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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媽祖祭祀空間的組合 

當信眾一進入宮廟之中，一定是為著祭拜該宮廟的主神而來，然而在媽祖廟

中，媽祖雖貴為殿內之主角，卻鮮少是單獨存在著的，也就是說，一間廟裡面勢

必除了媽祖這位神祇之外，勢必還會有其他神像的存在，祂的龍虎兩側一定會另

外供奉其他神祇，祂們同樣也接受著當地信眾的崇祀與膜拜，與媽祖一同享受當

地的香火。所以旁祀神或配祀神在宮廟中，應是同樣有著不輸給媽祖的相當重要

之地位，但歷來的研究，卻大多將重點集中在殿內的主神，極少將注意力移至兩

側，實為可惜。 

然在我們傳統的認知上，總認為媽祖的配祀神一定都是千里眼與順風耳，但

是嚴格說來，千里眼與順風耳通常不太接受信眾的直接祭祀，祂們多是立於媽祖

神龕的兩側，作用其實跟劍童、印童的角色差不多，可增加媽祖給予民眾的莊嚴

感，當然該兩者的存在確實是有著歷史與傳說的依據。 

除此之外，筆者更以為不同的族群在建廟後，進一步選擇配祀的神祇上時，

或許會加入地方性的色彩與民族的屬性，抑或將該民族的守護神、鄉土神納入媽

祖的信仰體系之內，從這方面或許可以從旁得知奉祀這間廟的信徒之屬性，進而

對廟來加以分類與歸納。 

第一節  民間信仰中的多神崇拜 

台灣的信仰為何如此多元？有很多難以歸納的系統，通稱其為「民間信仰」

便可一語帶過，但該特色是如何在台灣的宗教界中彰顯其活躍力，以及它如何表

現在媽祖信仰之中，以及這樣的特色如何在各族群中被看待？實是值得深思的話

題，也因為有這樣特色，才讓台灣的信仰更加豐富，更可讓各族群各自表述，也

可讓民眾自己選擇所信奉之神祇，然這樣的選擇是否有其統一性？又或者在今時

今日已然成為一種隨機取樣的模式在進行，從這方面出發不僅可以從舊有的文獻

比對現今的祀神系統，看出今昔之差異，是否族群的邊界還明顯地存在在信仰這

方面？ 

一、台灣民間信仰的特色 

談到台灣民間信仰，一定不免俗的先談到「多神信仰」這樣的概念，這樣的

信仰不同於一般所知的基督教、伊斯蘭教這類的一神教，他們的信徒信奉唯一的

真神，且不提倡崇拜偶像，這些都與民間信仰所呈現給世人的感覺大相逕庭，在

台灣的民間信仰體系之中，各類神祇、各路鬼神都有人祭祀、崇拜，最小可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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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壇、擺案，最大的還可以建寺、蓋廟，其種類之繁多非一般常人所能釐清，且

隨著時代的推移，從古至今，出現了多少新的神祇，這點可以從民眾如何將自然、

萬物、聖賢、鬼怪…等昇華為神來崇祀的過程來探討，這不僅是民間信仰的特色，

更是民間信仰所展現的活力。 

（一）多神信仰 

談到多神信仰（polytheism）之前，筆者想先說明一下所謂的「泛靈信仰

（animism）」，指的是，「相信一個人或一個生物體具有一種可與具體形質分開之

靈魂單元（soul-entity）的存在」，而宗教的產生則是肇始於人們對於大自然與鬼

神的敬畏與懼怕，所以英國的人類學家 E. B. Tylor 於 1872 年在其著作《原始文

化》中，也提出對於宗教的界定，是「神靈（spiritual beings）的信仰」，萬物有

靈論乃是一切宗教的泉源，且其相信泛靈信仰是全人類的共同經驗，包括生命、

死亡、疾惡、睡眠，以及像精神恍惚（ecstasy）等狀態，1所以不論是什麼東西，

哪怕是一塊石頭、一棵古榕、一團火焰…等，用這樣的觀察手法可以推論出與身

體不同的靈魂觀念，然後將這樣的概念應用於萬物，便產生了「萬物有靈論」2，

所以在常民的眼中，萬物可以成為被信仰的對象。 

在這樣的信仰概念下，後續也衍生了更多的神祇，也因此造成了日後的「多

神信仰」，這類的術語可用來描述自然現象的神化，如日、月、星辰、雷電、風、

雲、山、水及樹木…等等，不僅是自然界的神物，連帶著歷史上的聖賢尊者、英

雄人物、孝子烈女…等，都會被人民加以神格化，進而將其入廟祭祀。 

且民間信仰是一種降神的宗教，因此可以滿足民眾通神之願望，而各式各樣

的廟之林立，也象徵著神與人距離的拉近，神並非高高在上不可接近，而是與民

眾常相左右的，因此各類神祇的產生對於信眾而言，是相當頻繁且便利的，在藉

由一些儀式的進行之下，人們可以藉由與神的溝通、交會來實現生命的各種具體

的存在利益，因此神靈這樣的概念對於人來說是無處不在、無所不有的，而民間

信仰就建立在神人的感情交流之上3。 

在這些眾多的神祇類別，其實近現代的學者也對台灣民間信仰的眾多神祇做

了簡單的分類。 

                                                 
1 芮逸夫 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冊‧人類學》（1971。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135 
2 呂大吉 主編《宗教學通論》（2003。台北：恩楷出版社。）頁 444 
3 呂大吉 主編《宗教學通論》（2003。台北：恩楷出版社。）頁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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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台灣神明系統的分類表 
 學者 年代 分類 

1 鈴木清一郎 1934 
自然崇拜 無機界、有機界 
人崇拜 人鬼崇拜、幽鬼崇拜（孤魂） 
器物崇拜 畜舍…等 

2 David Jordan 1972 神明、鬼魂、祖先 

3 阮昌瑞 1982 

自然神 天神、地祇、植物、動物 
物神 器物、築物 

靈魂神 
釋家神佛、道家神明、聖哲英烈、鄉土

神祇、無祀厲神、其他神明 

4 董芳苑 1986 

天神崇拜 天公、南斗星君…等 
地祇崇拜 土地公、地基主…等 
人鬼崇拜 
（亡靈崇拜）

媽祖、、保生大帝…等，地方神、職業

守護神、厲鬼、祖先崇拜 
物神崇拜 自然物神、人造物神 

5 鄭志明 1996 

古代神話中的人物 
通俗小說中的神祇 
自然崇拜中的神祇 
歷代英雄人物 
地方性英雄人物或孝女烈婦 
厲鬼崇拜中的鬼神 
道教信仰的神祇 
佛教信仰的神祇 

6 林美容 1997 

祖先崇拜  
人鬼信仰 祖先以外的死靈鬼魂信仰 
神明信仰 上界神、下界神、草木神 
自然信仰 太陽公、七星娘娘、太歲…等 
巫術信仰 風水、命理、抽籤…等 

7 聶麗麗 2003 

佛教系統的神明 
道教系統的神明 
「經世濟民」的英雄神 
陰魂、怨靈化身的神明 
「修練成精」的動物神 
掌管農業或社會生活的神明 

資料來源：參考自尾原仁美《台灣民間信仰裡對日本人神明的祭祀及其意義》（2007。台北：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碩士論文。） 

從上表可以看出，越是接近現代的分類越是龐雜，已不是簡單的神明、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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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魂這樣的三分法可以解決並將如此眾多的台灣神祇做解釋，且台灣的神明不限

種類，凡是人民覺得有需要祭祀的，皆可將其人格化並加以崇拜，誠屬台灣多神

信仰的特殊顯像。 

（二）儒釋道三教混合 

接續著之前的神明系統分類表，鄭志明與聶麗麗將佛教、道教神明分開來做

討論，但其實台灣民間信仰中的大部分神祇都與儒釋道揉雜在一起，像是明顯屬

於佛教系統的觀音菩薩，卻是民間信仰宮廟中的常見神祇，且許多出自於儒教中

的道德、禮義、忠孝觀念，也常在宮廟的傳說、裝飾藝術上出現，不過雖然如此，

民間信仰受到道教的影響依然最大，但卻無法將民間信仰完全歸納到道教的系統

之內來做單一的討論，因此可將「儒」、「釋」、「道」這三者視為傳統民間信仰上

的三大精神支柱。 

而為何台灣的民間信仰會呈現這樣的混雜現象，或許可以解釋台灣人民在信

仰方面的強大包容力與同化的能力，雖然外來宗教誠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蘭

教…等迥異於漢人文化之宗教信仰，無法像一般的鬼神一樣入廟供信眾膜拜，但

對於本土性較強的神祇，卻能很快的加以吸收並接納，從這點可以清楚地看到台

灣民間信仰揉合儒釋道三教的徹底表現。 

其實從台灣的眾多宮廟中也可看出，其祀奉的神祇絕對不止主神一個，若連

同旁祀、同祀…等一併加入，數量少則四、五個，有時甚至多達數十個，在這些

神明之中，有些是屬於儒釋道的範疇，有時也會供奉其他神明，專看當地的需求

與宮廟的性質。 

（三）有靈驗有拜的現實主義 

「靈驗」這個詞在台灣民間信仰中是很重要的一個詞彙，也可以說是一種非

常吸引信眾的「超自然的能力」，更是攸關於一間廟是否興盛的最主要原因，觀

看這近幾十年來，台灣其實處處可見為求明牌而建立的小祠、小廟，主要都是為

了追求現實並滿足自己的生活慾望而產生的信仰，這更造成了民間信仰中「有靈

驗即興」的現實主義，所以在民間信仰中最受歡迎的神明，並不一定是神格最高、

最尊貴的神祇，反而是會賜「明牌」給信眾的有應公、大眾爺、石頭公等神格較

低的神祇也說不定。 

也就是因為如此，很多人民不會去探討為何此神值得被大家所信仰，更不會

去追究此神的來由及神格之高低位置，但必然一定會關注此神是否靈驗、祈求之

願望是否實現；倘若該神靈無法滿足信徒的需求與慾望，就會揚棄此神而轉去信

奉另外一個神，如此則導致了一種結果，就是「人的需求與神明的數量成正比」，

其實這事實上已與市場的交易行為沒有兩樣，宮廟成了信眾與神明的交易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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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若興則宮廟越蓋越大、信眾越聚越多，反之則該宮廟會日漸式微，信眾會尋

