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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的年節習俗與神話傳說 

──以檳榔嶼華裔族群為主 

 

摘要 

 
馬來西亞華人的年節習俗與神話傳說，結合了在地化生活經驗的實踐，融通

多元種族的文化習俗，也沿襲繼承了傳統，在文化抉擇認同感上是具有革新的適

應性與長遠的價值觀，這項象徵著宇宙歷史永恆的回歸，賦予了每個檳榔嶼華人

經歷一個生命禮俗的「通過儀式」而產生不朽的生命能量。 

 
檳榔嶼鍾靈毓秀，位於馬來西亞北部，享有印度洋上的「綠寶石」和「東方

明珠」稱譽，自 1786 年開埠迄今，具有逾 2 百多年悠久歷史，是馬來西亞第二

大城市，更是擁有華裔族群最多的一個州屬1。以檳榔嶼華人年節習俗與神話傳

說作為一個研究個案，是基於檳榔嶼原初為南渡馬來半島的華人移民定根的橋頭

堡，並且佔全國華人人口比例最多的一個州屬，而且州的主政權一直以來是由華

人所主導。 

 

隨著華裔先民的南遷移居定根，華人年節文化薪火相傳地在異域開枝散葉，

有關華人的年節習俗和神話傳說也就隨著傳統文化的傳播，注入在地新文化元

素，形塑出具有特殊性的檳榔嶼華人年節文化與華人年節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

和傳統習俗。年節習俗和相關神話傳說的傳承，千百年來一直被完整地保留在那

永恆的神聖時空，並且與時並進，衍生出非凡的象徵意義和文化意涵，深深地影

響著檳榔嶼的華人世俗社會。 

 
本論文主題分為三大部分，探討檳榔嶼「華人年節習俗與傳統文化」，專注

於華人年節的一些傳統風俗習慣、文化與宗教祭祀信仰，並結合在地化的生活禮

儀，反映出移民原生情感聯繫的移植，充滿了兆驗和禁忌；「年」的傳說在時間

和空間中所產生的概念與面向、特殊的人日撈生慶祝儀式、新春廟會活動的象徵

意義以及峇峇娘惹的元宵節活動，展現出先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原始思維方式，經

過長期的經驗累積、生活情境體會、人生成長智慧的啟發，以及生命禮俗的通過

儀，詮釋出華人社群文化的認同與文化混生現象。 

 
其次，華人在新春節日中的祈福求財啟智慧的民俗信仰與傳統習俗文化的傳

                                                 
1
 檳榔嶼：又稱檳城、檳城州、或簡稱檳島、檳州，是一個形似龜甲或檳榔的島嶼，面積 295 平

方公里，為馬來西亞第四大島，東隔寬約 3 公里的檳威海峽，與馬來半島一衣帶水，北口扼守馬

六甲海峽，以檳威大橋銜接與半島的陸路交通或是以渡輪作為兩地的交通工具。1786 年被萊特

上校發現後，開埠成為英國殖民地，1941 年 12 月被日本佔領 3 年又 8 個月，至 1945 年 8 月日

本投降後，才結束殖民地歷史。檳榔嶼與馬來半島上的威斯利省，或簡稱威省／北賴(Province 

Wellesley - Seberang Prai)，面積 1031 平方公里，人口約 114 萬，合組成檳榔嶼州，喬治市為檳

榔嶼州的首府，命名是取自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William Frederick)在位期間(1760-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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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關係密切，本文將探討福、祿、壽、喜、財等五福神話傳說的來源與發展，尤

其是檳榔嶼華人最為重視的地域性福德正神廟請火祈願儀式以及五方五土龍神

與唐番地主財神的敬奉，更是充滿著華人對佛、道、民間信仰的神明傳說、神聖

空間特性、象徵意義的崇高想像，以及背後所涉及隱匿性的黨派組織所構成的華

人社會根源，尤其與華人日常生活習俗息息相關。 

 
最後一部分將探討檳榔嶼華人對天公信仰的崇拜，天公信仰是檳榔嶼各籍華

裔社群，尤其是閩南籍福建人士認為天大過年的一個節日，這也是一種原始情懷

的延伸，從原初華人聚集的姓氏橋周姓橋民及天公壇古廟每年盛大的祭拜天公儀

式當中，可以窺視究竟。本論文亦試圖結合臺灣與檳榔嶼華人春節慶典與民間習

俗傳說的世俗經典文化，作互文性的比較，從中區別兩地華人傳統春節慶典儀式

和春節習俗傳說在生活層次條件下的發展。 

 
 

 

關鍵詞：人日撈生、天公信仰、五福信仰、請火儀式、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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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Malaysian Chinese 

New Year customary legends： 

 Based on the local born Chinese of Penang Island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is with great value. It is important to compare with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and customary legends between Taiwan 
and Penang , then it should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ch other.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in Penang intergrated the multi-enthic cultures 
and customs, either to inheritate the traditional, or to create the new local culture 
from the cultural identity.   

 

     Penang Island is established in 1786, which i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with most 

enthic group of Chinese lived. It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rn part of Malaysia Penisula 

and known as “Emerald” or “Pearl of Orient” on the Indian Ocean.  

 

     This thesis is study mainly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Customary 

Legends of Penang Island. The Chinese New Year Culture is moved with the Chinese 

anscestors accordingly and spread widely on the isla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ew 

Year customary legends are dessimanated with new local culture elements which 

added into it, and becomes the unique custom in the region that affected the local born 

Chinese of Penang Island thoroughly. 

 

     The main topic of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ly, to study the 

traditional and re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t is related to various 

traditional customs, cultures and beliefs in religious worship which integrated with the 

local etiquette.  Secondly, to study the God of wealth in folk custom, especially the 

custom legend regarding about the Penang Fu De Zheng Sheng(God of wealth) in 

lightening the ritual fire ceremony. Lastly but no least, to study the Supreme God 

festival in Chew Jetty. 

 

 

 

Keywords: the 7
th

 day of 1st. month of the lunar New Year , Supreme 

God belief, God of wealth, the ritual fire ceremony, latter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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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年節習俗與神話傳說 

──以檳榔嶼華裔族群為主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華人農曆年節活動，歷經悠久的文化累積，隨著氣候的不斷變遷及各項農事

活動的變化發展，而逐漸成為民間社會整體性的民俗活動之一，具有時空進展的

歷史性意義。年節活動的豐富內涵底下，保存了華人族群根據天時氣候和原始農

事的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環境的習慣，而形成了民風民俗或民俗學者口中所稱謂

的「年的週期」（year cycle）。 

 

    華人農曆新春年節文化與西方的聖誕節、陽曆新年元旦一樣，建立起它的文

化情操。農曆元旦，在現實基礎上，自覺地結合了全球華族和其他友族迎新送舊、

去窮除惡、普天同慶的日子。 

 

馬來西亞華人農曆新春年節慶祝儀式，經過多元民族共存的現實生活環境的

長期歷煉與薰陶，自我形塑成獨樹一幟且具有馬來西亞風味的在地文化。華裔族

群的農曆春節(Chinese New Year)與馬來民族的開齋節(Hari Raya Puasa)和印度民

族的屠妖節(Thaipusam)共同並例為馬來西亞三大族群的重要慶典活動之一。 

 

根據《廿四史》中的《漢書》、《梁書》、《晉書》、《隋書》、《唐書》、《新唐書》

等歷史記載，華人初期是因為經濟商業貿易聯繫、和番睦親、宣揚國威，親善外

交及各種原因，陸續前往海外移民或暫時性居留，並在海外作出貢獻，他們大部

份都是朝廷使節和中官一類。 

 

《漢書．志．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就清楚地記載了漢朝與海外國家

經濟商貿的聯繫：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

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

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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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巿明珠、璧流離、

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

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

始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

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

譯使自此還矣。1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亦記載朝廷

使節往海南諸國進行宣化、招徠貿易和宣揚國威的史跡：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

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

其檄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后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

及吳孫權時，遺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

因立記傳。2 

   

《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海南 東夷 西北諸戎》亦提及南洋

一帶的國家包括馬來半島也都有仰慕朝廷帝王天威，而前往中國進行朝貢貿易：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並遺使貢獻。大通元年，其王

使使奉表曰：「揚州閻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凈無雲，

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凈，亦復如是。道俗濟濟，並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

永作舟，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

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貢牙像及塔，並獻沈檀等春數十種。六

年八月，復送菩提國真舍利及畫塔，並獻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遺使奉表曰：「承聖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

佛法興顯，眾僧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

莫不歸服。化領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暫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

各二軀，並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等。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

雜寶、香藥等物。3 

                                                      
1
 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漢書》第二冊，《漢書．志．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頁 755-756。 
2
 〔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海南 東夷 西

北諸戎〉，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頁 543。 
3
 〔唐〕姚思廉撰，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梁書》卷五十四〈列傳第四十八．諸夷．海南 東夷 西

北諸戎〉，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頁 550。李慶新於 2010.10.22 撰著〈廣代廣州貿易與嶺南

經濟社會變遷〉一文中指出，南洋一帶的國家如真臘(柬埔寨)、林邑(越南)、婆利(印度的巴利島)、

盤盤(今馬來半島北部)、丹丹(今馬來半島中部)等十多個國家不斷沿著既定航線與中國進行朝貢



 

3 
 

《新唐書》贊曰： 

 

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天

可汗方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

陀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4  

 

《明史．本紀第六．成祖二》卷六記載： 

 

      夏六月巳卯，中官鄭和帥舟使西洋諸國。5 

 

《明史．本紀第七．成祖三》卷七對明成祖即位之後，在海外宣揚國威的功

績可從「贊曰」中一窺究竟： 

 

  至其季年，威德遐被，西方賓服，受朝命而入貢者殆三十國。幅隕之廣，

遠邁漢、唐。成功駿烈。卓乎盛矣。6 

 

《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卷三百四亦云： 

 

