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民族學取向的祭祀圈研究 

 

第一節  祭祀圈研究的反省 

一、關於研究方向的反省 

台灣民間信仰研究領域中，以祭祀圈為研究對象的單篇論文或學位論文所

在多有，而其研究背景更可溯至日治時期。近幾年來，不少學者對於傳統的祭

祀圈研究提出了極具批判性的討論。如張珣教授在〈祭祀圈研究的反省與後祭

祀圈時代的來臨〉1這一篇論文，就對「祭祀圈」研究有一個完整的歷史回顧

與反省。張珣指出，祭祀圈一詞必須回溯到日治時期岡田謙在台北士林地區的

研究，岡田謙從台北州士林街的各廟宇祭祀活動發現，當地有以小字為基礎的

祭祀範圍，如聚落中的的土地公與媽祖信仰；除此之外，還有含跨更大範圍，

亦即以數個大字為基礎的中元普渡儀式。中元普渡的範圍，同時也標示了一個

事實，那就是漳州人與同安人各有其參與之廟宇，以及由數個大字組成的信仰

組織，而這個組織的涵蓋範圍剛好相當於兩群人個別之通婚範圍，因此岡田謙

提議，欲知台灣村落之祖籍團體或家族團體之特質，需從祭祀範圍入手。2

張珣緊接者討論濁大計劃中採用祭祀圈研究取向的目的，他引用王崧興先

生的說法：濁大計劃之所以重新提出岡田謙的祭祀圈理論，是著眼於彰化平原

因為「番害」與械鬥等歷史因素，造成相同祖籍群的人自成一個村落的聚居模

式，因此無法使用 Skinner的市場理論來進行分區調查，所以改嘗試以岡田謙

所提出「不同祖籍群的人會有自己的祭祀圈」這樣的看法，來進行分區調查。 
                                                 
1 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省與後祭祀圈時代的來臨〉，《國立台灣大學考古人類學刊》

(台北：國立台灣大學人類學系，2002)，58：78-111。 
2 岡田謙著，陳乃綮（譯），〈台灣北部村落之祭祀範圍〉，《台北文物》，9：4（台北市

文獻委員會，1960：12），本文轉引自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省與後祭祀圈時代的來

臨〉，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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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張珣指出，濁大計劃使用祭祀圈概念的目的，不在劃分宗教組織的

