的防衛制

度，致使治安不良，盜賊據地為王，打家劫舍的事層出不窮。本鎮的

張廖家族為了自保，便在西螺區（包括二崙、崙背一帶），以丁口與經

濟情形為基礎，或一部落為一角落，計分為七個角落，故稱為「七崁」，

以角奇角之勢守望相助，實施家族聯防的自保制度。
6

 

究竟西螺七 khiam的形成原因為何？我們經由實地訪問，找到目前還會說

流利詔安客語的廖姓客家人，老人家們以詔安客家話溝通了好一陣子，有了如

下解釋。 
 

應該不是祖訓的意思，應該是角落的意思。因為阮聽阮阿媽說這是卡

早七兄弟相招過來這裡開墾，但不是親兄弟，怕人欺負，所以七個人

過來開墾時，住在七個地方，所以分為七 khiam，這樣比較好照應。不

過，現在已經很少再用「khiam」這個詞彙啦，只有像我這種年紀的人

才知道 khiam，但是現在年輕人都只知道村，但卻不知道以前我們這裡

分成七 khiam 的意義。 

 

雖然耆老的說法，有可能是因為年代久遠，而遺忘了七條祖訓這種來源的

說法，但是透過文獻資料與田野的相互檢證，我們應可確定，西螺七「嵌」的

語音應為「khiam」而非「kam」，在 khiam 的來源上，「七條祖訓說」的概念

並未流通於七「khiam」地區，並且除「七條祖訓說」之外，尚有「秋祭祭祖

輪流做東需要說」、「家族聯防自保說」與「七兄弟說」；在「khiam」的語意上，

應可確定是詔安客家話「角落」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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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螺七 khiam的地理、歷史與民族屬性 

（一）七 khiam的地理分佈與歷史 

我們依照七 khiam的地理位置聚落名稱製成表 5-1和圖 5-1。 

表 5-1  七 khiam的分類與地理位置表 
Khiam 別 聚落名（小字） 所屬鄉鎮 所屬村里 

頭 khiam 廣興、頂湳、頂姜崙 西螺鎮 廣興（廣興里） 

頂湳、頂姜崙 

（同屬頂湳里） 

第二 khiam 魚寮、下湳、九塊厝、 

太哥寮、吳厝 

西螺鎮 魚寮（七座里） 

下湳（下湳里） 

九塊厝、太哥寮 

（九隆里） 

吳厝（吳厝里） 

第三 khiam 黎份庄、田尾、湳仔 二崙鄉 黎份庄、田尾 

（同屬田尾村） 

湳仔（湳仔村） 

第四 khiam 十八張犁、三塊厝、深坑

仔 

二崙鄉 十八張犁、三塊厝、深坑

仔（同屬三和村） 

第五 khiam 港尾、下新庄仔 港尾屬崙背

鄉，下新庄

屬土庫鎮
7

港尾（崙背鄉港尾村） 

下新庄仔（土庫鎮新庄

里） 

第六 khiam 惠來厝、打牛湳、蔀仔、

塘仔面、頂庄仔、張厝、

下新店 

二崙鄉 惠來厝、打牛湳、蔀仔、 

塘仔面頂庄仔、張厝、 

下新店（同屬來惠村） 

尾 khiam 二崙、下庄仔 二崙鄉 二崙（崙東村） 

下庄仔（崙西村） 

資料來源：依照《西螺七嵌開拓史》與田野記錄製表 

由表 5-1 與圖 5-1 得知，西螺七 khiam 分成七個角落，二崙鄉分屬最多

khiam，分別是第三、第四、第六與尾 khiam，其次是西螺鎮分屬兩個 khiam，

分別是第二和頭 khiam。由圖 5-1也可以看見，這七個角落緊密相鄰，從方位

上來說，分佈在西螺鎮的西南方，二崙鄉的南方、崙背鄉的東南方和土庫鎮的

北方。其中要注意的是，參與七個「khiam」輪祀組織的信徒僅限於當地廖姓

                                                                                                                            
6 程大學（主編），《西螺鎮志》（雲林：西螺鎮公所，2000），頁 276。 
7 下新庄仔，原位於新虎尾溪溪北，與港尾毗鄰，後因光緒二十三年的大水災，港尾

與下新庄間的低窪地嚴重氾濫，被溪流刮走，新虎尾溪溪流北移，下新庄仔變成位於

溪南，今改隸土庫鎮。參見：廖丑，《西螺七嵌開拓史》，頁 167。 

 