  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里、

滿剌加、渤泥、蘇門答剌、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里、瑣里、

加異勒、阿撥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錫蘭山、喃渤利、彭亨、急蘭丹、忽魯

謨斯、比剌、溜山、孫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兒、沙里灣泥、竹步、

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兒、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

國耗廢亦不。7 

 

    清朝大學士張廷玉所編撰的《明史．鄭和傳》記載了永樂至宣德年間，明朝

國內經濟及建設逐漸復興，明成祖和宣德先後為耀兵異域、宣揚國威，重振昔日

漢唐盛事，同時藉拓展貿易關係，招納朝貢，故派遣三寶太監鄭和前後七次出使

西洋列國，加深明朝和東南亞及東非之間的親善友好外交關係。 

 

    馬來半島因為地理位置及自然現象的氣候關係，是商船來往和原始民族移居

時的必經之地，從史記的記載，清楚記錄了漢以降的歷代帝王屢屢派遣使節前往

                                                                                                                                                        
貿易。可參閱網址：http://eco.guoxue.com/article.php/25326 
4
 〔宋〕歐陽修、宋祁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新唐書》卷二百一十九〈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北狄．契丹．奚．室韋．黑水靺鞨．渤海〉，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頁 4698。 
5〔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本紀第六、成祖二》卷六，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頁 55。 
6〔清〕張廷玉等撰，《明史．本紀第七．成祖三》卷七，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頁 71。  
7〔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卷三百四，北京市：中華書局，2000，

頁 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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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弘揚國威，與諸蠻夷國貢獻貿易，建立邦交關係，彰顯國家之盛勢。因此，

華人從漢唐開始，便陸續經由海路前往南洋一帶經營公務或私職，隨著鄭和下西

洋，到南洋一帶經商或定居者也逐漸增加。 

 

早期的華人移民大部份都是商旅，少部份帶有公職在身，他們多數來自廣

東、福建兩省和江蘇、浙江一帶；由於這些地區人民的方言眾多，因此抵達異域

後為了經濟利益，自然地形成了以方言和地域為主體的社群，結成商幫。在檳榔

嶼地區的商幫組織主要有廣東幫、福建幫、客家幫、潮洲幫、海南幫等等，並且

在幫內以血緣、地緣甚至姓氏緣作為紐帶，成立宗親會、同鄉會和各姓氏公會，

守望相助，同舟共濟。尤其到了十八世紀末，晚清華裔先民更是大量從福建與廣

州沿海一帶往南遷徙流散或是受招募到南洋做苦力(coolie)8，在異邦形成一股不

容忽視的移民動力。 

 

福建閩南籍華裔勞動苦力大批登陸檳榔嶼拓荒時，首先聚集在海墘一帶建立

起姓氏橋靠海吃海，廣東籍華人駐集在喬治市一帶從事金飾手工技藝或是建築界

勞工，而客家人則聚眾在浮羅山背另起爐灶多從事種植業、工匠或礦工，不同的

華人社群區域文化也一併隨著移民浪潮開拓擴散，共同為多元文化社會結構作出

貢獻。華人登陸檳榔嶼後秉承中古六朝時期以來的節慶文化，在中國傳統農曆春

節的生活習俗中，保存了：除夕合家團聚慶團圓、守歲不眠為家中長輩祈福壽、

在三元之日9，過年儀式中的佈新除舊喚起新生命能量；春節糕點和亮麗的顏色

也都被賦予神聖意義和象徵意涵。七元人日撈魚生的飲食文化，象徵著「風生水

起」的理想財富意涵，是適應時代需求而產生的在地化華人春節活動，折射出檳

榔嶼華人盡地利、觀時變的經商頭腦、文化特質、生活心態、生活環境下的審美

情趣和民俗觀念。 

 

在過年禮俗活動中，華人都需要經過一個「儀式過程」(The Ritual Process)10，

                                                      
8苦力(coolie)：歐洲人對亞洲不熟練的勞工或搬運工人，尤其是來自印度或中國移民的輕蔑稱呼。

苦力貿易始於 1840 年代後期，當時受到世界性廢除奴隸運動的影響，造成勞力匱乏，因而苦力

販子主要從中國廈門和澳門南方港口向夏威夷、錫蘭、馬來西亞和加勒比海地區等需要廉價勞動

力的發展中國家運送受契約束縛的勞工。大多數苦力是自願簽約的，而被綁架、誘騙的情況也時

有所聞。從事這種契約苦力交易的都是西方商人。這些勞工等船啟程時皆集中在倉庫裡，上船後

都互相擠壓到船艙中，造成患病和死亡情形不斷出現。中西方政府均未予以重視，中國政府雖曾

對各種形式的移民發布過禁令，可是政府官員並不認真執行。19 世紀末，自由移民才開始取代

苦力貿易。可參考線上《大英百科全書》「苦力」條。 
9
 三元：「元即首，開始之義。陰曆正月初一日，為年、月、日三者之始，謂之三元。」可參閱

王毓榮著，《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1992.6，二刷，頁 16。 
10

 儀式過程(the ritual process)：是蘇格蘭人類學家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1920-1983)根據

Van Gennep 所提出的過渡階段(liminal phase )中模稜兩可狀態裡，邊際角色(liminal entities)被剝

除一切身份象徵之後，等候重新被付予新的身份象徵，即所謂與社會結構關係上的神聖特質時間

的交融(Communitas)關係，這種象徵時間與空間的形式都是在一種閾限與交融、世俗與神聖的模

式下，從原來的舊有形式中隔離出去，通過閾限的門檻，重新聚合並被寄予一定的期望值，通過

儀式就此圓滿結束。可參考 Victor Turner 著，黃劍波、柳博贇譯，《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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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通過一個重要的生命關卡，實踐隨著年齡成長和生命改變時期，所面臨的隔離

(seperation)、過渡(transition)和重新聚合(reincorporation)形式所展現的狀態。邊

際角色(liminal entities)或通過者(passenger)的原有身份在迎新年節習俗的儀式活

動進行中，被剝除抽離，等候被賦予新身份象徵經「通過儀式」(rites de passage)11

的過渡階段成就之後，明確獲得了「結構性」類型的權利與義務，而達到一個更

高、更強和擁有更新能量的境界，使生命獲得重新的評價。「年」的面相的表現，

正是華人社會在集體認同中所經歷的一個通過儀式的整體文化形態，在人文與自

然環境中被賦予一定結構性類型的禮儀準則和義務權利，進入新生命階段而構成

精神內涵中一個被強化的期望值。 

 

五福文化是華人獨特的民間神話與民間故事傳說，隨著時空變化而展現出不

變的因子，在功能性詮釋中包合著巫術思維的互滲律(Law of participation)12、交

感巫術(sympathetic magic)13所產生的接觸律和精神生活上的需求，普遍都可應用

到華人的的宗教信仰活動與日常生活習俗上。檳榔嶼的華人通過在地化的福德正

神請火祈願和天公誕敬拜祝吉等宗教性儀式，反映出華人社會對物質需求、安居

樂業、趨吉避凶的心理渴望和生活品質。華人視三綱五常六藝為天地之常經，而

以交會之處謂之緯的概念，認為五福文化的形成具有追求功名利碌的社會風氣，

如宋真宗〈勵學篇〉所言：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樓，書中自有黃金屋； 

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4 第 2 次印刷，頁

94-109。 
11

 通過儀式(rites de passage)：為荷蘭人類學者．范．根納普(Arnold Kurr-Van Gennep)於 1909 年

所出版的《儀式過程》思想理論。他認為通過儀式是「伴隨著每一次地點、狀況、社會地位，以

及年龄改變而舉行的儀式。」(Rites which accompany every change of place, state, social position and 

age.)所有通過禮儀或「轉換儀式」都有標識性的三個階段：隔離(pre-liminal phase[separation])、

閾限(a liminal phase[transition])與聚合(a post-liminal phase [reincorporation])。通過禮儀式包括：出

生禮、成年禮、婚禮及喪禮。 
12

 互滲律(Law of participation)：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者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  

1857-1939)在其著作《原始思維》(primitive mentality)中，認為人類一般都會使用兩種思維，即源

自原始思維所具有的「神秘屬性思維」和標誌著「文明頭腦」的理性思維。原始思維中的互滲律

是指人與物通過接觸、、亵瀆、感應、佔有等觀念中受到支配的集體表現。在同一時間點上，他

既認為自己是作為一個有生命有意識的個人而實際存在著，卻又同時認為自己是作為一個可以離

開身體而以「幻象」的形式出現的單獨的靈魂而存在著。 
13

 交感巫術(sympathetic magic)：英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和古典者詹姆斯．喬治．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在其著作《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裡提出交感巫術歸結於兩個思想

原則：一是同類相生或果必同因的「相似律」，僅通過模仿就能實現任何想做的事；另一方面是

則是物體一經互相接觸，在中斷實體接觸後還會繼續遠距離的互相作用的「接觸律」或「觸染律」，

即能通過一個物體來對一個人施加影響，兩造之間的行為和結果之間互相存在著某種超自然的神

奇感應，完全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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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兒欲遂平生志，五經勤向窗前讀。  

只要求得功名，財神自然會感應而來，即獲賜予一生享用不盡的榮華富貴。 

    檳榔嶼華人藉由春節的慶祝儀式，完整性地保存著傳統習俗的根源，同時也

維繫了整個華人社會同舟共濟的精神，形成華人在檳榔嶼多元社會結構下生命意

義的重生和更新，並且通過華人春節慶典活動，達到「神用像通，情變所孕，物

以貌求，心以理應」14的對立統一關係。 

 

通過臺灣與檳榔嶼華人春節文化的傳統發展與華人春節民間神話故事與民

間習俗傳說的敘事傳承，可相互進行對話比較。這是一門相當值得扣緊探討和深

入研究的課題，由於檳榔嶼農曆新春佳節的民俗文化和習俗神話故事傳說並沒有

專書論著作專門性深入研究，馬來西亞新一代的華人只有通過前人的口傳敘述

(narrative oral)、民間民俗研究者長期對於華人風俗習慣、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入