求更為靈驗之神明，因此神與人之間的供需是必須取得一定的平衡，故自然造成

了民間信仰中的多神信仰。 

二、神明功能的無限擴大 

媽祖從很多方面來看，尤其是從神格建構的過程來看，算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例子，為何？主要是因為林默娘本身並沒有驚人功勳標榜其偉大，充其量最剛開

始只是以強調「孝」這樣的道德為出發點；據史實記載，林默娘出生於莆田湄洲

嶼，李俊甫4在《莆陽比事》提到「湄洲女林氏。」，丁伯桂5於《順濟聖妃廟記》

說明「神，莆田湄洲林氏女。」，李丑父6的《靈惠妃廟記》也說到「妃林氏，生

於莆之海上湄洲。」這樣看來，媽祖其實在宋元之際並無很完整的歷史記載，只

能隱約得知其所發起的地區—莆田。 

但自從其成道千年以來，媽祖的生平事蹟不僅被後人補足，家譜也都有很詳

細的說明，甚至其成神前的救人事蹟也一一被緩緩道出，所以越到現代，媽祖的

靈力也被賦予更多的想像空間，媽祖信仰也從湄洲的小祠漸漸地向世界推移，舊

時是隨著漕運、海運、商人、漁民…等進行傳播，現在只要是有華人分佈的地區，

就一定會出現媽祖廟，祂不再只是一個地區的小巫而已，而是以一個「正神」的

姿態展現在世人面前。 

祂更在眾多神祇的之中脫穎而出，不僅僅因為祂是以「女性神祇」的姿態出

現，更令人訝異的是，祂是出現在以「父權」立國的中國封建社會，在重男輕女

的時代中所誕生的一位女性神祇，而媽祖更是接受歷代君主敕封最多次的神祇，

宋徽宗一開始在宣和 5 年（1123）賜「順濟廟額」，期間總共經歷 34 次的加封，

最後一次是清文宗於咸豐 7 年（1857）所做的最後一次敕封，最後底定的名號為

「護國庇民妙靈昭應宏仁普濟福佑群生諴感咸孚顯神贊順垂慈篤祜安瀾利運澤

覃海宇恬波宣惠道流衍慶靖洋錫祉恩周德溥衛漕保泰振武綏疆天后之神」，媽祖

也這樣一路從夫人、妃、天妃，到現在廣為人知的「天后」。 

一路走來，媽祖的神格不僅被提升到極致，連帶著祂所能做的事情也被全面

擴大，下面所指稱的路徑，自然是與其神蹟的顯赫有著明顯的關連。 

地方神（莆田地區）→航海神→商業神→移民神→雨神→醫護神→驅害

                                                 
4 李俊甫為宋代莆田人，是著名的地方史學家，其著作《莆陽比事》記載了莆田、仙游、興化三

縣的史事，內文也有提到關於林默娘的來由。 
5 丁伯桂為南宋時期的莆田人，其著作《順濟聖妃廟記》多記載有關媽祖故事，此書應成於媽祖

被皇帝敕封「順濟」的廟額後，所記述的傳奇故事。 
6 當媽祖在南宋紹熙 3 年（1192）受封為「靈惠妃」之後，隨即便迅速出現了許多聖妃宮或聖妃

廟，而《靈惠妃廟記》則是莆田人李丑父於南宋開慶元年（1259）所做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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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神→養育之神→助戰之神→捨身護民之神→萬能神7 

一開始的地方神也就是莆田地區人民私下的祭祀，接著隨著航海的發達以及

中國東南沿岸人民的大量外移，自然也會將信仰傳播出去；清代往來海上的商

人，會互相結盟成立「行郊」這類的組織，在此這群人也同樣供奉媽祖，不僅保

佑其航海的平安，也期望商業的順利發展。 

談到台灣，勢必一定要談到移民，當漳泉客人從中國移往台灣時，其本身的

信仰也隨之前往，媽祖在當時已經超越了省籍之分，信徒遍佈閩南地區，自然可

以順理成章的成為移民之神；接著後面幾種稱呼，通常與媽祖在台灣各地所顯之

神蹟有關，媽祖在當時從海神晉身為雨神，凡是人民遭遇旱災、蟲害之有關農業

上的天災，都會向媽祖祈求保佑與化解，久而久之，媽祖的稱號又多了好幾種。 

關於「助戰之神」此類的稱呼，筆者認為這該是清朝為了拉攏台灣人心的一

著棋，當台灣發生朱一貴事件之時，朝廷派遣官員來台進行平亂，隨船也奉媽祖

為船頭媽以保佑此趟的安全，而藉著信眾對於媽祖的崇敬，更可鼓舞士氣，加速

亂事的平定，也因為這樣的歷史事件，媽祖也與戰爭結緣，成為幫助清朝統治台

灣的助戰之神。 

其實只要信眾有任何疑難雜症、困惑疑慮、家庭戀情…等，都會向媽祖祈求

保佑，媽祖的功能因此更一再地增加再增加，雖說多出來的功能也有相對應的神

祇可以執行任務，但是當地並不一定會有該神的廟宇，而媽祖既然得到上位者的

敕封，自然身份地位也會跟著水漲船高，因此信徒會隨著自己的需求而將功能強

加在媽祖的身上，久而久之，媽祖也順理成章的接受這些工作。這樣的情形並不

只發生於精神信仰的層面上，甚至連政治的走向、某人的動態，都會有媒體刻意

地加以炒作與媽祖作連結，所以媽祖所觸及的層面可說是全面性的，舉凡只要人

類所會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可歸納到媽祖所管轄的範圍之內，變成一個徹底的

「萬能神」了。 

根據筆者訪談8的資料，以員林鎮南聖宮為例，其是民國 77 年（1988）興建

於南平里，除了平時接受當地信眾們的香火之外，也會在廟內「辦事情」，替村

里裡面的信眾排解困難，雖然主神是為媽祖，但其底下仍配祀有太子爺替祂處理

事情，廟內並不會以媽祖的乩身來為信眾解決困難，媽祖多作為祈求禱告之用，

傾聽信眾的各類煩惱。 

三、分擔職務的旁祀神 

                                                 
7 參考自黃敦厚《台灣媽祖文化語彙全紀錄》（2004。台中：國立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論文。） 
8 根據 2008 年 3 月 27 日與員林鎮南聖宮廟婆的訪談所歸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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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彰化的媽祖廟，只要稍有規模的廟，一定都會有旁祀神的存在，其實不

管廟內所奉祀的主神為何，基於台灣多神信仰的特色，定會出現與主神有關連、

或是與當地民眾關係較為親近的其他神祇，這些旁祀神會與主神做一祭祀的組

合，也會同樣影響著信眾的精神生活，承擔著信徒們對於日常生活的期望，有時

旁祀神若過於靈驗，還會蓋過主神所散發的光芒，像是以台北大稻埕的霞海城隍

廟為例，其前來祈求月老賜姻緣的信眾遍佈全台灣，成為南北地區善男信女祈求

姻緣紅線的心靈管道，儼然超越霞海城隍爺所管轄的地域範圍，從這個案例中，

也可看出旁祀神也有其重要性存在。 

這些神祇的種類高達數十種，幾乎每間廟宇的喜好與搭配都會有所些微的不

同，由於彰化的媽祖廟多屬「角頭廟9」，也就是當地人民的村廟，是較為純粹當

地民眾的信仰中心，因此觀看旁祀神的類型，應該也可端倪出當地人民的宗教信

仰需求，其實這也呼應了前面所提到台灣當地的多神信仰現象。 

表 4-2：神界的行政組織表 

玉皇大帝 

（天公） 

三 官 大 帝

（三界公） 

中央行政神

學務 
文昌帝君 
孚佑帝君（呂洞賓） 

農務 神農大帝 
工務 巧聖先師 
商務 關聖帝君 
醫務 保生大帝 

航務 
水仙尊王 
天上聖母 

娛樂 田都元帥 

驅邪 
托塔李天王 
太子爺 

除疫 王爺、千歲爺 
女藝 七星娘娘 
生育 註生娘娘 

地方行政神
司法神 

城隍爺 
土地公 
青山王 
境主公 
東嶽大帝 

守護神 延平郡王 台灣省 

                                                 
9 「角頭廟」一般所指的是在某一區域（角落）內，是由居民共同建造而代表該區域的公眾廟宇，

而供奉該角頭廟的群眾一般是以「戶」為單位，數量由數十戶到一兩百戶不等，且該人群對於宮

廟的權利與義務很明確，彼此的界線也相當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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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漳聖王 漳籍移民 
廣澤尊王 泉籍移民 
三山國王 粵籍移民 