 

․106․ 宜蘭廟群 KHIAM（示簽）祭祀圈之研究 

與張廖姓家族。  
 

圖 5-1西螺七 khiam分佈圖 

 
 
 
 
 
 
 
 
 
 
 
 
 
 
 
 
 
 
 
 
 
 

 
（

 

區

有

 

資料來源：依照《西螺七嵌開拓史》與田野記錄製圖 

二）西螺七 khiam廖姓族人的民族屬性 

上文資料中所提西螺七khiam的形成原因，無論是為了防範外敵而形成的

域聯防組織，或是為了迎神賽會和祭祖所形成的輪祀組織，都與廖姓詔安客

關。根據《西螺七嵌開拓史》的研究，西螺地區的廖氏移民在清康熙末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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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雍正年間即來到西螺、二崙與崙背地區，並成為當地最早開發的移民。8其

祖先來自福建省詔安縣官陂鎮（請見下頁表 5-2），在莊初昇與嚴修鴻先生對

於漳州客語分佈區的研究中顯示，此鎮為詔安縣內的純客語區9，因此，我們

可以確定西螺七khiam的廖氏族人為詔安客家人，由於七khiam廖氏呈現聚族

而居的現象，並且範圍相當廣，所以除了接近西螺鎮福佬人分佈區的頭khiam

與第二khiam廖姓不會說詔安客語外，二崙鄉與崙背鄉的廖姓仍有相當多比例

的詔安客語使用人口。我們在西螺頭khiam廣興里奉祀阿善師的廟（振興宮）

訪問到一些廖姓居民，當我們問到本地廖姓居民和二崙、崙背廖姓居民是否一

樣？他們的回答很有趣： 

 
阮這邊的廖都說福佬話，所以是福佬人，他們那邊的廖說客話，所以

是客人（客家人），自從我有印象，我就從來沒有聽過阮這庄有人會說

客話。 

我們在二崙鄉第六 khiam 來惠

村找到會說詔安客話的報導人，很明

確地認為自己是客家人，曾經去過詔

安縣的他，表示官陂鎮的客家話跟二

崙的客家話是可以溝通的，當他用客

家話跟他們溝通時感覺很特別，兩地

相隔那麼多年，語言仍然能溝通。他

也說明自己姓林而不姓廖，主要是因

為從祖父姓林。但是因祖父是入贅到廖

的姓，跟著姓廖。 
 

西螺七欠大部分都姓廖，阮姓林

公姓林的就入贅到廖家，所以我

廖的，阮阿公是福佬人，但是他

是說客家話，所以他也學會「講

                                                 
8 廖丑，《西螺七嵌開拓史》，頁 144。 
9 莊初升、嚴修鴻，〈漳屬四縣閩南話語客

 

姓家中，所以照理來說，他應該從祖母

，原因是阮阿媽沒有兄弟，後來阮阿

雖然跟者阿公姓林，但其實我們是姓

入贅到廖家後，阮這邊攏是廖庄，都

客」（詔安客語：kong kha）。 

家話的雙方言區〉，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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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關於西螺七khiam民族屬性，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初步的結論：二崙

