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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意識 

西元 1998 年，筆者在政治大學民族學系林修澈老師的指導下，參與了林

老師所主持，「台灣省廟呈現出來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究計劃1」的廟調查

工作，計劃範圍含跨澎湖、新竹、宜蘭三縣境內的所有廟宇及其下的信仰組織。

在三縣之中，以宜蘭縣為筆者涉入最深的縣市。而此計畫的普查性質，也讓筆

者幸運地從一個廟堂的初學者，在半年中對於宜蘭縣的廟貌有一個概梗性的瞭

解。也是這樣的因緣，讓筆者第一次接觸了Khiam這樣的詞彙。在一次調查活

動行前，宜蘭在地的研究者，廖正雄老師提醒我們，訪問耆老時，若無法向耆

老們解釋祭祀圈這樣的名詞時，不妨換個方式，問問他們此地有沒有「tio 

Khiam」，我依樣畫葫蘆地在訪問過程中試用了，發現對一些耆老來說，這是

個一聽即能心領神會的日常用語，然而，對另外一些耆老而言，這個詞彙卻是

聽也沒聽說過，或者，有些人會很明確地告訴我「是的，那是某某地方的習俗，

我們這邊沒有。」我忠實地錄下他們的說法，但是直至調查結束，仍然無法解

決以下的幾個問題。 

 

（一）Khiam是什麼？ 

從調查經驗中，筆者僅能約略知道，（Khiam）2是宜蘭縣內一種輪祀型的

                                                 
1 參考：林修澈（主持），台灣省政府文化處（委託），《台灣省廟呈現出來的文化資產

與生活意義》（台北：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廟全記錄工作室，1998）。 
2 （Khiam15），宜蘭縣內某些區域（主要是溪南地區）對於廟的輪祀組織的稱呼，因為

漢字的書寫有「示簽」或「緘」，本研究為了正確發音，所以採用國際音標的標音方式

記音，但為了行文的方便，本文將省略調質的部分，將Khiam15簡化成Kh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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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組織，且這種祭祀組織的使用不是一種單一性的獨特現象，至少對宜蘭縣

而言，它是一種區域現象。然而這個組織的運作內涵為何，是否具有某些組織

形式或運作內容上的獨特性，在田野過程中，筆者沒有找到明確的答覆。Khiam

是什麼？當代的民間信仰研究經驗告訴我們，台灣民間信仰的多元樣貌反映在

祀神、儀式祭典以及祭祀組織等各種面向上，使得我們不能斷然以單一性的規

則化約所有的現象，所以，Khiam這個名詞似乎也不能簡略地以「輪祀組織」、

「祭祀圈」一筆帶過，但是，它究竟是什麼？有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透過這

個定義，我們可以加以類歸，或是區辨它與其他組織的同與不同？ 

 