微觀察，以及雜誌報刊對春節民俗文化、習俗傳說和民間神話故事的報導，讓模

糊的概念存在於零碎的記憶之中，而缺乏對春節文化、春節神話故事與民間習俗

傳說的整個清晰面貌的瞭解，因此，筆者嘗試探討和深入研究檳榔嶼華裔族群的

春節民俗文化、習俗信仰和神話故事傳說的特質，期望能有效建立起一個屬於在

地華裔族群的春節習俗文化以及春節神話故事傳說的基本資料論述架構，作為拋

磚引玉之用。 

 

二、      研究目的 

 

  馬來西亞是一個由巫、華、印三大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所組成的多元化國

家，各自擁有本身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原貌。華人除了關心國內政事、專注於從事

各種經濟生產，尤為重視本身所帶來的傳統文化習俗，並且希望在多元文化社會

之下，結合當地的風土人情及各族人民不同的生活習俗，再融通華人傳統的風俗

習慣，注入愛國情操，自成特色，塑造出一個為馬來西亞各民族都能一起歡慶的

節慶活動。 

 

根據馬來西亞統計局(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2008 年 6月份第一季

簡報(Statistics Bulletin)公佈馬來西亞人口種族比率概況顯示，馬來西亞全國華族

人口佔 23%，僅次於巫籍或土著的 62%15，檳島市政府(Municipal council of Penang 

                                                      
14

 參見羅立乾注譯，《新譯文心雕龍》卷五〈神思篇二十六〉，臺北：三民，2006，初版六刷，

頁 272。即主體精神與外物接觸時，經過孕育變化所產生出來的情感交應，心發用而為思，是心

與物相互契合、相互呼應的重要表現。 
15

 馬來西亞房屋及人口調查委員會自國家獨立之後，一共進行過四次官方式全國人口及房屋調

查，即從 1963 年開始，每 10 年進行調查一次。普查旨在收集有關人口及房屋方面的數據和資料，

包括年齡、性別、工作、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及房屋單位統計等，有助於政府制定政策，協助低

收入群體以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該委員會主席拿督哈查婉藍娜表示第 5 次的人口及房屋調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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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nd, Malaysia)於 2009 年也頒佈檳榔嶼是擁有華裔公民最多的一個州屬，佔了

全州的 46.5%，為數 678,000 人16。華人農曆春節的舉行，已成為國內各宗教團

體共同認同的非宗教傳統文化習俗慶典活動。事實上，華人慶祝農曆新春，確實

已引進了一些新的被創造的文化元素，使之成為一個屬於在地的傳統文化元素，

這是很值得學者深入探索的。 (【參見附表 001-001】馬來西亞民族的分類表及

【參見附表 001-002】馬來西亞人口種族比率概况〔2008 年第一季〕) 

 

農曆新年的舉行，蘊涵著團聚、慶豐收、感恩的意義。對於馬來西亞華裔佛

教徒和道教徒而言，慶祝農曆春節的主要意義也是在於團聚、感恩、祭祖、孝親

和發揚宗教教義。至於華裔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及其他少數宗教教徒都認為農

曆新春結合了人世間最親密的親情關係、家人團圓及同歡共慶的娛樂功能在一

起；在除夕夜，他們都會由長輩發給晚輩壓歲錢。各宗教團體一致認同和接受華

族農曆春節的慶典活動，是一項難能可貴的新文明移植現象，多元文化融和之下

所創造的傳統習俗改革，以及有異於中國或臺灣的檳榔嶼華人春節習俗文化與神

話故事傳說，展現出民俗傳說，地方區域變異性的特色，這正是撰寫論文的主要

目的和價值所在。 

 

華人移民到檳榔嶼之初，接觸到多元種族如馬來族、淡米爾族、鍚克族、土

生泰國人，還有白皮膚的英國人、土生荷蘭人、土生葡萄牙人等不同族群的生活

風俗習慣，不免會在文化相互交流之下，產生衝突、然後磨合，最後共融，才能

達到和睦共處。華人也會在相合又相棄的矛盾情況下，特別對於自身文化的消融

感到焦慮，一直想保留著自己的文化，作為一個身份的認同以及維持最基本的公

民權益。另外一方面，由於長期耳濡目染，在習以為常的生活和文化接觸經驗上，

不自覺地吸收了異族的生活習俗文化，並在已身所居住的社會生活環境中轉化為

已用。通過這種特殊的生活形態，顯現出華人更加多樣化的文化傳承性，除了保

留自身文化結晶的不被消融，更要從多元種族的生活空間裡，與多元文化相輔相

成，形塑出具有本地色彩的風俗文化。 

 

    基於本文已概述研究動機和研究的目的，藉此希望能展開系統化分析馬來西

亞檳榔嶼華人慶祝農曆春節的內涵特質、實踐的價值性、追溯春節史跡根源、春

節兆驗與禁忌、華人春節習俗文化與民間神話故事傳說，以及華人如何看待農曆

春節對人生的啟示功能。 

 

 

                                                                                                                                                        
於 2010 年展開，。因此本論文的人口統計數字根據 2008 年「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the 

new King is BBB.」所公佈的全國人口調查顯示，馬來西亞總人口有 28,310,000 人，檳榔嶼的總

人口則有 1,313,449 人。 
16

 參考檳州政府網站 penang government official website：http://www.penang.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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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現況、計劃架構與綱領 

 

     一、     研究範圍的界定 

 

（一） 「華人」的定義 

 

「華人」一詞的定義，根據下列資料釋義如下︰ 

 

(1) 因華山為「華」字之源，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近代思想家、古文經學家及

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解釋：「宓犧生成紀，神農產姜

水，黃 帝宅橋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陽起於若水，高辛起於江水，舜居西

城，禹生石紐，是皆梁州之地。觀其帝王所產，而知民奧區，斯為根極。雍

州之地，東南至於華陰而止；梁州之地，東北至於華陽而止；就華山以定限，

名其族土曰華。」17此為「華民」或「華人」一詞之來源。 

 

(2) 海峽華人作家陳省堂先後在新加坡的報章《叻報》(1888)和《星報》(1911)

所發表的多篇作品中，廣泛使用「華人」這個詞，譬如〈重游越南記〉：「……

又有不能已于言，旅越華人之尸位素餐，究亦難辭其咎。」；〈越南風俗論〉

「夫華人之兒孫，何其不幸，一變而為交趾，再變而為法蘭西。……」。18這

詞義在民國清末民初時期，顯然符合「華人是中國人的簡稱」，與「洋人」、

「夷人」等詞對舉。 

 

(3) 黃望青(筆名李秋)，1941 年在新加坡《南洋商報》發表的《論馬華民族屬性

問題》中指出︰「馬來亞華人在此地定居已有長久的歷史，他們應被稱爲「馬

華（即馬來亞華人）」19。作者自我定義了「華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特殊

支脈」，同時又是組成當地社會結構的基幹民族。 

 

(4) 外國人稱中國人爲華人。《周禮政要‧礦政》：「西人之論，咸謂華人采法不

精。」(《中文大辭典》卷 28，中國文化研究所 1968，頁 251)。釋義「華人」

這字眼，是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稱謂，中國人自己並不自稱為華人。 

 

(5) 50 年代後，東南亞英殖民地紛紛獨立自主，已故中國總理周恩來於 1955 年

                                                      
17

 孫中山於 1905.8.20 在日本東京成立同盟會時正式和公開提出中華民國的國號，章太炎則於

1907.7.5《民報》第十五號上，作了一篇〈中華民國解〉的文章，分析和解釋孫中山所提出「中

華民國」的國號。 
18

 葉鍾玲著，《陳省堂文集》，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4 年，頁 36。 
19

 崔貴强著，《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1945 - 1959》，新加坡︰南洋學會，1990，引述李秋

1941 年 4 月在《南洋商報》發表的議論文《論馬華民族屬性問題》，頁 16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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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印尼萬隆會議上，正式宣布中國放棄雙重國籍政策的决定，不再視東南

亞華人為中國海外公民。 

 

(6) 漢族古稱爲華，現亦爲中國人的簡稱。南朝宋謝靈運《辨宗論‧問答附》:

「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

同，其用各異。」唐許渾〈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闕〉詩：「恩沾殘類從歸去，

莫使華人雜犬戎。」明沈德符《野獲編‧佞幸‧滇南異産》：「夷人珍之，不

令華人得售。」《恨海》第七回：「定睛看時，五個是洋人，兩個是華人。」

(《漢語大詞典》卷九，1993，頁 398)。釋義是指「華人」有古今二義，古

義指漢 

族，今義指中國人。 

 

(7) 「中國人」的簡稱。在華僑習慣中稱取得了僑居國國籍或公民權的人。（《國

語活用辭典》，五南圖書 1987，頁 1526）。「華人」被廣義釋義為「中國人」

的簡稱。在形象上被形容為「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者，同時也指原爲

華僑但取得僑居國國籍者。 

 

(8) 中國人的簡稱。亦指已加入或取得了所在國國籍的中國血統的外國公民。

(《辭海》，上海辭書 1979，頁 123)。釋義即指「華人」是中國人及海外華

僑，但取得僑國國籍者。 

 

(9) 中國人。指取得所在國國籍的中國血統的外國公民。(《現代漢語詞典》，商

務 1996，頁 541)。根據這個釋義，「華人」是指在僑居地取得僑居國籍的華

人。《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辭海》和《國語活用詞典》的釋義在新馬

華語的語用實際中，「華人」一詞，不僅是指那些原爲華僑但取得僑居國國

籍者，也包括他們的後裔，但基於新馬政治考量，不能被詮釋為「中國人」

的簡稱。 

 