鄉、崙背鄉等地會說詔安客家話的聚落，在民族認同上屬於客家人，至少在他

們的觀念中，在民族屬性中的「我群」（客家），有別於西螺街上或二崙鎮北邊

的「他群」（福佬），而語言似乎是深化民族認同的標誌，會說客家話的人認為

自己是客家人，頭khiam和二khiam不會說客家話的人，不認為自己是客家人，

10一個原本民族邊界明顯的詔安客家宗族組織「西螺七khiam」在部分地區詔

安客語消失的情形下，是否逐漸趨向崩解，或有其他的變化是我們下一節所要

討論的重點。 
表 5-2 福建詔安縣官陂移民西螺七 khiam 地區（清康熙末年至雍正年間）廖氏先人一覽表 

Khiam 別 所屬鄉鎮 現今村里

別 

移民來台入墾者 

廣興里 廖朝綴、廖朝啞、廖朝博、廖朝騫、 

廖朝訓、廖朝烈、廖敦植、廖勸柔 

頭 khiam 西螺鎮 

頂湳里 廖廣昭、廖楓、廖順義、 

廖晞陽、廖明羽、廖質真 

九隆里 廖純朴、廖延墜、廖延酥、廖慈信 

下湳里 廖元表、廖敦十、廖吉祺、廖天富 

七座里 廖賜、廖國他、廖國禮 

第二 khiam 西螺鎮 

吳厝里 廖延添、廖國闊、廖國田、廖國閩、廖

國愛 

田尾村 廖墻、廖毅朴、廖乾沛、廖榮昌、廖新

善、 

廖盈漢、廖士跋、廖士健、廖士焚、 

廖國推 

第三 khiam 二崙鄉 

湳仔村 廖為建、廖朝蕈、廖朝作、廖名譽 

第四 khiam 二崙鄉 三和村 廖朝著、廖諒可、廖延霑、廖天才、 

廖良材、廖士許、廖士葉、廖會賢 

第五 khiam 港尾屬崙背鄉 

下新庄屬土庫

鎮
11

港尾村 

新庄里 

廖欽承、廖欽成、廖盛周、廖文接 

                                                 
10 如同黃宣範教授在雲林和彰化福佬客的研究中提到，雲林地區已有 60%以上的人自
認是閩南人，而彰化地區的福佬客有 98%的人自認是閩南人，沒有人自認是客家人。
由於詔安客尚有 60%以上的人會客家話，而福佬客幾乎已無人會客家話，由此可以確
信語言的的使用或流失跟族群意識之間極具關係。參見黃宣範，〈中部客家方言島的
消失〉，《語言、社會與族群意識》（台北：文鶴出版公司，1993），頁 317。 
11 下新庄仔，原位於新虎尾溪溪北，與港尾毗鄰，後因光緒二十三年的大水災，港尾
與下新庄間的低窪地嚴重氾濫，被溪流刮走，新虎尾溪溪流北移，下新庄仔變成位於
溪南，今改隸土庫鎮。參見：廖丑，《西螺七嵌開拓史》，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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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 khiam 二崙鄉 來惠村 廖德永、廖溫和、廖子聰、廖子緞、 

廖盈秋、廖次良、廖國天、廖存善 

尾 khiam 二崙鄉 崙東村 

崙西村 

廖朝孔、廖朝問、廖朝路、廖朝近、 

廖朝廳、廖義直、廖統榮、廖激敏 

 資料來源：整理自廖丑，《西螺七嵌開拓史》 

第二節 西螺七 khiam的信仰中心：新店祝天宮七欠媽 

過去西螺七khiam的信仰以新店祝天宮的七欠媽12為中心，因此我們以祝

天宮為研究個案，進行較深入的探討。《西螺七嵌開拓史》寫到： 
 

每年的秋季迎神賽會非常熱鬧，除公演野台戲外，恭迎七欠媽（第六

嵌新店祝天宮的天上聖母）巒輿出巡繞境各嵌部落。各嵌人丁、武館、

陣頭盡出，行列浩浩蕩蕩，隨香參拜者人山人海，非常熱鬧。這盛典

成為西螺、二崙、崙背地區年度的最盛大祭典，各地區的民眾興高采

烈來看熱鬧，大家都說「去看西螺七嵌大拜拜」，因而「西螺七嵌」的

雅號便流傳下來。13

 

顯然，七欠媽的繞境活動為西螺七 khiam一大盛事，且七 khiam聚落每年

輪流主辦迎神賽會，只是這樣的場景，在我們的田野訪查中，已很少有耆老親

眼目睹。本節，我們將從地理位置、廟史、祀神與祭典、迎神賽會、祭祀組織

與祭祀圈的變遷的面向來討論新店祝天宮「七欠媽」。 
 
一、 地理位置 

新店祝天宮位於二崙鄉來惠村，「新店」為來惠村的聚落（小字）名之一，

其地名由來和廖姓移民有關。 
入墾此地的先民是廖次良、廖國天、廖純善等人。他們入墾之後，於

此地興建店鋪、經營花生、大豆、芝麻等製油廠，經過一段時日之後

又經營布店，雜貨店等生意，市集曾經成為各總農作物產品的集散地

熱鬧一時，人們便稱此地為新店。 

                                                 
12 二崙鄉來惠村新店祝天宮的媽祖，稱「七欠媽」，為了尊重祝天宮在「khiam」漢字

使用上為「欠」，所以本文七「khiam」媽，一致寫成七「欠」媽。 
13 廖丑，《西螺七嵌開拓史》，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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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聚落的信仰中心祝天宮供奉著由廖氏祖先由大陸帶來的媽祖神像，從