（二）區域分佈現象的疑問？ 

根據筆者於 1998 年在宜蘭縣的田野調查，初步發現在蘭陽溪以南的冬山

鄉、三星鄉、羅東鎮、蘇澳鎮、五結鄉五個鄉鎮境內部分廟宇，有 Khiam 的

祭祀圈組織，而在蘭陽溪以北的五個鄉鎮中，則僅在員山鄉、宜蘭市、壯圍鄉

三個鄉鎮發現這樣的用語，同屬溪北礁溪鄉與頭城鎮並無 Khiam這個詞彙的

使用，礁溪鄉與頭城鎮全境使用的詞彙大致與台灣西部平原常用的「庄頭」

多無二致。必須解釋的是，上述所言不論是溪南五鄉鎮，或是溪北的三個鄉鎮，

使用 Khiam 這個詞彙的也不是全境的所有廟宇，在田野中呈現的事實是，

Khiam這個詞彙的出現與使用在宜蘭縣全境有大區域的分佈特色（大部分分佈

於溪南，少部分出現於溪北），在大區域的分佈中又有小區域的集中現象。針

對這樣的地理分佈，筆者的疑問是，為什麼這種組織用語僅出現在蘭陽平原的

某些地方，例如，大部分集中在蘭陽溪以南？此外，我們又如何解釋為什麼有

些廟宇位於集中區內，卻沒有使用這種用語這樣的現象？  

（三）從文獻回顧無法解決筆者的疑惑 

關於宜蘭縣民間信仰研究的回顧，碩士論文共有四篇，其中與祭祀圈議題

相關的只有許淑娟在《蘭陽平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3中對於蘭陽平原祭祀圈

                                                 
3 許淑娟，《蘭陽平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台北：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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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組織轉換的討論，她認為蘭陽平原的祭祀圈可以分為四種，即區域、超村

落、村落、角頭祭祀圈。且分屬於聯庄性、同庄性祭祀圈兩個層次，因兩個層

次之重疊與否，所以呈現出階層性與非階層性的空間型態，依此構成了蘭陽平

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筆者對於許淑娟提出的階層性與非階層性的祭祀圈空間

型態有不同的看法，作者認為因為超村落祭祀圈內，不斷衍生出村落或角頭祭

祀圈，形成具有隸屬關係之階層性祭祀組織4，筆者認為階層性祭祀組織是否

有隸屬關係，需有更細膩的討論才能作此定論，例如，在超村落的祭祀圈中，

形成超村落祭祀圈的廟也許與角頭祭祀圈中的其他廟互不相往，或是因為地方

派系而選擇性的與某些廟互相來往，若是如此，廟的隸屬關係便不存在；另外，

在階層性祭祀圈內的人群關係對於不同範圍廟的義務性，是否有等級上的差別

也是檢驗隸屬關係的另一面向，因此筆者認為，從廟際網絡與人群關係的角度

檢視超村落間的階層性祭祀組織，才能得到是否有隸屬關係的定論，而不只是

單從祭祀圈範圍的討論。另外，許淑娟對於Khiam祭祀圈的討論，只提到員山

鄉普恩廟的祭典輪祀舉辦，其它並未有所著墨。 

    林政宏在《蘭陽平原三山國王廟景觀之生態研究》5中從三山國王廟的外

在景觀探討人—地—廟三者的關係，他認為在蘭陽平原的開發史上，客家人常

扮演防禦的角色，相對的出現了三山國王的景觀。許多早期隘寮所在地亦有三

山國王廟，兩者相呼應。現今蘭陽平原上客家人已不復見，多被福佬化或遷移

它地，三山國王廟卻未稍減，且經由性質的轉換而成為其他族群的神祇6。他

同時以蘇澳隘丁里保安宮、羅東北成里興安宮兩間三山國王廟作為個案研究的

例子，研究中並未涉及祭祀圈的概念，只提到這兩間廟的信仰圈如何形成，筆

者認為，作者並未對信仰圈做出定義，若以林美容對於信仰圈所做的定義來檢

視這兩間廟，筆者認為這兩間廟尚未形成信仰圈，只存在於地域關係的祭祀

圈，另外，只從這兩間三山國王廟的景觀個案探討，並無法得到宜蘭縣三山國

王廟的全貌，更遑論宜蘭縣三山國王廟與粵籍墾民之間的關係。 

                                                 
4 許淑娟，《蘭陽平原祭祀圈的空間組織》，頁 142。 
5 林政宏，《蘭陽平原三山國王廟景觀之生態研究》，（台北：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

地理組碩士論文，1996）。 
6 林政宏，《蘭陽平原三山國王廟景觀之生態研究》，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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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兩篇碩士論文分別是林靜宜在《宜蘭市道廟管理組織的研究》中對於