唐朝魏徵所撰《隋書》云：「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獽、曰俚、曰

獠、曰㐌，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20南北朝的酈道元所

撰《水經注集釋訂譌》也有記載：「自葱嶺于闐之東，敦煌張掖之間，華人来徃

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絶。」21同時期，魏收所撰《魏書》亦曰：

「太守以統之，去敦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22可見華人的稱呼絕

非近代產物，證明「華人」這名詞很早已存在。 

                                                      
20

 〔唐〕魏徵撰，《隨書．列傳第四十七 南蠻》卷八十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930。 
21

 〔南北朝〕酈道元撰，〔清〕汭炳巽注，《水經注集釋訂譌》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3。 
22

 〔南北朝〕魏收撰，《魏書．列傳第八十九》卷一百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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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馬來西亞包括檳榔嶼的各方言群的華人又自稱為「唐人」或「漢人」，

主要是因為漢、唐時期是古代中國政治軍事鼎盛的泱泱大國，開放國際商貿，經

濟繁榮。自唐太宗貞觀開始，即開疆闢土，聲威遠播至中亞、西亞及南海諸國。

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甚至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唐玄宗開元之始，遠近番夷諸國

皆派人朝貢，開展友好外交關係。19 世紀中後期，大量華人遷移海外者，很少

自稱為清人，皆以唐人或漢人的自稱，聚集的社區就稱為「唐人區」，共同經營

交易買賣的街道就稱為「唐人街」，並稱中國為「唐山」。故本文為「馬來西亞華

人」所下的定義，就是指移居定根在馬來西亞的華裔族群，泛指中華民族，包括

現代的中國人和取得馬來西亞國籍，共同擁有源自中國血緣與地緣關係或相近關

係的外國公民，他們被稱為華人(Ethnic Chinese)，亦被稱為唐人或漢人，這是一

個種族概念的區分。 

 

馬來西亞屬於聯邦體制的國家，由東馬來西亞半島的 11 個州屬和西馬來西

亞的 2 個州屬聯合組成。因為涵渉地域範圍太大，故論文對象專注以檳榔嶼華裔

族群為主。檳榔嶼包括檳島與威斯利省兩部份，總面積約有 1,031 平方公里，其

中檳島面積只有 295 平方公里，島的形狀類似龜甲，或似檳榔。在英殖民勢力尚

未進入之前，「檳榔嶼只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島嶼生態系，除了當地生活的土著及

落腳於此的漁民之外，也是來往船隻，補給淡水的地方。23」 

 

遠在 1592 年，英國航海家蘭凱斯特(Lancaster)在其航海日記中記錄曾經抵達

的檳島為「Pulau Pinaon」；相隔 5 年之後，葡萄牙航海家馬諾爾．古丁河提伊利

地亞(Manoel Godingho De Eredia)亦在他的《黃金半島題本》書中繪製了馬來半

島的地圖，稱之為「黃金半島」，並且注明檳榔嶼的位置，根據馬來譯音拼湊成

「Pulau Pinam」；十五世紀明朝的《武備志》也出現了檳榔嶼的記載；1786 年英

國統治下的檳榔嶼被譯為 Penang，中文譯為「庇能」；馬來語謂之「浮羅檳榔」

(Pulau Pinang)；清朝稱之「新埠」或「新州府」；福建閩南話就叫「檳榔士」；廣

東人稱作「檳城」，英人譽為遠東之珍珠（Pearl of the Orient），又譽為遠東之瓌

寶（Gem of the Eastern），或是東方樂園（The Eden of the East），後來的一些文

人雅客更把這塊青葱的綠島讚譽為「東方花園」，或稱為「東方之珠」。中國作家

郁達夫也以檳榔嶼那蕉風椰雨、花踪遍野的美麗景色雅稱為「東方花縣」，其實

這都在彰顯了在不同的時空脈絡底下，檳榔嶼的優美景觀和地理位置。(【附圖

002-001】檳榔嶼是由檳島與威斯利省所組成) 

 

1786 年，英屬東印度公司的法西斯．萊特上尉(Francis Light)以保護吉打州

對抗暹羅和緬甸的海盜猖獗，以及免除吉打州繼續向暹羅朝貢為由，取得檳榔

嶼，從此揭開東南亞拓殖的發展。檳榔嶼就成為英殖民政府鼓勵華人契約勞工移

                                                      
23

 參考高麗珍撰，《馬來西亞檳城地方華人移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

系第十八屆博士論文，2010.6，頁 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E4%B8%96%E7%B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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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地方，並且逐漸發展為北馬區以華人為政權主體的最大城市。榔榔嶼從開闢

初期的約 60 戶華人人口，迅速增長到 2009 年的 678,000 人口，佔檳榔嶼州總人

口的 46.5%。 

 

本論文選擇檳榔嶼華人為主要研究對象，是基於檳榔嶼華人社會的禮俗至今

仍保存著非常傳統的華人傳統文化精神。譬如居住在馬六甲和檳榔嶼的土生華

人，被稱為不同東方語言卻更有東方之心的峇峇與娘惹(baba dan nyonya)，在同

化了的居住環境中，仍然慎重追遠，傳承著華裔先民原有的風俗習慣和傳統文

化，而且對習俗文化的傳承比一般在地華人還講究，反映了華人文化下民族的根

源性與習俗特色。 

 

檳榔嶼華人社會對於古舊的習俗慶典儀式，予以謹慎的維擭和保存得相當完

整，從農曆春節所舉行的一系列盛大慶祝活動中，更可以明顯看出華族對文化習

俗活動的情意根深蒂固，以濃厚的傳統思想意識，隨著時勢的轉換、環境的改變、

政局的更迭、生活願望的落實之後，逐漸廣納百川，融合了在地民風，使農曆春

節形成一個多元社會所能共同慶祝的娛樂性活動節日。 

 

慶祝春節的活動、禮俗、食物、祭品、儀式等整體性的年事，與在地多元社

會環境的事象相互結合，轉化具有在地化色彩的特質，鑄造出革新性本土新文化

的特性。進入農曆十二月下旬，是華族最忙碌的一個月份，在送舊迎新的月份，

華裔族群都會依照華人習俗的具體情况，展現春節最旺盛的一面。三元之始，人

民將會從全年久處於對生計的奔波勞累之中，暫且鬆弛下來，共沾吉慶，除穢納

祥，反映華人對新年所寄予的新期盼。 

 

       (二) 年節習俗與神話傳說的定義 

 

「年節習俗與神話傳說」與華人上古以來的傳統文化和民間習俗及宗教信仰

關係密切。新春年節即指元旦，是中國、臺灣及其他漢字文化圈地區的農曆正月

初一，新春年節是華人社會高度重視的節慶之一。 

 

「年節」為一種民俗節日，通過節慶活動及儀式得以考察一個民族的歷史、

地理風貌、社會形態、心理素質和文化發展，是一種「活化石」的表現形式。西

漢．司馬遷在《史記．本紀．秦始皇本紀》記錄秦始皇於三十七年出游，親巡天

下，周覽遠方，並刻石立文頌揚秦德，文曰：「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
24 

                                                      
24

 參閱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史記．本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癸丑，秦始皇

出游，親巡天下，周覽四方，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

http://ctext.org/shiji/qin-shi-huang-ben-ji/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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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習俗」就是一種風俗習慣，經由歷代社會與集體民眾，在一定環境條

件下不斷傳承下來並相沿成俗的習尚，是一種具有傳承性、社會性和自發性的重

復行為。 

 

本論文討論內容所渉及的新春年節文化「神話傳說」所指意義較為廣泛，凡

渉及新春年節活動中所有相關的習俗傳說、宗教神話、通俗信仰、以及民間故事

的論述都涵括在內。 

 

(一) 新春年節的定義 

 

新春年節俗稱「新年」，是漢族的傳統節日。其定義根據朝代更迭，各有不 

同的釋義： 

 

(1) 追溯新石器時代晚期，堯舜已有類似觀天象、定方位、測時間的春節活動， 

但未具規模。根據《史記．曆書》記載：「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

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25以觀象授時來確定四季。《尚書．

堯典》亦有記載四仲中星的歲時劃分，並與時祭祀。這是新春年節的萌芽階

段。 

 

(2) 《爾雅．釋天》曰：「夏曰歲，商曰祀，商曰年，唐虞曰載。」26古時，歲

首的時間並不相同，如夏朝歲首與今相同，而商朝則定在農曆十二月，周朝

改定在農曆十一月，至於秦與漢初規定在農曆十月。根據蔡沈(1167-1230)

所著《書經集傳》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

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27此釋義上古開

國帝王，必先建立正朔，以正月來代表一年之計的開始。故曆日的决定為春

節過年舉行祭神、祭祖，以及農業慶祝活動的形成提供了必備前提。 

 

(3) 節日定名與節期的形成和確定乃始於漢魏時期。漢武帝大初元年採用「太初

曆」，規定以孟春正月為歲首。《論衡》、《四民月令》、《風俗通義》、《西京雜

記》皆有記載東漢歲時節慶的文獻資料。春節正日，根據繆啟愉所著《四民

月令輯釋》云：「正月之旦，謂之正日」28正日又稱歲首，正月旦，即正月初

一。漢朝利用歲首年節溝通家族和鄉鄰關係，以及整合社會基層的社會關

                                                      
25

 [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等注，《史記三家注．曆書第四》卷二十六，中國古籍鐘錄

[http://guji.artx.cn/] 
26

 參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先秦兩漢：經典文獻：字書類《爾雅．釋天》，

http://ctext.org/er-ya/shi-tian/zh 
27

 招祥麒著〈王夫之《春秋稗疏．春王正月》考〉，李雄溪、郭鵬飛、陳遠止主編，《耕耨集：

漢語與經典論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7.11，第 1 版，頁 78-82-。 
28

 繆啟愉著，《四民月令輯釋》，農業出版社，198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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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冬至》記載：「冬至始，人主與群臣左右從樂

五日，天下之眾，亦家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禮」29，這是官方春節新年

休假的最早記錄。 

 