地域範圍，而在藉宗教組織（祭祀圈）來劃分祖籍群範圍。並且從王崧興的說

法，可以看出濁大計劃之所以會納入祭祀圈研究應有更大目的，這個目的便是

為了「建立漢人聚落社會史所需要的基礎資料」，不僅是祭祀圈，其他如宗族

之形成、婚姻圈、及其市場系統都是基礎資料，需要互相搭配，才能藉此理解

在某個特定區域內的社會生活如何形成與運作。3張珣以為，這是濁大計劃的

理想，然而這個理想卻始終沒有確切的被落實，後人的研究集中精力在劃分大

大小小的村廟勢力範圍，或宗教活動圈圈，影響所及是漢人宗教研究已經不是

為了重建社會史，而是「宗教為文化象徵或文化觀念之體現」的研究期，易言

之，宗教組織的文化意義與象徵意義竟大過了「重構漢人社會史」初衷，而祭

祀圈研究自濁大計劃之後，也劃地自限成為一種區劃宗教組織範圍的研究。 

張珣的論文更以林美容的祭祀圈研究為對象，指出林美容在祭祀圈與信仰

圈研究的侷限，他認為缺乏歷史長期層面的考察，使得林美容在祭祀圈與信仰

圈研究上有其困境，以致林美容後來一連串的著作偏向民俗方面的研究（武館

曲館之調查），或是以宗教場所為主體的調查（如 1995 年的「巖仔」），或是持

續沿用原有「祭祀圈」、「信仰圈」觀念之調查（如 2001 年關渡媽祖信仰圈）

而無法有所突破。4

不過，就我們的觀察看來，林美容在〈由祭祀圈來看草屯鎮的祭祀組織〉

與〈台灣區域性祭典組織的社會空間與文化意涵〉這兩篇論文中，並非完全如

張珣所批評的「缺乏歷史長期層面的考察」。在〈由祭祀圈來看草屯鎮的祭祀

組織〉5一文中祭祀圈與地方組織等主題的討論上，林美容試圖從「為什麼某

一地域範圍內的居民會形成一個祭祀圈」與「某地域範圍的人群到底有什麼共

同特質，會讓他們結合在一起，形成祭祀圈」的問題意識，來檢視地方社區的

                                                 
3 王崧興，〈台灣漢人社會研究的反思〉，《國立台灣大學考古人類學刊》(台北：國立

台灣大學人類學系，1991)，47：1-11，本文轉引自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省與後祭

祀圈時代的來臨〉，頁 83。 
4 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省與後祭祀圈時代的來臨〉，頁 84。 
5 林美容，〈由祭祀圈來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收入：林美容，《鄉土史與地方史》(台

北：臺原出版社，2000)，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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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到底依據哪些原則運作，而她所提出的「同姓結合」與「水利結合」原則，

也並非沒有從歷史縱深的面向找出某些祭祀範圍的形成原因，可惜的是，歷史

縱深面向的討論只是點到為止，究其原因，可能在於該篇論文的主旨是說明祭

祀圈的內涵和本質，至於祭祀圈共同祭祀的宗教表相以及人群結合的底蘊，與

其他的社會生活有怎樣的關係，不在這篇論文討論的範圍之列。6此外，在 〈台

灣區域性祭典組織的社會空間與文化意涵〉一文中，林美容設計了「跨鄉鎮的

民間信仰祭典組織表」，表格上有一個欄位類別為「族群特色」，內容記錄區域

性祭典組織中主要的祖籍族群、建廟緣起之初的主要祖籍人群，或某一祖籍的

某一姓氏群。同一篇文章更指出，雖然日據時代以後台灣內部閩/客、漳/泉族

群分類意識逐漸消弱，現在的祭典活動未必觀察得到此種族群特色，但族群的

歷史遺跡仍隱然可循。其研究成果顯示，中部地區的福佬客傾向與漳州籍住民

結盟，而且以媽祖、觀音或三山國王為聯合祭祀的對象，北部則見客家與泉州

籍住民結盟現象，並以媽祖崇祀為中心；南部地區漳泉分界並不明顯，區域性

祭典組織有漳泉混雜現象。7顯然林美容試圖用族群特色加以解釋區域性組織

的形成原因，可惜的是，族群成因分析並非該文焦點，所以林美容並沒有就某

些個案進行深入探究。 

因此，筆者認為，林美容論文中關於祭祀圈內涵與本質的研究取向與濁大

計畫的理想固然仍有差距，並不意味以林氏一派為主的研究者即揚棄了濁大計

畫對於祭祀圈研究的初衷與理想，只是在濁大計畫之後的大部分研究者，多半

執著於陳述民間信仰中日益龐大的祭祀組織與複雜的祭祀活動，對於祭祀圈現

象的底蘊，則不若表相的描述深刻翔實，但這不表示該陳述祭祀組織的運作方

式沒有意義，端看研究者如何定位其研究方向。 

然而，張珣教授的論點亦足以使相關的研究者自省，他認為，在表相上人

群依著宗教信仰而呈現出一個空間範圍，研究者可以透過此一空間範圍而找出

背後是因為族群因素、市場因素、宗族因素或地方行政因素使這一群人需要用

                                                 
6林美容，《鄉土史與地方史》，頁 206。 
7林美容，〈台灣區域性祭典組織的社會空間與文化意涵〉，收入：徐正光、林美容編，

《人類學在台灣的發展》(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頁 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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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來團結並聚居。因此宗教應該是結果，而非導因。他指出台灣學界的