地理方位而言，祝天宮位於來惠村中央偏西，來惠村緊鄰崙西村、三和村、湳

仔村與崙背鄉港尾村，在西螺七 khiam 的範圍中，來惠村屬於第六 khiam，新
店祝天宮路線與方位圖如圖 5-2： 

圖 5-2 新店祝天宮路線與方位圖 

 
 
 
 
 
 
 
 
 
 
 
 
 
 
 
 
 
二、廟史 

新店祝天

民國十八年，

西螺七欠部落

為今貌。
14
若根

個資料所示年

資訊訪問廟內

                     
14黃蘭櫻（編），

 

宮初建年代，根據《雲林縣寺廟專輯》資料顯示，祝天宮成立於

是日據時期建立。供奉天上聖母，本地人稱為「七欠媽」。原為

供奉的神明，所以稱之為「七欠媽」。民國八十二年重新修建，

據祝天宮最早的碑文紀錄年代為昭和四年，即西元 1929年，兩

代相當，所以至少在西元 1929 年本廟已建立。我們根據這樣的

耆老，他們的答案是：民國十八年是第一次重建的年代，早在道

                            

《雲林縣寺廟文化專輯》（ 雲林：雲林縣政府，1995），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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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年間，就已經有祝天宮，只不過是用土角所搭建。至於本廟媽祖神像來源，

則是開墾本地的廖氏先賢從福建詔安攜帶香火而來，我們進一步詢問七欠媽與

西螺鎮上福興宮媽祖有分香關係嗎？關於這一點，廟內耆老給了我們一個甚為

有趣的解答： 

 

西螺街上的媽祖是福佬人雕來的，咱們這邊的媽祖是客家人雕來的，

是正港客家人雕來的。西螺廣興那邊也有客家人，是七欠內的頭欠，

但是他們已經都不會說客。 
 
 
 
 
 
 
 
 
 
 
 
 
 
 
 
 
 
 
 
 
 
 
 
新店祝天宮廟 

 

 

新店祝天宮正面廟貌 

新店祝天宮錦飾上標示「七欠」 
 

埕圍牆標示「七欠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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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祀神、祭典與迎神賽會 
 
 
（一）祀神與祭典 
 

新店祝天宮主祀神是天上聖母，左旁祀神為神農大帝，右旁祀神為註生娘

娘，目前祝天宮年度最大的活動是天上聖母聖誕，每年在將近三月二十三日之

時，祝天宮的管理委員會和爐主拿著農民曆，選出三月初到三月二十三日之間

的黃道吉日，並在媽祖聖像前擲筊決定祭典日期。祝天宮主任委員表示，他們

的祭典日選在三月二十三日以前，而不是三月二十三日當天的原因，是為了要

和西螺鎮上的媽祖廟祭慶典活動有所區隔 ，所以要提早舉行。為了讓媽祖聖

誕活動熱鬧，當天會有三至四個布袋戲棚在廟埕演出，有些布袋戲棚是由信徒

還願寄附，祝天宮也收丁仔錢以負擔祭典經費。 

至於《西螺七嵌開拓史》上所說的媽祖繞境，已經有七、八十年不曾舉辦。

另外，本廟的右旁祀神註生娘娘神誕日三月二十日、左旁祀神五穀王神誕日四

月二十六日，兩個誕辰活動均由管理委員會主辦，委員前來祭拜，活動規模遠

不及媽祖祭典。中元普渡，訂在七月十五日，爐主會準備較豐盛的牲禮前來祭

拜好兄弟，新店聚落的居民也會準備牲禮前來祭拜，普渡儀式並沒有殺豬公的

習俗（請見表 5-3）。關於普渡，報導人說： 

 

新廟落成時曾舉辦過較大規模的普渡，但是已經很多年沒有辦較大規

模的普渡。阮現在的普渡場面跟以往差很多，以前其他 khiam 的居民

會前來贊普，場面很熱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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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新店祝天宮七欠媽年度祭典活動表 