陰間行政神 地藏王菩薩 

第一殿 秦廣王 
第二殿 楚江王 
第三殿 宋帝王 
第四殿 五官王 
第五殿 閻羅王 
第六殿 卞城王 
第七殿 泰山王 
第八殿 都市王 
第九殿 平等王 
第十殿 輪轉王 

五方大帝 
資料來源：參考自林進源《台灣民間信仰神明大圖鑑》（1996。台北：進源書局。）頁 53 

民間的祠廟所奉祀的神祇種類相當繁多，可說是雜然羅列，看似廟方的創意

組合，但筆者認為，這樣的組合並非隨機組合，一定會有其代表性的意義。不過

雖然旁祀神與主神的配對是如此的多元複雜，但是在神界的組織系統裡，神祇之

間的上下關係並不紊亂，是有邏輯可循的，更可將其比作是人間的社會組織，有

的神祇會有妻妾子女、婢僕的存在，有帝王尊稱的神明甚至還有幕僚部屬的體系

存在，有的廟宇還會有「賓客」這類的神明，這樣看來，其實在神界的世界也是

非常的具有人性的。 

表 4-3：神界社會組織表 

神廟之 
社會組織 

主神

統一神  
行政神  
司法神  
職業神  
雜神  

屬神

家屬神 
神的妻

妾子女 
1. 由好心的信徒呈獻而來 
2. 由歷史或傳說而來 

從祀 
神的部

屬 
1. 神務上的主從關係 
2. 歷史及傳說上的主從關係 

挾祀 
神的婢

妃 

常站立在主神的左右，大都是根據主

神的傳說而來，其存在是為了提高主

神的品味 
有帝號之神祇 劍監、印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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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爺級 劍童、印童 
元帥級 神童、馬丁 
文昌帝君 天聾、地啞 
臨水夫人 左右女娥 

隸祀 
神僕神

工之類 

不屬於某個主神，應是共同屬於各

神，例如各寺廟的神荼、鬱壘，各佛

寺的彌勒、伽藍、韋馱、十八羅漢、

四大金剛等，較偏守護神 

分身 
神的代

理 

主神分成好幾個身之意，是應信徒的

需要而製作的，平常與主神一起供奉

在廟中，神格與主神相近 

客神
同祀 

友神或

幕僚神 
單純是同祀於廟中的神祇，並無從屬

或其他宗教上的關係 
寄祀 來賓 暫時寄居奉祀在寺廟的神祇 

資料來源：參考自林進源《台灣民間信仰神明大圖鑑》（1996。台北：進源書局。）頁 55 

在這裡所提到的同祀，應該就是筆者所說的旁祀，應該只是說法的不同。而

被同祀的緣由，其實不外與寺廟關係者有著密切關連的鄉土神祇，或是深得當地

居民信仰的祭神，抑或是與當地多數居民職業有關的神祇及棄廟的祭神…等，在

此欲著重在鄉土神祇來進行較多的著墨，希望藉此可以觀察出族群之間的細微差

異。 

隨著民間信仰的多元化發展，一般的善男信女已經很難滿足於單一的信仰，

所以許多寺廟在現實需要的考量之下，被奉祀的同祀神越來越多，就身為一個香

客試想，同樣進一間廟，這間廟我可以拜十種神明，另一間廟我卻只能拜三種，

是否會有賺到的感覺，若暫時先將神明的靈驗度擱置不談，為了因應宗教市場的

需求，廟方勢必也要擴大經營，除了神明自己本身職能的增加，在經營者的立場

看來，廟內若供奉越多神祇，也更能吸引更多性質、需求不同的信眾，這何嘗不

是一件美事，在這樣的心態驅使之下，自然就會造成台灣大小寺廟主神與旁祀神

紛然雜陳，進廟祭拜如同進博物館般的豐富之奇特景象。 

第二節  配祀神的職責與造型 

提到媽祖，一定會聯想到千里眼與順風耳，這彷彿是一組固定的模式，而這

兩者的出現，並非信徒自己的突發奇想，而是有著歷史的佐證，兩者不僅有神務

上的主從關係，更有著傳說上的證實。 

一般人對於千里眼、順風耳的印象，除了知道千里眼可以清楚地看到千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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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事物，而順風耳可以清晰聽見千里之外的聲音之外，還可以從廟內的神像來

得知，大多或許是來自《封神演義》上對於祂們樣貌的描述，書中如是云： 

【第八十九回  紂王敲骨剖孕婦】 

一個面如藍靛，眼似金燈。巨口獠牙，身軀偉岸；一個面似瓜皮，

口如血盆，牙如短劍，髮似硃砂，頂生雙角，甚是怪異…。 

【第九十回  子牙捉神荼鬱壘】 

一個面如藍靛腮如燈，一個臉似青松口血盆。一個獠牙凸暴如鋼

劍，一個海下鬍鬚似赤繩。一個方天戟上懸豹尾，一個加鋼板斧似車輪。

一個棋盤山上稱柳鬼，一個得手人間叫高明。10 

這些描述不僅提供了世人對於千里眼與順風耳的想像畫面，同時也提供了雕

刻神像者的文獻依憑，於是廟與傳說兩者互相影響，接著搭配日後與媽祖神話傳

說的結合，就是我們今日所見的千里眼與順風耳。 

清同治 8 年（1869）千里眼、順風耳被朝廷追封為「金將軍」、「柳將軍」，

後人有時也稱其為「金精將軍」與「水精將軍」並加以奉祀，這可說是他們兩者

身份的翻新、官階的躍升與晉身神界的一大轉變，更從舊有的妖怪形象過渡為中

國勇猛、驍勇善戰的將軍形象。 

但是今時今日民間的媽祖廟所奉祀之神像，大都還是以原始、粗獷的外型為

主，並沒有像媽祖一樣，隨著官階的提升而加龍袍、戴鳳冠…等動作，千里眼與

順風耳在造型上全身穿著將軍服裝者甚少，除非是官祀的廟宇才會出現此類的裝

扮，但若是觀察陪侍媽祖遶境、巡視、溫庄的千里眼、順風耳之大神偶造型，則

必然是以官服為其主要的造型，與廟內所設置的造型大相逕庭，這點其實是蠻值

得注意的。 

一、千里眼與順風耳之神話 

坊間有關千里眼和順風耳的傳說甚多，最早對於兩者的描述是將其界定為中

國的鬼怪，祂們的形象描寫也都是偏向粗獷、有力等描述，話說這些故事不僅有

指出祂們的來源、生平，也有更進一步交代其為何會與媽祖產生關連？成妖擾民

之經過，還有被媽祖收服的經過為何？何以成為媽祖麾下的大將？其所扮演的功

能角色為何？這些材料都可以成為千里眼與順風耳的參考依據。 

                                                 
10 ［明］陸西星 撰《封神演義》（1988。台北：東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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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傳說出自於林清標所編之《敕封天后志》（1778），內容深入地描述了

媽祖與兩妖之間的對話與互動，更生動地將媽祖所擁有的神通力、悲天憫人的良

善性格表現出來： 

西北方有二怪，一號順風耳、一號千里眼，出沒為祟，村民苦之，

求治於后，后乃雜跡於女流採摘中，十餘日，方與之遇，彼誤認為民間

女子，將追前，后叱之，遂騰躍而去。一道火光，如車輪飛越，不可方

物。后手中絲絹一拂，霾障蔽空，飛飆捲地，彼乃持鐵俯疾視，后曰：

『敢擲石斧乎？』遂擲不可覆起，因咋舌伏法。越兩載，復出為厲，幻

生變態，乘濤騎沫，滾蕩於浮蕩漾之中。巫覡莫能治，后曰：『江河湖

海，水攸德鍾，彼乘旺相之鄉，須水土方可剋之。』至次年五六月間，

絡繹間治於后，乃演起神咒，林木震號，沙石飛揚，二神躲閃無門，遂

拜伏願皈正教，時后年二十三。 

第二種傳說則來自於《天后聖母事蹟圖誌》11（1892）上冊第十一幅的「演

神咒法降二將」之中，內容說明了媽祖生前懂得運用巫術、五行相剋的道理來降

服兩妖的過程： 

后年二十三，收順風耳、千里眼為將。先二神為祟，西北民間苦之，

求治於后，后曰：『此金水之精，垂旺所鍾，我當以火土剋之。』乃演

咒施法，各無逃遁，輸心投服皈依。 

又另一種傳說為出自於李露露在《華夏諸神‧媽祖卷》對其出現時代的描

述，上推至殷商與周的戰亂時代，可見民間傳說的驚人跨時性，以及其豐富的聯

想能力，竟然可以將北宋才出現的林默娘與商周時期具有超乎常人能力的兩位兄

弟串聯起來，結合成今日所見之神話： 

殷紂王有兩個神武的兄弟，哥哥是高明，眼觀千里，故名千里眼；

弟弟為高覽，耳聽八方，故稱順風耳。當周國和殷國打仗時，周國亂敲

金鼓，順風耳無可奈何，以為無敵兵在前，就大張旗幡。千里眼也沒發

現周兵，周國又在地上灑狗血，運用詛咒巫術消滅兩個人的法力，最後

終於把高明、高覽弄死了。但兩人靈魂未死又遊蕩於桃花山上，興風作

浪、無惡不作，後來經媽祖降妖。高明、高覽看見媽祖美麗動人欲娶她

為妻，彼此鬥法，後來兩兄弟敗北，甘願降為媽祖的男僕，充當助手和

                                                 
11 該書是許葉珍於光緒 18 年（1892）整理匯集成書的，分為上下兩冊，各有 24 幅畫作，所以

一共有 48 幅，繪畫的作者生平為不詳，它是以木版的《天后聖母事蹟圖誌》為基礎加以改編繪

畫而成，內容主要是以描繪媽祖的神話傳奇為主，目前原件收藏於中國歷史博物館，是清代彩色

繪畫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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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衛12。 