祭祀圈研究一直以來只有描述其宗教組織，而未解釋其圈圈範圍造成之因素，

亦即祭祀圈只有「祭祀」沒有圈。8換言之，祭祀圈研究不應只是祭祀範圍的

釐定，更重要的是能否從範圍的表相中找出祭祀範圍底層蘊含的意義。 

因此，我們將以民族學的取向研究「khiam」祭祀圈，我們的研究建立在

兩個方向，第一，首先釐定使用 Khiam作為祭祀組織用語的廟數與分佈地點，

第二，找出這個宗教表相下的民族底蘊，透過田野調查、史料的運用以及空

間分布的疊合，來確定究竟是什麼人、分布於何處、使用這樣的祭祀組織用

語。 
 

二、祭祀圈定義的回顧 

Khiam是一種具有祭祀圈意義的名詞嗎？回答這個問題前，必須先回顧過

去的學者對於祭祀圈所下的定義：岡田謙認為「祭祀圈是共同奉祀一個主神的

民眾所居住之地域」；9施振民提到「祭祀圈是以主神為經而以宗教為活動為緯

建立在地域組織上的模式」；10許嘉明更進一步指出「祭祀圈是指一個以主祭

神為中心，共同舉行祭祀的信徒所屬的地域單位，其成員則以主祭神名義下之

財產所屬的地域範圍內的住民為限」。11而林美容則認為上述的定義尚無法涵

蓋祭祀圈的完整內涵，因此她提出「祭祀圈是為了共神信仰而共同舉行祭祀的

居民所屬的地域單位」。12我們從上述幾位研究者的定義可以歸納出三個與祭

祀圈有關的面向： 

                                                 
8 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省與後祭祀圈時代的來臨〉，頁 99。 
9 此論由岡田謙在 1938年提出，見：岡田謙著，陳乃綮（譯），〈台灣北部村落之祭祀

範圍〉，《台北文物》，9：4（台北市文獻委員會，1960：12），頁 14-29。 
10 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原聚落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集刊》，36（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75），頁 191-208。 
11 許嘉明在 1978年所提出，參考：許嘉明，〈祭祀圈之居於台漢人社會的獨特性〉，《中
華文化復興月刊》，11（6）：頁 59-68；轉引自：林美容，〈由祭祀圈來看草屯鎮的地

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87），頁 58。 
12 林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收入張炎憲、李

筱峰、戴寶村（編），《台灣史論文精選》（上），（台北：玉山社，1996），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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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主祀神或共神信仰 

2. 人：民眾、信徒或居民 

3. 地：一定的地域範圍。 

 

相對於祭祀圈的定義，另一個容易與其混淆的概念即是「信仰圈」，這個

概念主要由林美容所提出，而這個概念的主要實踐場域則是彰化南瑤宮媽祖

會。林美容認為所謂信仰圈，是以某一神明及其分身的信仰為中心之志願性信

徒宗教組織。任何一個地域性的民間信仰，其宗教組織若符合「以一神為中心，

成員資格為志願性，且成員分佈範圍超過該神的地方轄區」的定義，則這個宗

教組織涵蓋的地域範圍就是他的信仰圈13。筆者試從四個方向比較祭祀圈與信

仰圈的差異，從這兩個不同概念的比較，釐清祭祀圈的定義，請見表 1-1： 

 
表 1-1  祭祀圈與信仰圈比較表 

 祭祀圈 信仰圈 

對象 神（單數或複數）或廟（可有可無）神（單數主神） 

範圍 共同祭祀活動共同祭祀組織的人居

住的地方 

跨區域、超聚落的 

1.神明會 

2.集體的聚落性請神活動 

3.公廟性質的分香子廟 

義務性 志願性 活動性質 

對本廟所在地的居民而言屬公的活

動 

對主神所屬的廟的居民以及

神明會組織當地的庄頭廟而

言，屬私人的活動 

強制的 非強制的 廟與居民的聯結力關

係 強調主神或廟的地盤與庇護的領

地，權力所及的範圍。 

強調主神靈力可及的範圍，

而不具有強烈的領地概念。 

   