(4) 隋唐時代，天下，經文化繁榮昌盛，傳統歲時節日發展成熟。百節年為首，

春節元日朝會在帝京成曠代盛舉，禮制嚴厲，春節一直慶祝到正月十五元宵

夜才算結束。30 

 

(5) 宋代以降除了沿襲漢唐春節元旦舉行朝會團拜之外，除夕還「備迎神春花供

物，以祈新歲之安」
31
。「正月朔日，謂之元旦，俗呼為新年。一歲節序，此

為之首。」32朝廷還規定，免收公私房租，三天時間內，允許百姓從事賭博

活動等33。初一至十五都是農曆春節的歡慶日子。 

 

(6) 【明】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第二十卷記載：「正月朔日，官府望闕遙賀，

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共往來交慶」；明代重視除夕守歲，元旦朝賀、拜年

賀歲。34  

 

(7) 清代放過開門炮，就是拜年，春節拜年時間一般不得超過初十，過了初十就

顯得對親友有待慢之嫌。正月初一到初三是一個年節的時間段落。
35
 

 

(8) 民國時期，政府將農曆新年歲首日用「春節」來取代。36 

 

(9) 中國的「春節法定假日」為農曆正月初一至初三一連三天。學生春節假期包

含在寒假中。 

 

(10)  香港的「春節法定假日」基本上與中國內地一樣，如適逢星期日，則將農 

 曆年初一之前一日亦列入假期。而學生亦約有一個星期的休假。 

 

(11) 馬來西亞法定春假日期為正月初一及初二，除了華人佔少數的登嘉樓  

(Trengganu)與吉蘭丹(Kelantan)二州只享有一天春假。 

 

                                                      
29

 參閱國學網：中國歷代基本典籍庫─隋唐五代卷《太平御覽》卷二十八，

http://www.guoxue.com/wenxian/leishu/0028.htm 
30

 可參閱鍾敬文主編，《中國民俗史．隋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第 1 版，頁 197-213。 
31

 《家禮》附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32

 《夢梁錄．正月》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 
33

 參考鍾敬文主編，《中國民俗史．宋遼金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第 1 版，頁 217-218。 
34

 鍾敬文主編，《中國民俗史．明清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第 1 版，頁 284-285。 
35

 顧祿著，《清嘉錄》卷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7-8 及頁 20。 
36

 鍾敬文，《中國民俗史．民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第 1 版，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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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話的定義 

 

中國並無「神話」這一術語，是借用日本學者把西方所用的 Myth 譯為神話

而來的37。「神話」一詞在中國，最早由中國著名學者梁啟超38在 1902 年的《新

史學》系列的〈歷史與人種之關係〉一文中提出39，翌年即由蔣觀雲40在其著作

〈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中引入「神話」這一概念。41
 

 

神話，產生於生產力低下的環境中，人類的原始先祖把自然界賦予與自己一

般具有知覺和感情，以及具有活動生命力，通過原始人類的原始思維把自然界的

一切景象和社會生活上的一切習慣加以形象化和人格化，幻化出表像感性的神話

根源，它充滿了歷史與想像、神聖與世俗、真實與虛構、常性與非常性。由於神

話在不同的學科領域語境裡，所要表達的含義都不盡相同，因此，定義也就根據

不同的專科研究者而有不同的價值判斷。 

 

瑞士心理學家卡爾．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7.26-1961.6.6)

認為神話是集體無意識心的投射，是人類祖先幾千年來經驗的積累所形成的一種

遺傳傾向，通過夢、幻覺、幻想、神經症中無意識地表現出來，並且充滿神的形

象。42 

 

波蘭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4.7-1942.5.16)相

信神話是人類文明重要的組成部分。他認為神話不是聊以消遣的故事，而是積極

努力的力量；它不是理性解釋或藝術幻想，而是原始信仰與道德智慧的實用憲

章。它以神聖的故事存在於原始人的儀式和道德中，並約束著原始人的信仰和行

為。43 

                                                      
37

 神話：英語 myth，是指想象的或虛構的故事；希臘詞源 mythos，是指情節，敘述結構或敘事。

現在所引用「神話」一詞，通常是關於神祇和英雄的故事與傳說。 
38

 梁啟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任甫，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 廣東新會人，中

國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動家、學者、政治評論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 
39

 「希臘古代之神話鄉力其神名及其祭禮，無一不自亞西里亞，腓尼西亞而來。」參閱梁啟超

著，《梁啟超史學論著西種》，湖南：岳麓書社，1985，頁 255。 
40

 蔣觀雲(1866-1929)：名智由，原名國亮，字觀雲、星儕、心齋，號因明子。浙江諸東滸山人。

早年就讀於杭州紫陽書院，能詩善文，工書法。與黃遵憲、夏曾佑被梁啟超並稱為「近世詩界三

傑」。 
41

 蔣觀雲採用梁啟超的「神話」一詞，在其文章中寫道：「一國之神話與一國之歷史，皆於人心

上有莫大之影響。」他認為神話之事，世界文明多以為荒誕而不足道，然他則是以中國古代「文

以載道」的觀點來看待神話。可參考 1903 年，蔣觀雲主編，《新民叢報》（日本橫濱）第 36 號上，

〈神話．歷史養成之人物〉一文。 
42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瑞士著名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分析心理學始創者。他發現「原

型」(archetype)是人類在集體潛意識中不分地域與文化的共同象徵(symbols)。可參考榮格著；成

窈、王作虹譯《分析心理學的理論與實踐》(Analytical psychology its theory and practice)，北京，

三聯書店，1991。 
43

 馬林諾夫斯基(1884.4.7-1942.5.16)：建構以客觀民族誌記載田野調查研究成果的方式，並開創



 

15 
 

加拿大文學批評家兼比較神話學理論家諾思洛普．弗萊(Herman Northrop 

Frye, 1912 -1991)44，則把一個社會的口頭文化中較為重要的故事類型稱為神話，

並認為神話和民間故事(folk tale)是有所關聯的，而傳說((legend)也屬於此類

型。45「神話和傳說之間的差異性在於權威性和社會功能，而不在於結構。……

人們接受了關於神祇的故事大多屬於神話而非民間故事……」46，諾思洛普．弗

萊認為神話和傳說區別往往在於神聖與世俗二者之間的不等同，因為很多故事可

能是神話的，但卻不一定是「神聖的」(sacred)。 

 

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 Riftin, Boris Lyvovich,1932-)47在界定神話的術語時認

為，宗教神話與原始神話和古代神話是有區別性的。他詳細地提出「神話」的主

要特點時指出，神話描述特定的時間範圍，但並非歷史時間，如創世、史前時代。

神話時代的宇宙處於混沌時期，人可以隨意變形，可以上天入地，沒有生老和病

死，而且神話具有推究原因的功能(etiology function)，用來解釋基本概念的來源，

如描述渾沌(chaos)如何變化成具有秩序規律的宇宙(cosmos)，萬靈的起源以及山

川、河流、地勢的形成，以及解釋萬物、祭典和儀式來源或特點。神話與原始崇

拜、原始祭祀及儀式有密切關係，因此具有獻給神(sacred)的神聖性和特性，在

原始社會中具有神秘功能，得遵守各種禁忌，不能隨便講，必須選擇在特定時間、

地點或由特定人物敘述向特定人選講述。如祭司或頭目或老人在成年禮上或狩獵

季節中講述。 

 

李福清也指出神話分為兩類：(一)較原始神話中的人物多半是動物或是文化

英雄，如鳶鳥是泰雅族的祖先；(二)較先進的古文明族神話敘述人物祖先是各種

神明或是各類動物或是半人半動物的化身，如半人半蛇的伏犠、女媧；因此神話

具有特殊的人物英雄角色，如創世者或部落祖先，或是具有文化英雄的特點，如

神農嘗百草、伏羲造魚網等。它隨時空、社會文化型態的改變，加上宗教信仰的

                                                                                                                                                        
最早的社會人類學課程。可參考馬林諾夫斯基著，朱岑樓譯，《巫術、科學與宗教》(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臺北：協志出版社，1989。 
44

 諾思洛普．弗萊(Herman Northrop Frye, 1912.7.14 -1991.1.23)：出生於多倫多的安大略省，其

文學批評理論著作具有深遠影響。先後就讀於多倫多大學、多倫多伊曼紐爾學院及牛津默頓

(Merton)學院，在維多利亞學院任教職，終其一生；亦曾在美國多所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著重論

述文學批評中的不同流派及其模式，並強調各種象徵性原型重複出現於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意義，

同時亦強調文學(literature))中存在人類群體神話(group myths)的必然性，以及對於文學上的各種

象徵(symbols)、各種風格(genres)和文學批評(criticism)進行系統分類(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的重

要性。 
45

 參考〔加〕諾思洛普．弗萊著，孟祥春譯，《世俗的經典：傳奇故事結構研究》(the Secular Scripture: 

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Romance)，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2，第 1 版，

頁 007。 
46

 參考〔加〕諾思洛普．弗萊著，孟祥春譯，《世俗的經典：傳奇故事結構研究》，頁 009。 
47

 〔俄〕李福清( Riftin, Boris Lyvovich,1932-)：蘇聨科學院通訊院士。生於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

一個職員家庭。致力於中國神話、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的研究，對中國當代文學也頗為關注，研究

範圍相當廣泛，迄今已用俄、中、日、韓、英、德、越等語言發表 200 餘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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糅雜其中，形成民間神話或宗教神話。48  

 

俗文學研究者高國藩49更提出構成神話的三個條件：(一)必須是真正的人類

孩童時代的口傳作品；(二)必須是人類早期真正不自覺的口傳作品；(三) 必須是

人類在生產力極不發達的社會早期，不能征服與支配自然力時產生的關於神的故

事。50
 

 

王教廉教授51以簡單而具體地為神話定義： 

 

神話是古代民眾以超自然性威靈的意志活動為底基而對於周圍自然界及

人文界諸事象所做的解釋或說明的故事。52 

 