宜蘭市六座道廟管理委員會的分析比較7；朱益宇在《台灣民間信仰之寺廟廟

埕空間之探討—以礁溪協天廟與慈天宮為例》8中所關注的焦點在廟埕對於民

間信仰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對於研究個案的祭祀圈也未有所描述。 

    除了上述的碩士論文之外，在學術期刊論文方面，陳志榮對於宜蘭縣五結

地區主母廟與庄頭廟的互動關係有深入的論述，研究結果著重於主母廟與庄頭

廟廟際網絡間的來往9；游謙在宜蘭永鎮開漳聖王廟的研究中，著重於過火儀

式的意義探討10，邱彥貴對於宜蘭溪北三山國王信仰的研究焦點偏重在傳說與

靈驗事蹟對於漢／番關係與族屬關係的釐定11。唯一提到Khiam的是邱彥貴先

生在〈清代噶瑪蘭的粵籍客家─以六家林氏為核心的閱讀筆記〉的討論，該

文並非著重於Khiam的研究，不過文中提到宜蘭全域慣用「tio Khiam」一詞

稱呼輪值祭典擔任爐主，劃分祭典則稱「pun Khiam」。他並以台灣西部的另

外兩個例子簡述該祭祀類型應與閩籍客家有關，其一是西螺七崁，其二為彰

化彰化埔心、大村、員林的詔安客家黃氏，以五區輪值五通宮五顯大帝祭典，

名為「五Khiam內」，他認為宜蘭與前述二例一在後山，一在前山，但皆為詔

安客家分布地，這樣的現象猶待深入發掘12。筆者在 1998 年的宜蘭廟普查中，

發現慣用「tio Khiam」的廟並非分佈在「宜蘭全域」，這個認知與邱彥貴的說

                                                 
7 林靜怡，《宜蘭市道廟管理組織的研究》（台北：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7）。 
8 朱益宇，《台灣民間信仰寺廟廟埕空間之探討—以礁溪協天廟與慈天宮為例》（台北：

台灣大學園藝研究所碩士論文，1995）。 
9 陳志榮，〈主母廟與庄頭廟的互動關係—以宜蘭五結地區為例〉，收入：李豐楙、朱

榮貴（主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台北：中央研究

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頁 229-248。 
10 游謙，〈神聖的試煉—永鎮廟的王公過火〉，收入：李豐楙、朱榮貴（主編），《儀式、

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台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

處，1996），頁 359-374。 
11 邱彥貴，〈宜蘭溪北地區的三山國王信仰—自傳說看歷史性的族群關係論述 

〉，收入：宜蘭縣立文化中心(編)，《「宜蘭研究」第二屆學術研討會》（宜蘭：宜蘭

縣立文化中心，1997），頁 266-29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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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宜蘭縣政府文化局，2002），頁 58，邱彥貴先生所提到的西螺七崁和筆者

在民國八十九年的碩士班論文研究計畫的看法一致，而後與邱彥貴先生的諸多討論中

獲致若干思考，筆者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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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些許落差，例如從頭城、礁溪、壯圍到五結的濱海公路旁的諸多廟宇並非

使用這個祭祀組織用語，顯然這個祭祀組織用語僅在某些區域使用。然而該文

仍提供了進一步深入比較研究的線索。 

因此，筆者認為在現有的宜蘭祭祀圈研究基礎不足的情況下，要解決宜蘭

縣內使用 Khiam作為祭祀組織用語的廟群分佈、運作與民族互動關係的問題，

只有透過全面的、深入的區域性研究，才能得到 Khiam祭祀圈的全貌。 

  因為前人對於宜蘭縣廟的研究成果，並未對 Khiam祭祀圈多所著墨，因

此本研究的動機主要是瞭解 Khiam 的祭祀圈組織在宜蘭縣的分佈狀況，同時

進一步解決 Khiam祭祀圈的運作模式與地方人群互動的關係。 

（四）呈現宜蘭縣廟祭祀圈研究的民族學意義 

祭祀圈研究的主體是人—神—廟三者之間的關係，因為宜蘭縣是一個多民

族的移墾社會，所以原鄉神的帶入，造成移墾社會的民間信仰多樣性，同時形

成地域性或不同民族性的差別，本研究試圖找出宜蘭縣廟祭祀圈研究的民族學

意義，特別是 Khiam 這個祭祀圈類型，為何在宜蘭縣不是普遍性的常態，而

是主要分佈在蘭陽溪以北的員山鄉與溪南沿山（特別是冬山鄉）的一些區域？

因此本研究希望從 Khiam 祭祀圈的區域性與移墾社會民族成分的比較，拼湊

出 Khiam祭祀圈的民族面貌。 

 