 

                                                 
13 林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8（台北：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9），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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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祭祀圈的研究上，林美容設定了一些指標來確定祭祀圈的範圍，依序

是：1.建廟或修廟居民共同出資、2.有收丁錢或募捐、3.有頭家爐主、4.有演公

戲、5.有巡境、6.有其他共同的祭祀活動。她認為收丁錢是祭祀圈最明顯的指

標，頭家爐主資格是祭祀圈第二明顯的指標，若再有巡境，和一些與祭祀有關

的共同活動，祭祀圈當然就更明顯。如果沒有共同的祭祀組織，通常也就沒有

共同的祭祀活動，這種情況下，至少要有一個由居民共同鳩資創建或修建的廟

宇，才有祭祀圈可言14。筆者在下一節將從Khiam的運作機制與從冬山鄉定安

宮的例子回答，Khiam是一種具有祭祀圈意義的名詞。 
 

      第二節 Khiam的運作機制 

 
Khiam 祭祀組織的運作方式，涉及到 Khiam 與 tio Khiam 之間的關係，

Khiam是廟祭祀組織的輪祀單位，既然是「輪祀單位」，也就是說一間廟的祭

祀組織會分成好幾個 Khiam，負責輪流舉辦每年的重要祭典（通常在中元普渡

才會彰顯此組織的凝結）。另外，tio Khiam的 tio即「輪到」或「值年」的意

思，假設一間廟的祭祀組織分成甲、乙、丙三個 Khiam，每個 Khiam「輪到」

要舉辦主祀神祭典時，便稱為 tio Khiam，由於這間廟分成三個 Khiam，因此

每個 Khiam以三年輪到一次 tio Khiam負責舉辦重要祭典，假如甲 Khiam於今

年舉辦祭典活動，那麼明年的活動會由乙 Khiam舉辦。請見圖 1-2： 
 

                  圖 1-1  Khiam 祭祀組織輪祀示意圖 

祭典 乙 丙 

甲
 
 
 
 
 

                                                 
14 林美容，〈由祭祀圈來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2

（台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7）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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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冬山鄉定安宮的運作模式為例，這間廟的祭祀圈共分有五個 Khiam，分

別是正月 Khiam、三月 Khiam、七月 Khiam、八月 Khiam 與十月 Khiam，每

年七月八日的中元普渡為 tio Khiam祭典日，每五年一輪負責中元普渡活動，

普渡日當晚選出隔年爐主，以 2002 年為例，該年 tio 正月 Khiam，農曆七月

八日下午一點，定安宮五 Khiam 所有居民均在家戶前設案普渡，但是到了下

午五點之後，除了正月 Khiam的居民必須繼續普渡之外，其餘四個 Khiam（三

月 Khiam、七月 Khiam、八月 Khiam 與十月 Khiam）均可結束普渡，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在五點之後，除了正月 Khiam 的正副爐主與頭家的祭品擺設