上述的三則有關千里眼與順風耳之神話算是坊間對於其認識的大概，除了時

代的跳躍外，也加入了神話的元素，不僅可以增加後人對於兩神的認識，更可以

增加其神力的來源依據，讓信眾可以更加相信其法力無邊，如此而言，媽祖的法

力又在其之上，也更大大地提升了媽祖的靈驗度。 

二、彰化媽祖廟的千里眼與順風耳 

話說千里眼與順風耳為媽祖的當然配祀神，但卻始終無法躍升為主角，主要

是因為媽祖的角色太過於搶眼，因而信眾自然無法將目光專注於其之上，然其實

觀察不同媽祖廟內的千里眼與順風耳，可看出兩者在發展過程中的些微差異，更

可發現各地信眾在詮釋同樣是媽祖配祀神的千里眼與順風耳之形象是否有其特

色？或者這只是媽祖信仰中的一環，是直接被複製過去的。 

表 4-4：千里眼與順風耳之造型介紹 
神祇名稱 千里眼 順風耳 
手持武器 戢（月眉槍） 斧（月眉斧） 
位置 龍邊 虎邊 
顏色 青色 紅色 
姿勢 手高舉至眼 手指耳朵 

彰化媽祖廟內的造像多為中型居多，千里眼多位居龍位，順風耳則多置於虎

邊，這彷彿是一種既定的模式，連手持的武器也大多與一般的媽祖廟相同，千里

眼右手拿戢，姿勢多為左手高舉觀遠，但有時會左右顛倒；然順風耳的兵器是為

斧，另一手則指耳聆聽，從兩尊神祇的表現方式看來，都著重於神力的展現，衣

服也多為輕便的戰袍、批雲帶，除了官祀的鹿港新祖宮身穿官袍之外，其餘的都

還是呈現舊有妖怪的面貌，是以赤腳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 

關於兵器這方面，或許是廟方未詳加考究，有很多宮廟內的千里眼與順風耳

的兵器都被對調，甚至有些是兩者全然被左右對調，根據筆者調查的 74 間媽祖

廟的資料，有 13 間並未有千里眼及順風耳的神祇配祀，這些宮廟都偏向地方性

的村廟，鮮少會有外來的香客會進來參拜，算是較為封閉型的信仰社會型態；再

談到千里眼與順風耳的左右錯置，目前在筆者的調查資料中有香聖宮（田中鎮）、

近天宮（和美鎮）、枋橋頭天門宮（社頭鄉）、慈賢宮（埔鹽鄉）、四聖宮（埔

鹽鄉）這五座媽祖廟；至於兩者手持武器的錯置，同樣也在彰化的媽祖廟中出現，

分別是舜天宮（永靖鄉）、上興宮（秀水鄉）、順天宮（和美鎮）、復興宮（芳

                                                 
12 引用自李露露《華夏諸神‧媽祖卷》（1999。台北：雲龍出版社。）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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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鄉）、福寧宮（員林鎮）、五湖宮（埔心鄉）、朝南宮（埔心鄉）、福安宮（埤

頭鄉）、興安宮（鹿港鎮）、南正宮（彰化市）這 10 間媽祖廟，在這其中不乏

有百年以上的舊廟跟大廟，或許是因為該兩神之地位並不如想像中的被受重視，

所以廟方並無特別注意其歷史、傳說與其造型上應有的裝扮，才會造成這樣的錯

誤情形。 

而面容為了忠實呈現其作為妖怪的本質，並未將其擬人化，而是持續以鬼怪

的造型呈現，除了眉毛、鼻頭、額頭等區塊將其著以金漆來增加其顯貴，整個面

容還是以猙獰、露牙、怒目為重點，然其體型其實跟正常人的比例所差無幾，只

是多強調其胸腔的肋骨，此為鬼怪體型的一大表徵。 

另外，較值得注意的是，在後期的神像藝術方面，匠師對於兩神的造型有了

新的想法，主要是為了因應現代人對於生活層面上的的實質需求，根據筆者所調

查位於社頭鄉的的枋橋頭天門宮中，甚至還出現手持金元寶的現代化造型，脫離

了其降妖除魔、替媽祖婆「觀」與「聽」之主要職責，除了兵器的置換之外，其

餘依舊是承襲兩神將舊有的形象，妖面、戰袍、赤腳…等造型，由此看來，神明

的形象並非一成不變，而是隨著時代的更迭、歷史的改變、人民的需求、工匠的

巧思…等在不斷的變換形象。 

   
圖 4-1：社頭鄉枋橋頭天門宮之千里眼（右）與順風耳（左） 

（筆者攝於 2008 年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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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衣著方面，最特殊的是千里眼與順風耳有出現下半身的戰袍是穿戴有象鼻

造型或虎樣造型之護甲，分別出現於甘澍宮（永靖鄉）、舜天宮（永靖鄉）、天倫

宮（竹塘鄉）、聖玄會媽宮（埔心鄉），這些區域都是彰化福佬客聚集之處，且舜

天宮與天倫宮所在區域更是客家文化較為明顯之村里，這是否與客家的審美觀有

關？實待爭議，但這卻也讓兩神的造型又往另外更多元的層面發展，「虎」與「象」

在人民的觀念中，自古以來便是力量泉源、強盛的象徵，或許在服裝上加入這兩

種元素，可增加信眾對其的莊嚴感也不一定，抑或是在服裝的升級上，可以更加

提升了千里眼與順風耳的神通能力。 

表 4-5：彰化媽祖廟內穿戴虎或象樣護甲的千里眼及順風耳 
媽祖廟 聖玄會媽宮（埔心鄉） 天倫宮（竹塘鄉） 

千里眼 

及 

順風耳 

   

媽祖廟 舜天宮（永靖鄉） 甘澍宮（永靖鄉） 

千里眼 

及 

順風耳 

    
圖片來源：筆者攝影、整理製表 

第三節  旁祀神的民族差異 

殿內的每尊神明都有其功用，除了主神之外，旁祀神也是構成廟內被祭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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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觀看國內的研究、期刊論文…等，卻沒有人對於這一塊

感到興趣，或許大多人認為旁祀神很難帶有族群色彩，又或者其配置很多是沒有

邏輯可言的，但文化不就是如此。 

E.B. Tylor 曾用以下的字句來描述文化的定義： 

Culture or civilization, taken in its wide ethnographic sense, is that 
complex whole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belief, art, morals, law, custom, 
and any other capabilities and habits acquired by man as a member of 
society.13 

Franz Boas 在 1930 的 Anthropology 中也提出其對於文化的描述「文化包括

一社區中所有社會習慣，個人對其生活之社會習慣之反應，及由此決定人類活

動。」14，Raymond Williams 更簡化為 culture is the way of life for an entire 
society15。因為人類的一切行為都攸關著文化給予的影響，這麼看來，只要遇到

「選擇」的這個動作，就不再是毫無邏輯可言，更不是隨機取樣性的點選，背後

其實應該蘊含了一套規則才是。 

一、具有民族屬性的旁祀神 

台灣是個由閩粵移民所組成的社會，其民間信仰、宗教禮俗，乃至風俗習慣，

無一不源自閩粵的家鄉，然談到移民之時，自然會聯想到所謂的「鄉土神」，也

就是早年當第一代離開家鄉時，通常都會迎請家鄉最為威靈顯赫的神明，來做為

其「保護神」，到台灣定居之後，才漸漸的將神祇一一請往磚牆瓦頂的寺廟中奉

祀，否則一剛開始，多是於家中私祀或搭建零時性的茅草屋來做為供奉神明的地

方16。 

所以他們除了將閩南地區的媽祖信仰帶進台灣，也必然帶進更多樣的神祇，

且常民信仰並不是這麼純粹的單一選擇題，誠如前面所提到的多神信仰之特性，

在這一波波的移民潮中，自然也會夾帶著當地較具有族群色彩的文化、飲食、語

言、信仰、…等。 

當這些神祇隨著信徒流轉到台灣，除了可以放在家中奉祀之外，也會想要將

其納入廟的系統，但建造一座廟宇在當時所要耗的人力與物力，有時並非平常人

                                                 
13 E. B.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art, and custom, 1874. 
14 芮逸夫 主編《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十冊‧人類學》（1971。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頁 18。 
15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The sociology of culture, 199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6 宋光宇《宗教與社會》（1995。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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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負擔得起，而且一座廟宇若想要永續發展，必須要先有一群固定的祭祀圈，