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教授葉舒憲則體認到，「神話」蘊涵著人類

生存的智慧，它對人類行為具有一種生態示範作用。53而另一名研究神話學與民

俗文化學的中國學者田兆元亦認為54，「神話」是以故事為核心的敘述超越現實的

件而又企圖影響現實的象徵體系。他指出神話具有由人口述的敘事性；想像與象

徵下神話思維中，主體與客體、事物與敘述、空間與時間等渾然難分；以及充斥

著各種各樣相互矛盾對立的因素，譬如神話故事中普遍存在著「禁忌」母題等等

重要的特徵。
55
 

 

                                                      
48

 參考（俄）李福清(B. Riftin)著，《神話與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增定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2，第 1 版，頁 26-32。文中李福清認為神話以故事型態敘述內容情節講

述英雄為全人類、全部落、全民族所做的事，如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話具有用反面證據來

解釋情況的邏輯特點。如布農神話描述從前男人有月事，女人卻沒有，因狩獵不便而與女人交換。

神話更具有特殊結構及特殊情節，(1)故事戲劇化；(2)加入母題，如造物者創世的描寫；(3)象徵

性的倒置，如描寫從青蛙肚子取水，是基於青蛙吸盡所有水為開端；(4)反否定的平行描寫，如

一人作好事，另一人模倣，則效果相反；(5)階梯式的描述，即描寫人如何先得到工具再創功績

的敘述；(6)換喻(metonymy)及隱喻的轉化，即神話母題謂詞用在各種代碼，如情節的開展先描

寫神話人物的飢餓(食物代碼)，然後是性交淫欲(性代碼)等等。 
49

 高國藩(1933.12.15-)：筆名南堅，南京市人，在鄭振鐸指導下，研究俗文學。現任世界漢詩協

會會員、三江學院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東亞文化協會會長、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

主編《東亞文化研究》。長期從民間文學、民俗學、古典文學、敦煌學教學與研究。 
50

 參閱高國藩著，《中國民間文學》，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95，初版，頁 31-32。 
51

 王教廉(1942- )：山東昌邑縣人，早歲來臺，日本國立廣島大學修畢中國哲學博士課程，廣島

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日本福岡市西南學院大學文學部國際文化學科教授。著有《中國的神話世

界》、《小說與神話》、《中國的神話傳說》、《花與花神》、《水與又神》等書。 
52

 王孝廉著，《中國的神話與傳說》，臺北市：聯經，1994.4，初版九刷，頁 1。 
53

 葉舒憲(1954.9.20)：漢族，生於北京。現任中國社會科院文研究所教授、中國比較比學學會常

務理事、青年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神話學會會長、中文學人類學研究會會長。在比較文學、文

學人類學研究等方面頗有成果。 
54

 田兆元(1959-)：湖北宜都人。歷史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人類學與民俗學研究所所長，中國

民俗學會理事，中國漢民族學會理事，中國文藝理論學會理事，上海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

成員等，學術專長為神話學、民俗文化學，社會人類學研究。 
55

 田兆元、敖其主編，《民間文學概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出版社，2009，頁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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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鄒族學者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誠)
56將神話歸類為廣義和狹義之兩種 

類型。浦氏雖然對前人學者對廣義神話的看法持有意見，但仍作出分類，即廣義

的神話概括所有具神仙鬼怪內容的傳說、故事、筆記、野史、小說、雜錄和地方

風物志等；後者指原始社會流傳、敘述超乎人類能力的言行故事。57
  

 

中國民俗學研究者楊利慧58參照了美國民俗學家史蒂斯．湯普森(Stith 

Thompson, 1885.3.7-1976)59和其他神話學研究者對神話(Myth)的界定後，她對神

話作出一個界定： 

 

神話是有關神祇、始祖、文化英雄或神聖動物及其活動的敘事(narrative)，

它解釋宇宙、人類(包括神祇與特定族群)和文化的最初起源，以及現時世間序

的最初奠定。60」 

 

《大英百科全書》對神話的界定為： 

 

神話是一個集合名詞，用以表示一種象徵性的傳述，尤指宗教象徵主義的

一種基本形式，以別於象徵性行為(崇拜、儀式)和象徵性的地點或物體(廟宇、

偶像等)。神話故事敘述神或超人，敘述在一個完全不同於人們通常經歷的時

代中所出現的非凡事件或環境。
61
 

 

總而言之，神話就是一種具有幻想與象徵意識的神奇語言藝術創作，而幻想

中的事物形象觀念都是具體的，彼此之間相互蘊藏著矛盾的對立關係，而且含有

很強的現實性，藉此滿足人類的對自然界的征服感和支配感的需要。因此，神話

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物質化產物，與宗教、儀式、民俗、社會、歷史、民族精神

等文化現象有著關聯性，「神話」的傳承，藉由口頭流傳或書面方式保存下來，

散發出永恆的藝術魅力。 

 

                                                      
56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誠, 1957)：嘉義縣阿里山鄉鄒族，現職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館長、

中正大學合聘教授。研究民族文學、神話與文化。重要著作《被遺忘的聖域》。 
57

 參考浦忠成著，《臺灣原住民的口傳文學》，臺北縣中和市：出版社，1996，第 1 版，頁 29。 
58

 楊利慧(1962.2)：年生於新疆阜康縣，四川省旺蒼縣人，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民俗學與文

化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中國民俗學會理事。主要研究神話學、民間敘事學及當代民俗學的理論與

方法。 
59

 史蒂斯．湯普森(Stith Thompson, 1885.3.7-1976)：美國民俗學家。出生於美國的肯塔基州

(Kentucky) 納爾遜縣(Nelson County)布盧姆菲爾德鎮(Bloomfield) ,1919 年於哈佛大學博士班畢

業後，成為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英語教授。1926 年在芬蘭民俗學派的創始人卡爾．

克隆(1963-1933)的指導下，從事民間歌謠與民間故事的民俗的研究，對索引體系的創始人芬蘭民

俗學者安迪．阿爾奈(Antti Aarne)的索引作出重要補充和修訂，1928 年出版了《民間故事類型索

引》，後來他在編製索引方面的貢獻，使世界各地民間文學研究者把這類分類編排法稱為「阿爾

奈─湯普森體系」(Aarne-Thompson classification system)或「AT 分類法」。 
60

 楊利慧著，《神話與神話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7，第 1 版，頁 5。 
61

 可參閱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daying.wordpedia.com.ezproxy2.lib.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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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傳說的定義 

 

傳說(legend)是民間文學體裁中屬於口頭敘事文學形式的一種，具有一定的

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山川風物、地方特產等相關指渉的中心點，是對過去的人

物或事蹟的記敘和評價，因此在創作題材上是有一定的依據的。由於傳說內容渉

獵頗為廣泛，故題材分類，各國不盡相同。 

 

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在《傳說論》中提出62，傳說有可信人物，並且內

容具核心的紀念物，明確的的研究對像，如固定的發生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

容易喚起民眾的記憶： 

 

 傳說的核心，必有紀念物。無論是樓臺廟宇、寺社庵觀，也無論是陵丘墓 

塚，宅門戶院，總有個靈光的聖址、信仰的靶的，也可謂之傳說的花壇發源的

故地，成為一個中心。奇岩、古木、清泉、小橋、飛瀑、長阪，原來皆是像一

個織品的整體一樣，現在卻分別而各自獨立，成了傳說的紀念物。儘管已經很

少人因為有這些遺跡就把傳說當真，但畢竟眼前的實物喚起了人們的記憶，而

記憶又聯繫著古代信仰。63 

 

俄國漢學家李福清則認為傳說的形成比神話稍晚一些，所描寫的題材是以歷

史時代、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為依據，具有紀念性功能，它往往與各行各業有關，

具有明顯的地方性與個人性，如各種仙人傳說、廟宇傳說等等都與宗教信仰有密

切關係，並且還會引用一些民間故事的母題與結構模式，同時也會解釋流傳自神

話的一些基本概念的來源及功能。64 

 

俗文學研究者高國藩指出傳說就是： 

 

民間自古以來在口頭上長久流傳的與、風俗、物產、人物等歷史情況有關

的故事，也是人民口傳文學中散文形式的作品。65 

 

中國民間文學研究者程薔66在《中國民間傳說》中認為： 

                                                      
62

 柳田國男（Yanagita Kuniao，1875.7.31-1962.8.8）：是日本從事民俗學田野調查的第一人，生

於兵庫縣，東京帝大法學部畢業，為儒學者松岡操的六男。松岡家是醫生的血統。他認為妖怪故

事的傳承和民眾的心理和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將妖怪研究視為理解日本歷史和民族性格的方法

之一，而成為日本妖怪民俗研究者。 
63

 (日)柳田國男著，連湘譯，《傳說論》，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5，頁 26-27。 
64

 參考（俄）李福清(B. Riftin,)著，《神話與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增定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12，第 1 版，頁 33-34。 
65

 見高國藩著，《中國民間文學》，頁 57。 
66

 程薔(1944.6-)：漢族，生於上海，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主要學術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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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請傳說，就是描敘某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解釋某種風物或習俗的口

述傳奇作品。67  

 

中國民俗學之父鍾敬文68主編的《民間文學概論》，將傳說分為人物傳說；

歷史傳說和地方風物傳說等三類。而另一名民俗研究者段寶林69在《中國民間文

學概要》中亦將傳說分為六大類，計人物傳說；歷史傳說；地方傳說；物產傳說；

風俗傳說和新聞傳說。70 

 

中國民俗學者田兆元指出民間傳說是在民眾中間世代流傳，關於某人、某

事、某物的口述性散文體故事。傳說，是眾口頭講述的故事，具有很強的現實性，

同時，又具有超現實的傳奇性，屬於民間故事類型的一種。71 

 

《大英百科全書》對於傳說的定義闡釋為： 

 