於廟埕外，其餘正月 Khiam 居民均在家戶前設棚直到正副爐主祭拜結束，和

僅隔一街咫尺之遙的三月 Khiam與七月 Khiam早早收攤，一派寧靜的模樣呈

現強烈的對比。在當年的普渡活動結束前，廟主任委員與廟方重要幹部（如總

幹事或監察委員）會集結在廟旁廂房，拿著明年中元普渡 tio Khiam 區域（2003

年為八月 Khiam）每一戶的戶長名冊，擲筊前確認名冊的正確性，並且討論是

否排除已遷出居民或基督教信仰居民，納入新遷入之居民，之後才逕行明年中

元普渡頭家爐主的擲筊。定安宮的普渡活動顯示，Khiam 是一個空間邊界明

顯的祭祀組織，在這個邊界明顯的圈界中，同時，值年 Khiam範圍內的居民

基於對鬼的恐懼，以及必須要擔負起全村整年平安的重責大任，慎重地處理

相關的陰間祭典事務，也凸顯了這個祭祀組織的義務性，換句話說，由於 Khiam

的「圈」界明顯，所以 Khiam 具有祭祀「圈」的特性，筆者在蘭陽平原所作

的普查性調查，也是從這樣的特性出發，調查哪些廟使用這個祭祀邊界明顯的

用語作為分攤祭祀義務的組織，而非經由丁口錢等指標來確定。下頁圖 1-2為

定安宮 Khiam的運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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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冬山鄉定安宮 Khiam 祭祀組織輪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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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依田野調查繪製 

第三節 Khiam的語意 
 

Khiam 這個音是否有相對應的漢字？這個漢字具有什麼含意？針對第一

問題，經過筆者普查的結果，宜蘭縣使用 Khiam 作為祭祀組織的廟群，有

用漢字來表示「Khiam」字音的廟數僅五間廟，佔總數 45 間廟的 11%，其

四十間廟均表示不知道「Khiam」是否有漢字，使用漢字與相對應的廟如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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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Khiam」漢字使用廟名表 

使用的漢字 使用 Khiam 漢字的廟宇 所在地 

定安宮 冬山鄉冬山村 

永福宮 冬山鄉太和村 

訓安宮 冬山鄉八寶村 

緘 

正勉堂 五結鄉福興村 

示簽 蘭陽大興振安宮 冬山鄉大興村 

    就廟數比例而言，使用漢字表達「Khiam」的廟數偏低，顯示大多數的廟

無法將「Khiam」的字音對應一個較為「合適」的漢字，或是目前所使用的兩

個漢字並未廣泛流通於這些廟中。至於這兩個漢字的字音與字義，能否凸顯祭

祀圈的特性，或是只是借這兩個漢字表音，筆者試從字典中的解釋與字音對應

的漢字，找出「Khiam」漢字書寫的可靠性與意義。下表先從字音查字著手，
找出在河洛語以及客語字典中是否有相對應的漢字。 

 

（1） 以字音查字 
 

表 1-3 「Khiam」字音漢字對照表 

字典 字音 漢字 出處 

台語字典 Khiam15 緘 徐金松編，《台語字典》，台北：南天書局，1991，頁 134。 

客語辭典 Khiam15 足兼 

 

中原週刊客家文化學術研究會編，《客語辭典》，苗栗：

台灣客家中原週刊社，1992，頁 448。 

 

 

如上表 1-3，從字音的角度而言，在台語字典中，的確找到「Khiam」字

音相對應的漢字為「緘」，顯示四間廟用此字表其音並無不妥，但客語辭典中

的「足兼」從未在宜蘭出現；至於「示簽」字，蘭陽大興振安宮表示此字為他們

自創，筆者查閱的結果，這個字並未出現在台語字典、客語字典或漢語字典中，

顯然蘭陽大興振安宮認為創字表音比借字表音來得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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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漢字查義 
表 1-4 「Khiam」漢字與字義對照表 