才不至於造成日後廟宇的式微。 

只是當其來到台灣後，為何無法為每一個神明建造屬於自己的廟宇？根據筆

者的推想，可能是移民來的人數誠屬有限，而且初到台灣之時，為求溫飽已經要

花掉大部分的心力，自然較難有其他的心力去處理信仰的問題，但人民為了滿足

精神上的需要，只好集合眾人之力，但畢竟大家的能力有限，所以其祭祀群可能

並不足以龐大到可以支撐建一座宮廟來供奉此單一神祇，因此為了因應信眾的需

求與考量群眾的經濟能力，退而求其次，改以比「建廟」較為簡化的「入廟」動

作來替代。 

雖然殿內無法以原有的鄉土神祇來做主神，人民卻同樣可以維持原鄉的信

仰，下表為之前出現過的移民與原鄉神明的關係表，在此提出也可以檢驗彰化平

原的媽祖廟是否有摻入移民的原鄉信仰，或者可否看出移民是否在宗教信仰上留

下歷史的軌跡？ 

表 4-6：清閩粵地區來台移民與原鄉神明信仰關係表 
地區 

信仰神明 案例 
省 府 縣 

福建省

（閩） 

泉州府

安溪縣 清水祖師 
1. 艋舺祖師廟 
2. 三峽祖師廟 

同安縣 保生大帝 
1. 大龍峒保安宮 
2. 彰化慶安宮 

南安縣 廣澤尊王 
1. 鹿港鳳山寺 
2. 台南永華宮 

三邑 
晉江、南安、惠安 

觀音佛祖 
1. 艋舺龍山寺 
2. 鹿港龍山寺 

漳州府 開漳聖王 
1. 彰化慶安宮 
2. 桃園景福宮 

汀州府 定光古佛 
1. 淡水鄞山寺 
2. 彰化定光佛廟 

廣東省

（粵） 
潮州府 三山國王 

1. 新莊廣福宮 
2. 台南國王廟 

資料來源：參考自李長蔚〈永靖與埔心地區三山國王廟宇傳統木構造形式調查（上）〉頁 73 

上表中可明顯的看出漳、泉、客三者的原鄉信仰，主要是因為早期拓墾時，

各地的移民或許會因為原籍的不同而各自信奉不同的鄉土神，在宋光宇17的著作

                                                 
17 宋光宇《宗教與社會》（1995。台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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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提到，不同來源的人群會迎奉不同的神明，像是同安人會尊奉霞海城隍、惠

安人會尊奉青山尊王，所以在今日，我們大約可以憑藉這些寺廟的分佈情形來推

敲昔日的移民聚落的分佈與遷徙的情形。 

但筆者認為，當移民來臺定居的時間一久之後，在地的觀念應會隨著時間的

推移而逐漸地加深，便改以現居地作為認同的目標，也就是現在所謂的「在地化」

認同的產生，因此也有人會認為會由原本不同的原鄉信仰轉變為崇拜相同的神

祇，而在相同的神祇信仰之下，自然會有所謂「祭祀圈」的形成與發展，在這同

時，也直接強化了地緣組織的功能。 

談到屬於地方性的神明，目前的案例大致有清水祖師、開台聖王、開漳聖王、

廣澤尊王、三山國王…等等，祂們都是移民的守護神，多以庇護生民、消除災難

的功能為主，他們的屬性範圍大都為地方性、鄉土性的神明，因此對民間的影響

力也很大18。 

如果把一個神看做地方的神，或祂有時要求祂的信徒的完全的「一神崇拜」

（monolatry），此一事實並不會導向一神論，只會趨向於宗教的特殊神寵論

（particularism），這是由 Max Weber 所提出之理論，將其與鄉土神祇來作一對

照，可看出西方學者對於神與地區結合的特殊觀點。 

集團的神在地理上有聯繫的地方逐漸發展到一個極點，即這個特殊

的社會場所逐漸被看做神的特別神聖的地方。真正的地方神的興起不僅

與永久的居留地有關係，還和其他一些條件有關，它標誌著地方的團體

是具有的政治意味的媒介。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地方的神和祂的崇拜者

團體在這樣一種基礎上達到充分的發展，即具有社團權利的政治團體的

分離，具有獨立的法庭和統治者19。 

上述之言論可以解釋為何神祇可以與移民作一結合？又為何信奉某一神祇

的群眾會自然而然成為與信奉其他神祇的信眾文化迥異，所以當來自中國的移民

帶來原鄉的信仰之後，可以藉由信仰的連結達到族群的凝聚作用，更可以自組為

一團體來鞏固其文化，避免被強勢文化的入侵。 

以彰化的案例來說，來自福建汀州府的移民於清乾隆 26 年（1761）在現今

的彰化市內建造了「定光佛廟20」，主祀「定光古佛」，旁祀神有媽祖、境主公、

福德正神，是為一「人群廟」，也稱「汀州會館」，成為當時凝聚汀州移民的一個

相當重要的場所，隨著時代的推移、人群的移動，此間廟宇成為彰化市內的三級

古蹟，也同樣宣示著汀州移民歷史痕跡的留存。 
                                                 
18 姜義鎮《台灣的鄉土神明》（1995。台北：臺原出版社。）頁 8 
19 韋伯 著，劉援、王予文 譯《宗教社會學》（1993。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 該廟座落於彰化市長樂里光復路 1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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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媽祖與福德正神、註生娘娘 

彰化各地的媽祖廟除了主祀神為媽祖之外，旁祀的神明也會因為各地風土民

情的差異而產生出不同的面向，然綜觀彰化各地媽祖廟，可看見一個非常有趣的

現象，就是「正殿主祀媽祖、兩側旁祀註生娘娘、福德正神21」的搭配組合是為

最普遍、最常見的現象。 

 
圖 4-2：彰化媽祖廟中旁祀福德正神與註生娘娘之宮廟 

就筆者所訪查的案例中，竟高達有 17 筆，這些媽祖廟分別是安德宮（二水

鄉）、至靈聖宮（二林鎮）、天瑤宮（二林鎮）、奠安宮（北斗鎮）、壽安宮（北斗

鎮）、后天宮（竹塘鄉）、廣安宮（竹塘鄉）、興安宮（伸港鄉）、近天宮（和美鎮）、

福海宮（芳苑鄉）、鎮安宮（芳苑鄉）、聖惠宮（花壇鄉）、慈賢宮（埔鹽鄉）、天

                                                 
21 洪長源〈風中的故鄉—濁水溪出海口的大城鄉〉《彰化藝文》春季刊（2007.04。彰化：彰化縣

文化局。）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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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宮（埔鹽鄉）、合興宮（埤頭鄉）、皇聖宮（福興鄉）、寶安宮（線西鄉）。 

這樣的搭配並非沒有邏輯可尋，也更不是一種偶然的出現。 

第一，漢人向來重視傳宗接代，尤其是人群剛移入之時，這群移民才剛落地

尚未茁壯生根，自然需要以增加族群的人口來強盛其勢力，更可為日後的拓墾工

作培植人力，且當時的彰化平原土地廣闊，多為蠻荒待墾之地，自然也沒有現今

的人口壓力，大家當然都是朝向多子多孫的路徑再發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註生娘娘遂成為民間奉祀極為廣泛的熱門女神，該神祇

是主司人間生兒育女之事，是為懷孕、生產與褓幼之神，每年 3 月 20 日為該神

生日，廣大婦女在此時多前祭拜此神，為祈求生子、保胎，還可以替嬰兒討小鞋、

佩長命鎖22。 

   
圖 4-3：花壇鄉聖惠宮的註生娘娘（龍邊）與土地公（虎邊） 

第二，古人極為敬重后土，而與后土做連結的神祇，自然首推福德正神，也

就是我們俗稱的土地公為主，且中國自古是以農立國，所以土地神在農業社會中

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古人還曾云：「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財斯有用」

和「無田不成富」這樣的話，更可想見土地之重要性。 

在台灣的信仰中，土地公是最為普及、親民的神祇，無論是在鄉野林間、村

里內外都可以發現土地公信仰的蹤跡，而且土地公沒有祭拜者身份的限制，也比

一般的神祇更容易為人所接納，甚至增田福太郎還認為台灣民間信仰是以天公、

                                                 
22 宋兆麟《中國民間神像》（1995。台北：漢揚出版社。）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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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公和媽祖為中心而展開的23，這個論點雖然值得考量，但由此卻可看出民間