一個或一組有關某人或某地的傳統故事。在內容上與民間故事(folktale)類

似，包含奇特人物和神話因素，或對自然現象的解釋，但總是與某一特定地點

或人物相聯繫，並且總是作為歷史事實加以敘述。有的傳說為某地所獨有或僅

涉及某一人，如華盛頓幼年砍倒櫻桃樹的故事。但許多地方傳說實際是與某些

特定人物或地點相關的著名民間故事。比如，關於一個神箭手被迫從他兒子頭

頂上射掉一個蘋果、一個榛子或其他東西的故事，已經和瑞士英雄泰爾(William 

Tell)聯繫在一起。72
 

 

傳說常被人認為是「口傳歷史」或藝術化的歷史，因此容易混淆了「口傳歷

史」和「真實歷史」，而使人產生錯覺。其實，傳說與歷史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

傳說既非人物的真實傳記，亦非歷史事件的完整記錄，而是某些歷史真實事蹟因

素的呈現，這是一種民眾的集體創作，藉由某一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融合了表

述方式與文學藝術創作出來的，因此，傳說呈現的方式是極為逼近歷史的真實性

的，而且虛實相間、真假摻半，最終的面相乃具較強虛構效果。因此，傳說的釋

義就是人們通過豐富的想像力和集體智慧利用口頭敘事形式，去創作故事情節，

                                                                                                                                                        
民間文學、民俗學，現從事民間文學研究。  
67

 程薔著，《中國民間傳說》，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3，第二版，頁 6。 
68

 鐘敬文(1903.3.30－2002.1.10)：原名鐘譚宗，廣東汕尾海豐人，是中國民俗學家、民間文學奠

基者，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和民間文學、民俗學的研究和創作工作。 
69

 段寶林(1934)：江蘇揚州人，北大中文系教教授。現為中國民俗學會副理事長，北京民間文藝

家協會副主席、中國俗文學學會副會長。從事民俗、民間文學研究。 
70

 參考白庚勝主編，《世界文學三百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初版，頁 51。 
71

 參見田兆元、敖其主編，《民間文學概論》，頁 61。 
72

 可參閱大英百科全書線上繁體中文版 http://daying.wordpedia.com.ezproxy2.lib.nccu.edu.tw/ 

http://daying.wordpedia.com.ezproxy2.lib.nccu.edu.tw/Content.aspx?id=02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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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容與一定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地方古跡、自然風物、社會習俗等相關，

且具有故事虛構性的特點和傳奇色彩。 

 

(四) 民間故事的定義 

 

民間故事(tale) 的產生和傳播的歷史相當悠久，而且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

關，故事內容是泛指性的，沒有指向任何一個具體的中心焦點。一般上，民間故

事是指在民眾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但是在因果關係上，就會出現所謂的情

節(plot)。 

 

英國著名作家愛德華．摩根．佛斯特(Edward.Morgan. Forster,1879-1970)
73為

「故事」下的定義，是按時間順序安排的事件的敘述，情節也是事件的敘述，但

重點是在因果關係上。如果我們問：「然後？」這是故事；如果我們問：「為什麼？」

這就是情節。74
 

 

德國民俗學家艾伯華75認為： 

 

民間故事中的每個母題，都是非當固定的，同時具有強大生命力，然而母

題鏈，即整個民間故事，又是相對地不穩定的。
76
 

 

他認為民間故事缺乏真實性，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不只缺乏活力，甚至是

散漫的。 

 

俄國漢學家李福清將民間故事類型劃分為動物故事(animal tales)、奇幻故事

(fairy tales)和生活故事(novelle)，故事情節中所描寫的人物都不具真實性，但充

滿娛樂功能。77
 

 

臺灣學者周慶華78在《故事學》一書中把「故事」定為「一系列事件的組合

                                                      
73

 愛德華．摩根、佛斯特：是 20 世紀英國著名作家，倡導人文主義與人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著有六部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幾部傳記和一些評論文章，作品語風清新淡雅。 
74

 參考佛斯特(E.M. Forster)著，李文彬譯，《小說面面觀》，臺北：志文出版社，1993，頁 75-76。 
75

 〔德〕艾伯華(1901-1989)：德裔美籍社會人類學家、民俗學家、東方語言學家。他的研究遍

及亞洲和一些歐洲國家，所出版的有關人類學和民俗學的研究著作，如《中國民間故事類型》、

《土耳其民間故事類型》等，均在國際學術界有較大影響。  
76

 〔德〕艾伯華著，王燕生、周祖生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2，第

1 版，頁 2。 
77

 見（俄）李福清(B. Riftin)著，《神話與鬼話─臺灣原住民神話故事比較研究(增定本)》，社會科

學文獻出版社，2001.12，第 1 版，頁 35。 
78

 周慶華(1957-)：臺灣宜蘭人，中國文化大學文學博士、台東師範學院語教系副教授。專長文

學理論、語言文化學、宗教學、兒童文學、台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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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然後被安置在某個序列中以展示某種變化過程的事件組成。79 

 

對民俗有所研究的臺灣學者金榮華80則提出民間故事的特性共有 3 種：(一)

民間故事裡的人、時、地都不是特定的，甚至也是不明確的；(二)民間故事的原

始創作是口頭完成的，經過長期的口頭轉述 沒有所謂的定本可言；(三)在有些

故事中，除了主要情節，還有次要而可獨立的部份，這種可以獨立的部份，也常

會以另一種外貌在其他故事中出現，成為其他故事的一部份；甚至單一情節的故

事自身就以另一種外貌在其他故事中成為那則故事的一部份。81 

 

民間故事能夠完整地傳世，一直在人與人之間傳播，主要是民間故事能反映

出故事內容的價值觀和故事創作給予人的一個想像空間和現實社會中的人際關

係以及古今社會概況，同時滲透著民眾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動的特性。其主要特

徵是具有口頭性、集體性和變異性，因此，來自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甚至不同

文化背景的講述者可以從中整理出相似的主題、類型、結構、功能和文化意涵，

廣泛流傳，形成基本結構相似，但風貌各別的口頭轉述。中西學者對於民間故事

的定義各有闡釋，目前仍未有最終的論斷。 

 

二、   研究現況與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文化是一套複雜、嵌入潛意識、透過儀式、神話、宗教等日常生活面相來表

現的象徵符號。在民族意識的塑造過程中，通過安排、設計和超越時空想像，以

達到華族在價值觀念和理念層次上的要求。傳統文化所注入的新元素，可以說是

傳統文化再生的演繹，也是一個國家在爭取獨立後繼續邁向現代化發展的結果。

再生文化所注入的新元素象徵了華族移民社群如何從非主流的種族，爭取成為共

同為效忠的國家作出貢獻的主流民族之一環，並且在面對文化認同危機的時刻，

如何把一個傳統文化從改造和再創造的過程中重新包裝，賦予了這個文化一個再

生的能力和新生命；在移植舊有的傳統文化習俗之際，也寬敞心胸接受一些新的

被創造的文化新元素，使之成為一個華族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後的傳統新文化元

素。移民的傳統文化習俗確實經過長時間不斷地努力維持血緣和親緣關係，然後

再締結地緣與媾和多元民族的因緣關係，逐漸衍繹成一種全民都能接受和認同的

新文化傳統習俗，奠定了它在馬來西亞社會的真正地位。 

 

早期的華族移民，大部份來自中國南部沿海地域，鄉土觀念濃厚，對故鄉的

民間信仰以及宗教崇拜自有其文化情意的強烈擁護權和民族的凝聚力。定居在馬

                                                      
79

 周慶華著，《故事學》，臺北市：五南文化廣場，2002.9，初版，頁 012-013。 
80

 金榮華(1936-)：江蘇省無錫縣人，現任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教授、中國口傳文學學會理

事長。所渉範圍極廣，除一般古典、現代文學和藝術史以以外，還跨跱中外交通、比較文學、敦

煌吐魯番學、俗文字學、通俗文學、民間文學、民俗學、海外華文教育等領域。 
81

 金榮華著，《中國民間故事與故事分類》， 臺北縣新店市：口傳文學會，2003.3，初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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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西亞之後，華人從民間信仰與文化信仰來表現出華人的樂觀、團結與勇敢的精

神及強烈的民族意識。根據前人對相關課題的研究成果大概可以分為五類： 

 

（一） 民俗文化性研究成果 

     

2006 年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馬來西亞鼠鹿故事研究》82是梁

偉賢以馬來西亞鼠鹿為主角的動物故事，分別蒐集馬來西亞的圖書文本，撰述馬

來民間故事中以鼠鹿為主的角色扮演。論文內容主要是以鼠鹿故事與中國的聰明

動物故事做角色與故事類型比較，找出其中的異同點，以突顯鼠鹿故事的特色。

鼠鹿生性狡猾、佻皮愛搗蛋，是馬來人謙抑個性底下的心理陰影的投射。 

 

以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為範圍的「土生華人」文學研究，是國立政治大學民

族學系研究生黃慧敏於 2004 年所撰寫的碩士學位論文《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
83。文中主要是以 19 世紀至今的新馬地區峇峇文學與印尼土生華人以馬來語書

寫的文學進行比較和研究。作者從峇峇的語言使用、峇峇的馬來語翻譯文學、峇

峇馬來語的創作文學等角度切入，並且從中介紹峇峇的漢語文學及英語文學創作

發展，同時檢討峇峇文學對於峇峇社會文化發展的影響，最後嘗試以族屬、創作

語人和內容題材等三大要件，把峇峇文學置於以民族為主流的文學位階上作為一

個定位。 

 

（二） 宗教性研究成果 

 

2009 年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德教會在馬來西亞的傳播：以東馬

巴州斗湖德教會紫辰閣為例》84是李宏華撰一個自 1939 年於中國潮汕傳至東南

亞各國的一種教派的宗教團體。供奉神明有觀音、關帝、濟公、太上老君大八仙

等，道佛皆容，而且以民間宗教信仰和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思想價值觀為中心

教義，再加上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五教並存，互不相悖。作者企圖去論述此團體

之中所具備的族群色彩、在馬來西亞的發展歷史過程，以及與華人社會的互動

性，同時也探討此宗教組織在當地社會存在的意義和貢獻。 

 