祭典名稱 日期（農曆） 說明 

天上聖母聖誕 三月一十三日 

（擲筊決定日期） 

管理委員會主辦，爐主協

辦，有做戲（三棚布袋

戲），但不繞境。媽祖生當

日擲筊選出明年爐主。 

註生娘娘聖誕 三月二十日 管理委員會主辦，不做戲 

五穀王（神農大帝）聖誕 四月二十六日 管理委員會主辦，不做戲 

中元普渡 七月十五日 管理委員會主辦，爐主協

辦，信徒除了在家普渡

外，也會拿到廟埕祭拜好

兄弟。沒有殺猪公 

謝平安 十月（擲筊決定日期） 管理委員會主辦，信徒前

來祭拜，沒有許平安 

資料來源：依田野記錄製表 

（二）迎神賽會的消失 

以前西螺七 khiam地區每年舉辦祈安謝神迎神賽會活動，由各 khiam 輪流

舉辦，新店祝天宮媽祖則會繞境七 khiam各境，廖丑的《西螺七嵌開拓史》寫

到： 

 

輪流負責舉辦祈安謝神迎神賽會的地主嵌，各戶除在家準備豐富的佳

餚宴請各嵌親朋外，亦另準備流水席，招待各地來參觀熱鬧的外來客，

以盡地主之誼。
15

 

但在地方耆老的記憶中，七欠媽的繞境活動未曾親眼目睹，大多由年紀更

大的老人家口述中得知。 

 

古早七欠媽遊咱七 khiam 的庄，但是現在已經沒有，每 khiam 的庄頭

都已有自己的公廟，我印象中都沒有看過七欠媽遊庄。 

                                                 
15 廖丑，《西螺七嵌開拓史》（台北：前衛出版社，1998），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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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欠媽繞境活動的消失原因，第一種說法是，第四 khiam 的居民人口數較

少，每次輪到舉辦繞境活動，礙於人力經費不足，沒辦法辦桌招待其他 khiam

的族人，致使有人提議取消繞境迎神賽會；另外一種說法是每個庄頭都有自己

的公廟後，大家在各自村落廟宇拜，使得祝天宮的信徒數不如以往。我們在第

二 khiam 西螺鎮吳厝里，適逢西螺鎮福田里福天宮（非七 khiam 內的廟宇）繞

境本地，顯然，舊時新店祝天宮七 khiam 媽的繞境範圍，已被西螺七 khiam 外

的媽祖信仰取代，曾任吳厝里鎮民代表的廖老先生說： 

 

阮現在已經沒有迎那邊的媽祖（指新店祝天宮七欠媽），所以大家比較

沒有去那邊拜。七欠媽是以前七 khiam 大家公家的，但是我的印象中

從沒有看過七欠媽出巡，阮這邊每年都是社口媽（筆者按：西螺鎮福

田里福天宮）來出境。 

 

福田里並不在西螺七khiam的範圍，社口媽是福田里信徒從嘉義朴子配天

宮分靈而來，原供奉於家中，後來在民國十九年形成當地公眾信仰16，每年社

口媽繞境西螺南邊各里，並至嘉義配天宮進香。除了社口媽進入到原七欠媽的

繞境範圍外，另有一個進入七khiam範圍的案例，西螺鎮廣福里廣福宮，當地

人稱其媽祖為西螺新街大媽，每年繞境西螺、崙背、二崙等鄉各庄頭。新店祝

天宮的報導人說： 

 

哪講到出巡，以前七欠媽出巡，只有出巡我們七 khaim 的所在，現在

七欠媽不出巡了，只有西螺新街大媽（筆者按：廣福宮）出巡到這裡，

總共出巡一百多個庄頭，包含西螺、崙背、二崙與莿桐鄉。 

 
 
 
 

                                                 
16 黃蘭櫻（編），《雲林縣寺廟文化專輯》（ 雲林：雲林縣政府，1995），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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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祭祀組織與祭祀圈的變遷 
 

過去的西螺七 khiam的凝聚力，藉由各 khiam聚落輪流舉辦新店祝天宮七

欠媽的迎神賽會，得以顯現廖姓族人的民族邊界，但在各 khiam擁有自己的公

廟、其他非廖氏族人聚居的媽祖信仰進入後，新店祝天宮的祭祀圈就逐漸呈現

縮小的狀態。從惠來厝庄（二崙鄉來惠村，屬第六 khiam）報導人說明本廟擲

爐主的資格認定即可看出這間廟的祭祀範圍已和其他六 khiam沒有什麼關係。 

 