信仰對土地公是極為推崇的。 

除了上述兩位神祇之外，王爺信仰在台灣沿海地區也是常見信仰，彰化共有

119 座主祀神為王爺或千歲知宮廟，而在彰化的媽祖廟中，其為旁祀神為王爺或

千歲的，大多是座落於大城、埔鹽、竹塘這些鄰近海岸的鄉鎮。 

關於王爺的來源很多樣，民間大部分是將其於與「瘟神」劃上等號，認為王

爺乃是上天所派來之代天巡狩，是負責管理、傳播瘟疫的神明；另一則視其為「英

靈」，像是田中鎮新聖宮的謝安王爺、竹塘鄉省安宮的馬千歲，都是民眾為了感

念其顯靈鎮壓當地之惡靈，因而將其供奉至廟內受人祭祀。 

表 4-7：王爺來源說法一覽表 
學者 分類 王爺之來源 

蔡相煇24 

鄭王 
即鄭成功，此為連橫25為最先提倡，考究神像後認為池王

爺為鄭成功，朱王爺為鄭經，李王爺是為鄭克臧 

亡靈 
曾景來認為王爺即等同於「有應公」，是由人死後所變成的

神祇 

瘟神 
以日本學者前島信及劉萬枝為代表，視其為純粹的瘟神信

仰，認為『王爺』是瘟神崇拜 

折衷 
主其說者為石壽萬先生，認為台灣王爺有兩隻系統，一為

「瘟神」系統及一般瘟神，另一為「三老爺」系統，其中

朱王爺即為鄭成功 
康豹26 厲鬼 提出「王爺」非瘟神而是厲鬼，只是其具有行瘟的能力 
石亦龍27 地方守 指出廣澤尊王、開漳聖王就是王爺之說 

                                                 
23 王健旺《台灣的土地公》（2003。台北：遠足文化。）頁 30 
24 蔡相煇《台灣的王爺與媽祖》（1989。台北：臺原出版社。） 
25 連橫於《台灣通志》中指出：「府志載邑治東安坊，有開山王廟，今圮。按開山王廟所祀之神，

為明招討大將軍延平郡王，即開台之烈祖也。乾隆間，邑人何燦鳩資重建，同治十三年冬十月，

親差大臣沈葆楨與總督李鶴年、巡撫王凱泰將軍文煜合湊，改建專祠，春秋致祭，語在建國紀，

是開山王廟固祀延平也。陳稜之廟在棗定坊新街，面海，曰開山宮，為鄭氏所建，以稜有開臺之

功也，而府志誤為吳真人，且言臺多為漳泉人，以其神醫，建廟特盛。夫吳真人醫者爾，和得當

此開山之號？固知所祀之神，必有大勳勞於台灣也。為台灣所祀之王爺，自都邑以至郊鄙，山瞰

海澨，廟宇巍峨，水旱必告，歲時必禱，尊為一方之神。田夫牧豎，靡敢瀆謾，而其廟或曰王公，

或曰大人，或曰千歲，神像俱雄而毅。其出游也，則曰代天巡狩，而詰其姓名，莫有知者。烏乎

是果何神，而令台人之崇祀至於此極耶？顧吾聞之故老，延平郡王入台後，闢田土、興教養、存

明朔、抗滿人、精忠大義，震曜古金，及亡，民間建廟以祀，而時以歸清，語多避忌，故閃耀其

辭，而以王爺稱。此如花蕊夫人之祀其夫君，而假為梓潼之神也，亡國之痛可以見矣。其言代天

巡狩者，以明室既滅，而王開府東都，禮樂征伐，代行天子之事，故王爺之廟，皆曰代天府，而

尊之為大人、為千歲末敢昌言之也。連橫認為台人崇拜鄭成功，為避免蠻清猜忌而已『王爺』稱

之。」 
26 康豹《臺灣的王爺信仰》（1997。台北：商鼎文化。） 
27 石亦龍《文化人類學辭典》（2002。臺北：恩楷。） 



第四章‧媽祖祭祀空間的組合 

 143

護神 

瘟神 

分為「有名有姓」及「有姓無名」，這類的王爺廟大都與水

上遇難者有關，只要有靈驗就可能轉化為神，此類鬼靈也

就轉化為神了，但過去許多神靈都是由皇帝封賜帝號，所

以民間只好以「王爺」稱之 

黃文博28 

戲神 梨園祖師爺的「西秦王爺」，即唐明皇29 
家神 鄉土性的王爺，稱家鄉名人或自己祖先為神 
英靈 生前有功於世人，死後被尊祀為「王爺」 
鄭王 指明鄭父子三代及鄭成功、鄭經、鄭克臧 

瘟神 
暗訪王爺系 
十二瘟王系：三年王爺、五年王爺 
五瘟使者系：五府大帝、五府千歲 

  總結上述，關於『王爺』其真正的身分，眾說紛紜，無一定論。儘管如此，

亦不 會影響其在人民心目中偉大、靈驗的地位，隨著各種宗教儀式的運作，管

祂是瘟神、是厲鬼、是歷史人物，在常民的心目中，祂永遠都是那麼的重要。 

 

圖 4-4：竹塘鄉省安宮的馬千歲（虎邊） 

                                                 
28 黃文博《台灣民間信仰與儀式》（1997。台北：常民文化。） 
29 唐明皇（玄宗）即位後，先後以姚崇、宋璟為相，開創中國歷史所稱的「開元之治」；昇平盛

世，唐明皇逐以歌舞為樂，於後宮興築戲台，延聘藝人名伶表演，歌舞不墜，曲樂盛極一時，時

稱「梨園」，後人尊其為「梨園開山祖」。然之後安祿山兵入長安，唐明皇讓位於太子李亨（唐肅

宗），轉而亡命西蜀，因西蜀為西秦舊地，民間便以「西秦王爺」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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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王爺信仰卻也在福建一帶盛行，若將其看作是一種移民所帶過來的原鄉信

仰，只是祂不需要有分靈這樣的強制動作，信眾與廟方可以依靠扶鸞、降乩…等

動作來造神，故可以只是純粹概念上的王爺信仰文化的部分移植，更可以在日後

自由添加台灣的在地色彩，不與中國福建沿海一帶的王爺信仰有所交陪。在台灣

的民間信仰體系中，有許多種王爺的組合，最普遍的搭配，誠屬「李、池、吳、

朱、范」這五位千歲，出現的頻率也較其他姓氏王爺為高。 

另外，玄天上帝在彰化平原也是不可或缺的，亦有人稱其為「上帝公」、「北

極大帝」，光是在彰化就有 69 座主祀玄天上帝的宮廟，共遍佈 23 個鄉鎮，由此

可看出玄天上帝信仰在彰化的興盛程度是相當普遍的。 

傳說中玄天上帝原為民間以殺豬為業的屠夫，到晚年自覺殺生太多，於是決

心修道，毅然放下屠刀，隱入深山修身養性，後觀音顯靈點化，必須自切腹肚，

取出五藏在河中洗淨方能得正果。但其丟在河裡的腸胃，在吸收天地精氣後，胃

變成龜、腸變成蛇，自此開始危害世人。後玄天上帝得知即下凡收伏，並向保生

大帝以三十六天將（三十六天罡星）作為抵押，向其借「伏魔北斗七星劍」欲收

服龜蛇。但制服妖孽收後卻發現一收劍龜蛇便會再次作亂，玄天上帝因此迫於無

奈，只好把龜蛇踩在腳下，運用神功壓住，且手握神劍不敢放鬆，所以無法將該

神器歸還予保生大帝，因此三十六天將就歸保生大帝所擁有了。 

上述的傳說所給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而玄天上帝的造型也因此而生，右

手持北斗七星劍、左手印訣指天、赤足、右腳踏蛇、左腳踩龜是其傳統之造型，

然現代之匠師有時為了提升其地位、增加莊嚴感，多將其改造為以帝王之裝扮呈

現於殿堂，舊有的屠夫、坦胸露肚、質樸之造型已少見於廟堂之內，所以造形之

趣味在此也全然盡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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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二林鄉福安宮的玄天上帝（虎邊） 

而玄天上帝為何在彰化，甚至是台灣各地都是如此的普及？其信仰是何時進

駐台灣？ 

傳說明太祖開國與明成祖靖難之役時，都曾得到玄天上帝的庇佑與相助，於

是明皇室便將之奉為明政權的守護神。因此，當鄭成功入台時，也等於是將玄天

信仰帶入台灣並使其在當地生根，且其初到台灣，見安平一帶的地理形勢酷似龜

蛇盤據，有如玄天上帝坐鎮一般，於是便在台灣廣建玄天上帝廟，玄天信仰也在

此時開始茁壯。 

彰化媽祖廟內總計有 9 間有旁祀玄天上帝，算是旁祀神中出現頻率較高的神

祇，而這幾間宮廟分別是舜天宮（永靖鄉）、乾巽宮（永靖鄉）、新聖宮（田中鎮）、

省安宮（竹塘鄉）、天聖宮（竹塘鄉）、五龍宮（秀水鄉）、天聖宮（花壇鄉）、南

聖宮（員林鎮）、福安宮（二林鎮），其中以永靖鄉及竹塘鄉這兩處的出現頻率最

高，筆者根據內政部《全台寺廟名冊》中統計，彰化主祀玄天上帝的宮廟高達

68 間，幾乎各個鄉鎮都可見主祀玄天上帝之宮廟。 

但當媽祖被清政權拱上抬面，並號稱藉著媽祖神力進駐台灣之時，便形成了

一種對峙的局面，故該兩種信仰初期在台灣是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只消後來當

清政權佔領台灣，上位者極力地推崇媽祖，民間也給其「天上聖母」之尊稱，所

以玄天信仰的勢力或許因為政治者的操弄、媽祖勢力的擴張，也逐漸被媽祖信仰

所漸漸取代，雖然今日的玄天信仰不如媽祖信仰如此地蓬勃發展，但其同樣深植

民心，也是相當富有台灣色彩的神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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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彰化各鄉鎮旁祀神之比較 