二、 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宜蘭縣內的廟為研究對象，純佛寺、私壇不在本研究的範圍中，

這樣選擇的目的，是為了區隔純佛寺的宗教組織性與私壇的私人性，而將本研

究回歸到廟的地方性，或謂地方公廟，由不同地方祭祀圈的比較，才能顯現出

祭祀圈分佈的差異性。另外，本研究的地理範圍包含宜蘭縣內各鄉鎮的廟，共

有頭城鎮、礁溪鄉、員山鄉、宜蘭市、五結鄉、羅東鎮、三星鄉、冬山鄉、蘇

澳鎮、大同鄉與南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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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步驟 

1.普查： 

    (1)樣本規模 

    本研究在宜蘭縣廟祭祀圈類型的分析上採用的是量化研究，在樣本規模方

面，根據林修澈主持的《廟全記錄：台灣省廟呈現出來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

義》，在 1998 年最新的一份宜蘭縣廟數的統計中，宜蘭縣共有 810間廟，宜蘭

縣內各鄉鎮市的廟數統計如表 0-1所示： 
表 0-1  宜蘭縣廟數統計表 
鄉/鎮/市 廟數 

宜蘭市 51 

羅東鎮 52 

蘇澳鎮 97 

頭城鎮 94 

礁溪鄉 58 

壯圍鄉 49 

員山鄉 95 

冬山鄉 155 

五結鄉 65 

三星鄉 88 

大同鄉 5 

南澳鄉 1 

總計 810 

   （2）問卷 

本研究首先依據《廟全記錄：台灣省廟呈現出來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

研究計畫的原始問卷，該原始問卷的問項之一為「祭祀組織」，從該原始問卷

810間廟的樣本數上找出使用Khiam作為祭祀組織用語的廟，並多方檢證找出

Khiam的廟數與分布範圍，其次，設計具有Khiam祭祀圈指標性問項的問卷13進

                                                 
13 請見緒論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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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實地田野調查，並分析問卷設定的變項，以提供進一步探討祭祀圈與民族關

係的田野地點基本素材。 

2.田野調查 

  本研究進行兩階段的田野調查： 

    第一階段：我們運用《廟全記錄：台灣省廟呈現出來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

義》研究計畫的原始問卷普查，實施方式為電話訪問與實地調查交互進行，電

話訪問的依據將以《廟全記錄：台灣省廟呈現出來的文化資產與生活意義（研

究篇）》的名冊14為基礎，同時輔以實地調查，多方檢證問卷的準確度，希望

在第一階段的調查中，找出Khiam祭祀圈類型的地理分佈，以作為第二階段田

野地點的選擇。  

 

    第二階段：在確定 Khiam祭祀圈類型的地理分佈後，使用具有 Khiam祭

祀組運作規則的問卷，找出 Khiam 祭祀圈的運作規則，並選擇一些具有代表

性的廟，再進行深入的田野，田野的問題意識將側重於 Khiam 的運作與民族

的關係，同時祭典的舉行將採用參與觀察的方式。在研究方法的設計上，第一

階段重視的是量的全面性與代表性，第二階段重視的是質的深度性。 

 

第一階段的田野調查時間在民國八十九年至民國九十年，第二階段的田野

調查在民國九十一年到民國九十三年初，第一階段利用寒暑假的時間，從台北

到宜蘭往返不下數十次，所幸筆者在大學時期參與政大民族系林修澈老師的研

究計畫，為筆者在宜蘭的田野調查工作奠下堅實的基礎，由於宜蘭各村里的地

理位置早已印記在筆者的腦海裡，所以筆者往往可以很快地找到田野的目的

地。在第二階段的田野工作上，由於需要長時間的進行田野參與觀察，因而筆

者決定定居宜蘭，在偶然的機會裡，筆者進入冬山國中任教，冬山鄉則是筆者

重要的田野區域，在進行田野和參與觀察時，往往遇到廟內耆老或管理委員的

                                                 
14 參考：林修澈（主持），台灣省政府文化處（委託），《台灣省廟呈現出來的文化資

產與生活意義》，頁 71-95。 

 