信徒大會開完，咱惠來厝庄，媽祖聖誕那天晚上擲頭人，就是擲爐主

的意思，爐主就是信徒大會內的戶長名冊所擲出來的，擲到最多杯的

人就是爐主，一個一個唱名，一個一個擲爐主，新店七欠媽的爐主只

由咱庄的居民來參與擲爐主，和其他的khiam沒有關係，現在的七khiam

已和新店的媽祖生日沒什麼關係。 

 

在祭祀組織方面，負責廟務行政的新店祝天宮管理委員會的委員均由信徒

大會選舉產生，擔任重大祭典的地方頭人，即每年媽祖聖誕與中元普渡的爐主

（爐主一人，頭家三人），在每年媽祖聖誕活動中擲筊產生，無論管理委員會

或是爐主，成員只限惠來厝庄，也就是西螺七 khiam中的第六 khiam，丁仔錢

的寄附範圍也僅限於此，其他 khiam的居民和祝天宮已經沒有權利義務關係，

由過去的迎神賽會和今日的擲爐主名冊範圍，我們得知，新店祝天宮的祭祀圈

從過去的七 khiam至今，已縮小為第六 khiam的信仰中心。 

 

從西螺七 khiam的跨鄉鎮（西螺、二崙、崙背）廖姓詔安客聚落分類，到

第六 khiam新店祝天宮主祀神七欠媽成為七 khiam的信仰中心，每年各 khiam

輪祀舉辦迎神賽會，「khiam」作為一個具有祭祀圈內涵的名詞，並且凝聚詔安

客家人的民族邊界，這樣的情形，在各 khiam擁有各自的公廟，與七 khiam境

外的媽祖信仰進入後，已經呈現重大改變，新店祝天宮的祭祀圈已縮至第六

khiam，詔安客家人的媽祖繞境只存在廖姓耆老的部分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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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宜蘭與西螺的比較 

   在本論文的主要區域蘭陽平原上，「khiam」是一種祭祀圈類型，主要以輪

祀分擔聚落居民的祭祀義務，這個類型呈現出一種區域性的特色，分布於沿山

地帶與溪南地區，根據我們的研究，蘭陽平原的「khiam」與詔安客家人的分

布有密切的關係；而台灣西部雲林縣的詔安客，以西螺七「khiam」凝聚跨鄉

鎮的廖姓詔安客，同樣是「khiam」，兩地呈現了不同的特色。最後，我們將兩

地的區別製成下表： 
表 5-4宜蘭 khiam祭祀圈與西螺七 khiam比較表 

 項目 蘭陽平原 西螺七 khiam 

Khiam 的語意 輪祀、聚落範圍 角落 

適用祭典 以中元普渡為主 迎神賽會、媽祖繞境活

動 

祭祀圈邊界 明顯 明顯→不明顯 

類型特色 村落 跨鄉鎮→村落 

祭祀圈變遷 不變或縮小 縮小 

信仰表相特徵

(祭祀圈運作)

 

現今運作狀態 原生、移入、消失三型崩解 

區域分布 除山地鄉外，各鄉鎮均

有，以冬山鄉最集中 

二崙、崙背、西螺三鄉

鎮 

語言使用 無法用詔安客語溝

通，僅存部分親屬稱謂

用 

部分地區 50 歲以上尚

能以流利詔安客語溝

通（二崙、崙背） 

 

祖籍地 以詔安縣秀篆鎮為主 以詔安縣官陂鎮為主 

主要姓氏 游姓、黃姓、賴姓 廖姓 

聚落血緣類型 以主姓村或雜姓村為

主 

以一姓村為主 

民族底相特徵

（詔安客） 

民族認同 客底 客家（二崙、崙背）或

客底（西螺） 

 
經過跨區域的研究，我們證明了「khiam」不只是具有祭祀圈意涵的名詞，

在祭祀圈的研究面向上，我們運用了民族學的視角，研究祭祀圈分佈和民族的

相關性，khiam 作為一個和詔安客家人有密切關係的祭祀圈用語，在蘭陽平原

詔安客語幾近絕跡的情形下，「khiam」祭祀圈組織或許是這些詔安客家人維繫

民族邊界的最後「符碼」，從另外一個角度而言，蘭陽平原的詔安客沒有聚族

而居的現象，失去母語，只剩下 Khiam 這一個民族語彙，凝聚隱性的民族意

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