漢字 字義 出處 

束篋也 《說文解字》，664 

1. 束篋 
2. 棺旁所以繫縴者 

《新修康熙字典》，1397 

1. 用以結束器物的繩 
2. 縛束、封閉 
3. 閉藏不發 

4. 書函 

《辭源》，1332 

無言之緘默 《台灣漢語辭典》，1163 

緘 

不愛說話的人 《台語正字》，487 

 字典查無此漢字 示簽 

「示」字邊意思是「表示」，竹圍內

有人，有丁有口，竹圍是以前庄內

人聚居之地 

蘭陽大興振安宮自創 

如上表 1-4，從漢字與字義對應的角度來看，「緘」的字義無法彰顯「廟、

聚落與祭祀邊界」的意義，反而是蘭陽大興振安宮自創的漢字「示簽」，其蘊含

的意義不僅符合祭祀圈的特性，也能適切的表現人群邊界的意義
15
。 

由上述的分析，筆者初步得到一個結論，在所有運用 Khiam 的廟中，使

用「Khiam」漢字書寫的廟數僅有五間，佔總數比例甚低，顯示大多數的廟僅

用其音，漢字並未廣泛流通。從漢字的字型而言，「Khiam」的漢字共有「緘」

或「示簽」，前者出現於台語字典中，但其字義無法顯示「Khiam」祭祀圈的特

性，「示簽」字為自創，卻能適切表意，由於大多數的廟並沒有發展出用漢字表

「Khiam」音的書寫方式，為了慎重起見，筆者仍以國際音標「Khiam」作為

該用語的記音符號，並使用此符號貫穿全篇論文。 

 

另外，我們要釐清祭祀圈與 Khiam的關係。Khiam是祭祀圈的一種嗎？

                                                 
15 根據李豐楙教授的指正，「示簽」的左偏旁「示」帶有祭祀意涵，再加上當地的詮釋，

本字雖屬創字，但卻為本文的題目「khiam」字音提供了一個獨具意義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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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邊界明顯嗎？從冬山鄉定安宮的例子顯示，Khiam是一種聚落內宗教事務人

群分類的邊界名詞，這個名詞只會在庄廟（公廟）的祭典活動（通常是中元普

渡）中呈現，平常是鬆散的組織，到了祭典活動舉辦時卻是邊界明顯、嚴謹且

具義務性的組織，所以筆者認為 Khiam是一種具有祭祀圈意含的名詞，它是

一種是祭祀範圍明顯的地方宗教組織具有凝結聚落人群的功能。 

在這一章，我們從張珣〈祭祀圈研究的反省與後祭祀圈時代的來臨〉文章

中談起，針對學界幾十年來對於祭祀圈研究的熱潮與相關的反思作一個簡略的

回顧與討論，範圍從岡田謙關於祭祀範圍的研究，到濁大計畫乃至於林美容後

來所關注的信仰圈研究。基本上，筆者同意張珣對祭祀圈研究的呼籲，Khiam

這個祭祀圈類型的分佈意義與運作規則僅是這個研究所看到的的宗教表相，

理出宗教表相下的的底蘊才是這個研究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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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中曾提到「khiam」這樣的詞彙，雖然這篇文章的主要研究對象並不在

Khiam，不過他曾提到，宜蘭全域慣用「tio Khiam」一詞稱呼當年輪值祭典時

擔任爐主的區域，祭典的權責劃分可分為好幾個區域輪流舉行，這樣的區劃則

稱為「pun Khiam」（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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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假如蘊藏在蘭陽平原 khiam祭祀圈表相下，有如此仍待深入發掘的民族底

相，那麼筆者就從表相與底相兩個方向進行研究，在表相的研究上，筆者以

巨視的觀點找出現今蘭陽平原有使用 Khiam 作為祭祀祭祀圈的表相，這個表

相將以廟數統計、地理分佈與主祀神統計呈現，並行文於第二章，在底相的

研究上，筆者在本文第三章將從清代文獻與日本政府的漢人祖籍調查找出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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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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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平原的客家人，筆者並且進一步的運用宜蘭縣史館族譜室的特藏資料，配合

日治末期宜蘭戶籍資料找出與 khiam詞彙可能有關的詔安客家人分佈，最後將

兩者疊合，試圖由相疊的兩個層次找出 khiam 祭祀圈類型的表相與民族底相

所呈現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說，本研究是以民族學的視角研究祭祀圈。 
 冬山鄉定安宮九十一年中元普渡 
 
 
 

 

冬山鄉定安宮 tio  k

非 tio khiam居民則不

用準備祭品 

 

非 tio khiam居民

則可提早收祭品

hiam居民準備盛大普渡祭品

員山鄉同樂村大眾爺廟九十一年中元普渡 
員山鄉同樂村大眾爺廟 tio  khiam居民準備

盛大普渡祭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