除了前文所提到比較常見的神祇，也可將其他較具有族群特殊性的神祇抽離

出來討論，希冀可以從這樣的旁祀神祇中看出當地民眾是否還保有最初的族群屬

性，又或者在媽祖信仰這方面，已然被福佬文化完全同化，這是筆者所關注的要

點之一。 

表 4-8 為彰化媽祖廟中所有旁祀神的統計一覽表，除了之前提到的註生娘娘

與福德正神之數量獨占鼇頭之外，另外還羅列出筆者訪查過的 79 間媽祖廟之所

有旁祀神，因有些宮廟的旁祀神不止兩尊，所以也將其打散一併加入討論，然案

例中仍有 7 間媽祖廟並未設置旁祀神，宮廟純粹是以祭拜媽祖為主，故也將其摒

除在外不加以討論。 

旁祀神除了是宮廟中的第二主角，也會因為各地的風土民情不同使然，而各

有各的特色與選擇。 

表 4-8：彰化媽祖廟旁祀神一覽表 
代號 祀神 數量 代號 祀神 數量 

A 註生娘娘 35 O 三山國王 1 
B 福德正神 33 P 巾山國王 3 
C 玄天上帝 9 Q 獨山國王 1 
D 各姓王爺、千歲 8 R 三官大帝 1 
E 五營神將 7 S 田都元帥 1 
F 觀音菩薩 6 T 伽藍主宰 1 
G 文昌帝君 5 U 范謝將軍 1 
H 神農大帝 5 V 張天師 1 
I 關聖帝君 5 W 景王公 1 
J 地藏王菩薩 4 X 開台國聖 1 
K 城隍爺 4 Y 陳姓王公 1 
L 境主公 4 Z 龍王尊神 1 
M 太歲星君 3 AB 張天師 1 
N 中壇元帥 3    

根據上表的符號，可將彰化媽祖廟的配祀神做以下的分類，根據筆者的統

計，總共可分為 36 種旁祀神的搭配類型，因為在筆者訪查的 74 間宮廟中，有 8
間30宮廟沒有旁祀神的資料，故不列入組合統計。 

                                                 
30 該 8 間宮廟分別為天壽宮（田尾鄉）、慈天宮（竹塘鄉）、嘉興宮（芬園鄉）、興安宮（鹿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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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彰化媽祖廟旁祀神組合類型表 
序 類型 數量 比例 序 類型 數量 比例 

1 A+B 15 22.72％ 20 B+D+D+D+D+N 1 1.52％ 

2 A+B+H 1 1.52％ 21 B+E 4 6.06％ 

3 A+B+X+Y 1 1.52％ 22 B+F 2 3.03％ 

4 A+C 1 1.52％ 23 B+H 2 3.03％ 

5 A+D 1 1.52％ 24 B+J 2 3.03％ 

6 A+E 1 1.52％ 25 B+K 2 3.03％ 

7 A+F 2 3.03％ 26 B+P 2 3.03％ 

8 A+F+P 1 1.52％ 27 C+D 3 4.55％ 

9 A+G 1 1.52％ 28 C+N 1 1.52％ 

10 A+H 1 1.52％ 29 C+O 1 1.52％ 

11 A+I 1 1.52％ 30 E+G 1 1.52％ 

12 A+J 1 1.52％ 31 E+M 1 1.52％ 

13 A+K 1 1.52％ 32 F+M 1 1.52％ 

14 A+L 4 6.06％ 33 G+I 3 4.55％ 

15 A+M 1 1.52％ 34 H+Q 1 1.52％ 

16 A+T 1 1.52％ 35 R+Z 1 1.52％ 

17 A+W 1 1.52％ 36 S+C 1 1.52％ 

18 B+C 1 1.52％ 

合計 66  
19 

B+C+I+J+K+N+
U+AB 

1 1.52％ 

表 4-9 顯示了彰化將近 79％的媽祖旁祀神組合類型，其中比例最高的就是

A+B 這一型，佔有 22.72％，但若將第 2、3 種一併加入這個系統內討論，則 A+B
的比例就會高達 25.8％，是彰化媽祖旁祀神比例最高的一種類型；其次則為 A+L
及 B+E，各有 4 間廟是這樣的組合，佔了 6.06％；再來就是 G+I、G+I 這種類型

的組合各有 3 間廟，也各佔了 4.55％。 

上述的這些旁祀神組合，總計已經高達 50％，共佔了筆者所觀察宮廟的一

半，剩餘的 50％，則是由其他神祇各自組合而成，也幾乎都是沒有重複性的為

高，所以從這些排列組合來看，彰化媽祖的旁祀神組合大致上還是沒有基本的固

定模式，是觀看廟方根據需求來決定旁祀之神明，且 4 間宮廟31的旁祀神不只兩

尊，而是以多尊各自供奉在媽祖神龕的兩側，這些宮廟大多是偏向村廟的性質，

                                                                                                                                            
南瑤宮（彰化市）、天后宮（彰化市）、鳳山宮（彰化市）、四聖宮（埔鹽鄉），但裡面有些宮廟內

仍奉祀有其他神祇，但不是以旁祀神的姿態出現，而是以同祀神的身份或廟方會另建宮殿來奉祀

這些神祇。 
31 這 4 間宮廟分別為二水鄉安德宮、員林鎮南聖宮、埔鹽鄉天龍宮、埔鹽鄉天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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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無外來的香客會進廟來參拜。 

拿觀音信仰來說，李長蔚32指出此為泉州三邑的鄉土信仰，另外還指出有清

水祖師、保生大帝、廣澤尊王也是同為泉州人的信仰，但就目前手邊的資料來看，

媽祖的旁祀神並無上述三者，因此無法為其佐證，不過就筆者推測，或許是因為

泉州人在彰化已有相當的能力為該神祇獨立造廟，因此則不將其納入媽祖廟內一

同祭祀。 

表 4-10：彰化泉人鄉土神分佈 
信仰類型 間數 分佈鄉鎮 

觀音信仰 50 間 

彰化市、芬園鄉、花壇鄉、秀水鄉、

鹿港鎮、和美鎮、員林鎮、社頭鄉、

永靖鄉、大村鄉、田中鎮、田尾鄉、

埤頭鄉、竹塘鄉、二林鎮、大城鄉、

芳苑鄉、二水鄉 

清水祖師 11 間 
彰化市、芬園鄉、秀水鄉、福興鄉、

和美鎮、埤頭鄉、竹塘鄉、二林鎮、

大城鄉 

保生大帝 7 間 
彰化市、和美鎮、二林鎮、大城鄉、

芳苑鄉 
廣澤尊王 4 間 鹿港鎮、田中鎮、芳苑鄉 

資料來源：參考自內政部民政司《全國寺廟名冊》（2004。台北：內政部民政司。） 

上表為所歸納出的分佈表，共有 19 個鄉鎮內有主祀這些神祇的宮廟，其分

佈範圍大致上也是與泉州人所聚集之地點大致相同，但若只看觀音信仰這一塊，

以圖像標示，可繪出下面之地圖。 

                                                 
32 李長蔚〈永靖與埔心地區三山國王廟宇傳統木構造形式調查（上）〉《藝術欣賞》2：7（2006.07。

板橋：國立台灣藝術大學。）頁 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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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彰化的觀音信仰分佈圖 

黃色區塊是為鄉鎮內已有主祀觀音的寺廟存在，而紅標則為媽祖廟內旁祀觀

音之宮廟，主要有聖玄會媽宮（埔心鄉）、五湖宮（埔心鄉）、崙雅庄天門宮（社

頭鄉）、復興宮（芳苑鄉）、天和宮（二林鎮）、天倫宮（竹塘鄉）這六間媽祖廟。

照上圖看來，似乎媽祖廟內的旁祀觀音的風氣不甚強勢，然筆者根據田野資料與

文獻大概可以歸納出三點。 

第一，觀音信仰相當普及民間，各家可在自家的祠堂內供奉觀音媽，故不需

要另外建廟來單獨供奉，一樣可以滿足其信仰文化。 

第二，因為觀音寺廟之數量已足夠支撐整個彰化平原的觀音信仰，不需要另

外求助於媽祖系統的支持，故觀音入媽祖廟變成旁祀神的案例並不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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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其實有不少媽祖廟的後殿或廂房會一同奉祀觀音，在此範疇中，就不

算是媽祖的旁祀神，只能算是同祀神的身份來看待，像是彰化南瑤宮、北斗奠安

宮、二林仁和宮、王功福海宮…等大廟，皆會另建造觀音殿來奉其為主神，這也

算是在彰化的媽祖文化與觀音信仰之結合，只是在名義上，該間廟仍是以媽祖作

為主體，主祀神是為「媽祖」，仍稱其為「媽祖廟」。 

 
圖 4-7：竹塘鄉天倫宮的觀音菩薩（龍邊） 

至於廣澤尊王33信仰，其實在媽祖廟中並無旁祀神的案例，而在彰化也只有

4 間廟供奉該神祇，分別是為聖神廟（鹿港鎮）、長安宮（鹿港鎮）、仁德宮（田

中鎮）、龍鳳宮（芳苑鄉），看來該信仰在彰化並不彰顯，也或者是泉州人多為觀

音信仰，自然在該區塊就會相顯式微。 

關於漳州人的保護神首推「開漳聖王34」，閩人奉祀開漳聖王，主要是因為

景仰陳元光率領中原光州十八姓開漳勛績，且其家無數代牧漳，當地居民因為感

念其恩德而祀奉該神，而且本身還具有「開疆拓土」之象徵35，於是當閩人移墾

                                                 
33 廣澤尊王是來自福建泉州之神明，泉州人視其為保護神，因此又稱「保安尊王」，也稱「郭王

公」或「聖王公」，該神祇姓郭名洪福（一說為郭忠福或郭乾），是為清朝泉州南安縣人，因其經

常顯靈紓解民生疾苦，尤其是對保國衛民大有貢獻，於是就奉他為「保安尊王」，而泉州的鳳山

廣泉寺就是廣澤尊王的祖廟，在海外華橋中有很大的影響力，在許多的僑居地也有仿建的廟宇。 
34 陳元光，唐光州固始人，生於高宗顯慶二年（657 年），其父親陳政是唐朝的大將軍，陳元光