 
 
 
 
 
 ․8․ 

宜蘭廟群 KHIAM（示簽）祭祀圈之研究 

親屬是筆者的學生，所以使筆者的田野工作更加順利。我們的田野和研究也就

是在眾多耆老不厭其煩的熱情對待下，得以減輕田野工作中的勞累與壓力。 

三、 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與步驟如下： 

 

 

問題提出

文獻回顧 

理論基礎 
田野調查 

民族底相

民族成分 

詔安客家人

 

信仰表相 

宜蘭縣Khiam類型

與分布的現象分析

廟數、地理分佈、

祭典活動 

疊合 

結論 

當代的歷史的 當代的

蘭境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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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論 

除緒論與結論外，本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 民族學取向的祭祀圈研究 

本章主要回顧祭祀圈研究理論，從張珣教授的論文討論祭祀圈研究的反

省，並比較林美容的研究取向，找出本研究的理論性基礎與可行性，同時經由

冬山鄉定安宮的例子說明何以 Khiam是一種祭祀義務明顯的祭祀圈，另外，

筆者將從漢字書寫與在地詮釋的面向討論 Khiam的意義。 
 

第二章 信仰表相：Khiam祭祀圈類型廟群的現象分析。 

筆者將檢視宜蘭縣內所有廟的祭祀圈，究竟哪些廟會使用「Khiam」這個

語彙作為祭祀組織的用語，同時運用地圖與表格的方式點出有 Khiam 這個祭

祀圈類型的廟在宜蘭縣的地理分佈，從巨視的觀點歸納地理分佈的規則；另

外，本章也要解決 Khiam祭祀圈與主祀神的關係，將宜蘭縣內有 Khiam運作

類型的廟的主祀神進行分析，舉出 Khiam 在不同的主祀神的比例關係，並且

分析 Khiam祭祀圈祭典活動的常型與異型。從本章內容將可得到 Khiam祭祀

圈分佈的表相意義。 
 

第三章 民族底相：蘭陽平原的詔安客 

在確定 Khiam廟群的地理分佈後，我們將從幾個步驟循序漸進的剖析蘭

陽平原詔安客家人的分佈。並以人口比例劃分高密度分佈區和低密度分佈區。 
 
第四章 疊合：信仰表相/民族底相 

本章將以第二章和第三章的研究成果做一疊合。除了呈現疊合的圖表外，

並將以幾個個案說明不同疊合類型中「khiam」的運作。 
 
第五章 蘭境之外：西螺七 khiam 

筆者試圖找出台灣西部地區是否有 Khiam祭祀組織類型的案例(特別是雲

林西螺、崙背地區)，比較出和宜蘭地區 Khiam祭祀類型呈現出的不同樣貌，

筆者希望從民族學的研究材料與結論，提供祭祀圈研究新的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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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表 0-2  khiam—宜蘭縣廟祭祀圈基本資料表 編號  
一、基本資料 
廟名  
廟所在鄉鎮  廟所在村里  

二、祀神 
右旁祀神 主祀神 左旁祀神 

   

三、廟史 
廟初建年代      
資料來源      

概述 
四、Khiam運作規則與祭祀範圍 
Khiam漢字 
使用情形 

 

祭祀範圍  
Khiam祭典  祭典日期  
Khiam 
地域分類規

則 

 說明  

Khiam祭典 
主持人 

爐主  副爐主  頭家  

Khiam形成 
A：原生型      B：移入型 

C：消失型 

 說明  

Khiam範圍變遷 
A：不變 
B：擴大 
C：縮小 
D：消失 

 說明  

五、日治末期廟所在聚落姓氏分布 
前五大姓氏      
祖籍來源      
血緣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