年輕時即隨父行軍打仗，後來克紹箕裘，平定南蠻，開闢漳州，建設良多。於景雲二年（711）

在征戰中受傷不治，享年 55 歲，死後被封為「廣濟王」、「威惠聖王」，也是俗稱的「聖王公」。 
35 蔡相煇、吳永猛《台灣民間信仰》（2001。台北：國立空中大學。）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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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時，便尊奉開漳聖王為其鄉土神。 

然在彰化宮廟的紀錄中，也僅只有彰化市有一間廟存在，是為聖王廟36，奇

怪的是，漳州人較為密集的大村鄉、社頭鄉與二水鄉竟然沒有主祀該神的廟宇出

現，而反倒是以媽祖廟作為當地的信仰中心（除大村鄉之外），廟內也無供奉開

漳聖王之蹤跡，其他廟宇則多以玄天上帝、觀音菩薩作為主祀神，因此筆者推斷

可能該地之漳人在信仰這方面較無法彰顯其特色，但社頭鄉的 3 間天門宮之祭祀

群，很明顯的可以道出他們是來自漳州系統的後裔，或許在移民當時已經移轉到

媽祖信仰體系之下。 

再談到屬於客家信仰的三山國王37，彰化平原主祀三山國王的宮廟共有三十

多間，大部分的宮廟集中座落於員林鎮、埔心鄉、永靖鄉、田尾鄉、竹塘鄉一帶，

下圖綠標為參考曾慶國38之研究所點出來的三山國王廟之位址。 

                                                 
36 「聖王廟」又稱「威惠宮」，創建年代為清雍正 11 年（1732），後因為陳周全事件而被毀，於

嘉慶及光緒年間又再重修，是為奉祀開漳聖王陳元光之古廟，也是彰化縣城內漳州人的守護廟，

過去是為漳州人的信仰中心。 
37 三山係指廣東省潮洲府揭陽縣霖田都與黃坑上社相接之巾山、明山、獨山三座山，三山國王

即是此三山之鎮守神，是為自然神被擬人化之神祇，至宋代受到朝廷之賜封後，遂使三山國王成

為潮、梅、惠三州人民之主要信仰。。 
38 參考自曾慶國《彰化縣三山國王廟》（1997。彰化：彰化縣立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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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彰化三山國王廟分佈圖 
資料來源：參考自曾慶國《彰化縣三山國王廟》及田野資料整理製圖 

除了標示三山國王廟之所在地，也標出客籍移民在彰化的分佈地人口稠密程

度，如此對照之下，更可清楚的看出兩者之間的緊密關連度。 

除此之外，圖上所註記的紅標則為媽祖廟內旁祀三山國王信仰之宮廟，總計

有 5 間，分別是永靖鄉的舜天宮，其正殿虎邊祀神為明山國王，竹塘鄉的保安宮，

虎邊祀神是為獨山國王，田尾鄉朝天宮的龍邊祀神則是為巾山國王，還有兩間同

樣位於埔心鄉的五湖宮及朝南宮，裡面同樣也分祀有巾山國王。 

另外，謝英從早期在《永靖—一個彰化平原的鄉鎮社區發展史》中提出客籍

族群（以廣東饒平縣居多）在永靖的人口數中占有 79％之多，曾慶國於《彰化

縣三山國王廟》一書也提出的客裔人口占永靖鄉的 80％，經過十多年後，謝英

從在「2004 福佬客文化節」的座談會中進一步提出永靖鄉鄉民屬於客籍的約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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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的比例，以及張瑞和在《福佬客溯源及福佬化座談會研討手冊》中將永靖鄉

的福佬客籍作一分析，認為其中的廣東客籍占 80％，福建客家約有 10％，歸納

出永靖約有 90％的客籍族群。不難發現身在永靖，周遭擦身而過的鄉民，幾乎

都屬客籍後裔，也就是統稱的「福佬客」39。 

故從這樣的研究資料看來，永靖鄉同為客籍之大宗，但在該地區也同樣設有

4 間媽祖廟，數量並不會亞於三山國王廟，且同樣是為當地的信仰中心，非私家

供奉之家廟，所以可想見該地區的媽祖信仰與客家文化之互動，應該看似風平浪

靜，實則已然深入居民之心中，信眾很難單獨只奉祀一間廟，而是只要與其相近

之廟，都會上前進入祭祀。 

  

圖 4-9：竹塘保安宮獨山國王（虎邊） 圖 4-10：永靖舜天宮明山國王（虎邊）

  
圖 4-11：埔心朝南宮小大王（龍邊） 圖 4-12：埔心五湖宮巾山國王 

（龍邊側殿） 

                                                 
39 余益興《疼惜咱竹子腳》（2005。彰化：彰化縣文化局。）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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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田尾鄉朝天宮的巾山國王（龍邊） 

從以上這五間宮廟選擇三山國王為其旁祀神的行為看來，而不以常見的註生

娘娘與福德正神作為媽祖的旁祀神，應是與當地居民多為客籍後裔有關。然客裔

聚居的埔心鄉與員林鎮，媽祖廟卻未將三山國王入廟，原因可能也與觀音信仰相

同，當地已有相當數量的三山國王廟可供民眾祭祀，便不需要再退而求其次以旁

祀神的姿態出現於媽祖廟中，所以對應這些聚落皆為客家後裔的福佬客所在，因

此做為客家人守護神的三山國王（巾山國王、明山國王、獨山國王）也成為附祀

之神祇。 

綜觀這些旁祀神的種類，有些依照前人的研究著實可以與民族的分佈作一對

照，有些卻像是隨機被媽祖廟所吸收採納，在面對如此龐雜的祀神系統，還要考

慮到文化變遷的因素，擔心是否在時間的進程中，族群邊界在信仰這方面會逐漸

的被消彌，殘存下來的一些跡象也變得極難去判斷，單憑這些微薄的證據，是否

真的可以將其一分為三？ 

因為族群的身份有時是很模糊的，尤其是在經歷過多代的通婚，血緣的純度

通常已經是難以分辨，雖說血緣難以代表整個文化的命脈延續，然而觀看文化這

一區塊，也因為彼此的互通有無、相互學習，甚至是強勢文化入侵、弱勢文化被

同化…等情事一再地發生之下，自然會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持續混亂狀

態，加上彰化長久以來是閩南漳、泉系的據點，自然更加難以將其他兩者的文化

特色完整保存。 

文化與宗教變遷的外在因素—幾乎所有社會都與鄰近的文化和民

族有所接觸，因此，一定有來自外部的影響。一般而言，與其他文化接

觸後所引起的反應具有矛盾性：一方面，陌生的文化具有吸引力，某些

文化要素被採納，但另一方面則要劃清界線。交流與排斥的反應都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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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出現這兩種模式經常同時呈現出來。鄰近的宗教經常具有某些能夠滿

足自己的宗教所無法滿足的需以求要素40。 

只消在宗教信仰這方面，能以明顯的祀神來做客觀的判斷，這是明白可以被

確定的，然後再循著這些軌跡去一一做比對，便可由此歸納出相同的元素，進而

再證明此就是族群的邊界，也變得較有依憑可供人信服。 

彰化媽祖信仰之蓬勃，連帶影響著彰化各族群的信仰文化，福佬人積極參與

媽祖進香活動不說，客家人也因在彰化居住久了，也隨著福佬人熱烈的參與媽祖

活動，隨著祖籍意識的被打破，媽祖因此也成了地區性信仰的代表，整合了不同

族群的特性，同時也廣納了不同祖籍的原鄉信仰。 

從彰化的媽祖廟來看，三山國王的入廟、觀音信仰的結合…等，都代表了各

族群在媽祖信仰下所做的變化與妥協，面對著逐漸消失的傳統信仰，可以依靠著

一些線索來看出原鄉信仰在彰化的變形，旁祀三山國王的組合可以看出該地客家

人的蹤跡，雖說福佬客在文化各方面都已被主流福佬文化所同化，但是舊時傳統

信仰的保留，成為該地追溯源頭的一條線，在媽祖信仰這個大熔爐之下，同時也

包含了各種不同族群對於神祇的要求與配對，主神與旁祀神的各式組合也讓信眾

滿足了在信仰上的堅持。 

                                                 
40 Fritz Stolz 著，根瑟‧馬庫斯 譯《宗教學概論》（2001。台北：國立編譯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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