（三） 地理風俗性研究成果 

 

《馬來西亞檳城地方華人移社會的形成與發展》85是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82

 梁偉賢撰，《馬來西亞鼠鹿故事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6。 
83

 黃慧敏撰，《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碩士學位論文， 2004。 
84

 李宏華撰，《德教會在馬來西亞的傳播：以東馬巴州斗湖德教會紫辰閣為例》，臺北：政治大

學宗教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9。 
85

 高麗珍撰，《馬來西亞檳城地方華人移社會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

士學位論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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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高麗珍於 2010 年所撰的博士論文，主要研究以「社會群系」為中尺度概

念，去理解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一方面藉以實踐地理學子對於

「脈終研究法」(contextual approach)的研究想像外，另一方面則透過「直觀─詮

譯歷程」（intuition--hermeneutics process）的反覆循環，借深厚書寫(thick 

description)，以呈現「檳城地方」的脈絡意涵。其中主題分別為「在亞澳季風環

流脈動下的區域化」、「被納入大英帝國殖民體系的檳榔嶼地方」、「『全球帝國主

義』與檳城區域發展」、「檳城華人社會的形成與發展」、「檳城華人社會的變貌：

『神道設教』與『地域社會』的互動觀察」等。 

 

（四） 中國春節研究成果 

 

《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的傳承與發展：以華族春節為個案》86是中國暨南大學

歷史學專門史研究生亓延坤 2010 年的碩士論文。內容主要論述華人春節已成為

新加坡華族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促進中新兩國的文化交流。章節分為

「新加坡華族社會春節文化活動的平穩發展」、「新加坡華族社會春節文化活動的

式微」、「新加坡華族社會春節文化活動的重生與新發展」等三部分，闡述春節民

俗節日文化在新加坡傳承與發展的情況。以春節作為中華傳統節日文化形態，是

新加坡華人社會的集體歷史記憶，並將繼續扮演華族文化薪火傳承載體的角色。 

 

2009 年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傳播學院韓國英的碩士論文《從傳統到當下：

試論中國傳統春節的文化表述：以晉南襄汾丁村為個案》87從民俗學與民間文學

角度展開調查與研究，把春節放在村落這個文化空間中進行分析, 試圖為現代情

境下春節的淡化提出保護性建議。正文包括緒論、四個章節及結論三大部分。內

文分析了丁村春節的生成、發展的環境及丁村春節的變化脈絡探尋其春節的現

狀。由於習俗技藝的失傳、民眾思想觀念的改變及一些政治人為因素，造成春節

逐漸淡化。因此論文對春節的價值重新作出評估。 

 

《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漢族夏曆新年儀式的變遷：以中原地區 H 村為個

案的民族學考察》88為中國甘肅省蘭州大學張岳 2009 年的碩士論文。內文認為

春節不僅是一段特定的時間，更重要的是一個儀式集合，是由多種儀式構成的一

個時間流，是一系列儀式構成的連續體。春節年味是由儀式和符號所呈現的，當

儀式和符號存在時，年味自然存在，當某些儀式和符號消失時，年味自然逐漸淡

化。論文認為，春節是基於情感需要、價值追求下，才會導致春節傳統在傳統與

                                                      
86

 亓延坤撰，《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的傳承與發展：以華族春節為個案》，福建省：暨南大學歷史

學專門史碩士學位論文，2010。 
87

 韓國英撰，《從傳統到當下：試論中國傳統春節的文化表述：以晉南襄汾丁村為個案》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傳播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9。 
88

 張岳撰，《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漢族夏曆新年儀式的變遷：以中原地區 H 村為個案的民族學

考察》，中國甘肅省：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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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之間引起搖擺和變遷。 

 

2007 年蘭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系研究生高春霞的碩士論文《中國春節文

化與生命意識》89一文提及春節的歷史悠久，和人們關係最為密切。春節產生于

中國傳統的農業社會背景之下，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滲透著濃厚的生命意

識。春節的起源、春節民俗、春節的藝術化以及春節的文化特性都從不同的方面

體現出生命的存在和長生、子孫繁衍和靈魂永生的觀念。論文主要就是從春節的

祭祀習俗、食俗、社火習俗、年畫習俗和元宵節習俗等方面分析上述歡念。 

 

（五）臺灣春節文化與財神信仰研究成果 

 

江宜樺撰《臺灣民間財神信仰之研究》90，為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

2010 碩士論文，旨在審視臺灣財神信仰，透過文獻或神話傳說來了解各種財神

的來源。財神是源自複雜的各種神明集合而成的群體，而財神信仰的多元化現

象，主要以論文考證作出系統化分類。論文蒐集臺灣各主要財神廟宇的歷史沿革

記錄、傳說與現況記錄，以瞭解其香火傳承與發展關係，並統整財神廟宇中之祀

神系統、匾聯文物與求財儀式，藉由實地田野調查，瞭解臺灣民間財神信仰所衍

生而出的社會意涵，並歸納出臺灣地區財神信仰展現的特質、財神信仰的意義與

價值，同時反思財富的寓意。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曾吉鴻撰 2010 年碩士論文《臺灣民間文學

有關土地公的形象之研究》91中，清楚指出臺灣民間信仰除了受到明清時期移民

者原有的宗教以及道教融入，還受到臺灣自然環境與特定的文化特質影響。台灣

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學的親密關係，呈現在臺灣神明傳說中透露的宗教功能，以及

台灣民間文學中包含的宗教意識內。土地公的神格雖然低微，卻是臺灣民間信仰

裡一位很重要的神明。論文著重在研究土地公形象的變化。 

 

周啟松撰《中國民間文學中財神的研究》92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2001 年碩士論文。旨在探討與「財神」在中國民間文學作品中的

源起、分類、特性與財寶吉祥物，並就臺灣地區的財神名廟作一田野調查。「財

神」是以歷史人物加上假想神格為基礎，為滿足人們的物質欲望與精神理念，所

                                                      
89

 高春霞撰，《中國春節文化與生命意識》，中國甘肅省：蘭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系碩士學位

論文，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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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宜樺撰，《臺灣民間財神信仰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

文，2010。 
91

 曾吉鴻撰，《臺灣民間文學有關土地公的形象之研究》，新竹：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碩士學位論文，2010。 
92

 周啟松撰，《中國民間文學中財神的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在職

專班碩士學位論文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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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的民間信仰與宗教傳說，可以反映人們追求財富與嚮往人生的心願，而將

財神形象多元化、傳奇化與藝術化。財神在唐宋以後，衍化出各種形象，論文依

財神的各種特性和其吉祥物作出論述和探討。 

 

張逸品撰《臺灣八仙故事與民眾生活之關係》93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2010 年博士論文，論文主要針對臺灣民間流傳的八仙故事，探討其在地化過程。

故事還歸原其被傳述的歷史與地理脈絡，以及傳述故事的個人和所屬群體之中，

用以探討故事存在的原因，所關涉的文化脈絡，及其表現的民眾心理。人在特定

時空的生命經驗，共同構築的民間文化特質，影響著故事的深度、意義與價值。 

 

游建興撰《臺灣方志中神話與傳說研究》94為佛光大學中國文學系所 2009

年博士論文。清代編纂的台灣方志充滿地方神話與傳說，非常具有台灣的當地特

色。論文依據內容主題和主題類型來加以分類整理，進行初步介紹與討論，並運

用相互對照的方式，與傳統中國神話傳說兩相參照，討論其間之同異和原由。透

過神話與傳說內容的審視，論析隱含其中所蘊藏的思想內涵，對當年群眾所引起

的共鳴。最後，以台灣方志中神話與傳說所獨有的特色來肯定這部方志的價值性。 

 

《南宋臨安的文化禮俗生活--- 以《夢粱錄》為考察對象》95的 2009 年碩士

論文，為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張景惠所撰。論文從《夢粱錄》中所記載臨安的

歲時節慶、飲食風俗、禮俗和遊藝活動來探討臨安的文化禮俗生活，突顯出臨安

城在國力弱勢的南宋時代裡，其所展現的繁榮與昌盛，並描述臨安的歲時節慶，

從歲時節日、信仰節日、遊樂節日三方面著手。論文也探討了臨安的飲食風俗融

匯了南北飲食的特點、臨安的禮俗以及《夢粱錄》所呈現的臨安社會。 

 

2005 年中興大學歷史學系鄭金明所撰的碩士論文《六朝歲時節日之研究—

以《荊楚歲時記》為中心》96，旨在對《荊楚歲時記》節日信仰、禁忌、禮儀、

飲食、娛樂與神話傳說等風俗事蹟的記載進行探討，以釐清其相關的時間觀念、

宗教意識、社會生活及人與環境互動關係等論題，還原其清晰面貌。由於社會與

環境的改變，節日娛樂性增加，許多在先秦至兩漢被視為不吉的節日，在六朝時

期已轉化為「良辰佳節」。節日風俗許多辟惡與禁忌的節俗，人也被賦予祥瑞的

說法，節日的風俗性質趨向節慶化與娛樂化的改變，象徵著六朝時期人文精神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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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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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的表現，以及人民賦予節日風俗一個全新的時代意義。 

 

從以上各種性質的文獻研究成果回顧中，或多或少對本論文的撰寫有一定的

相關渉，但對檳榔嶼在地化春節神話傳說方面的資料卻顯得匱乏，馬來西亞亦無

專項論文研究當地的春節習俗文化與傳說，故本論文將以檳榔嶼華人春節神話傳

說研究展開系統化的論述、探討和研究分析，並且與臺灣的春節文化以及春節神

話傳說相互比較，祈盼開拓出新的視野和新的研究方向。 

 

（六） 馬來西亞華人歲時節令文化習俗與傳說研究成果 

 

以馬來西亞華人農曆春節為學術研究主題的概況仍屬罕見，就目前而言，將

檳榔嶼農曆春節慶典和傳說研究作為主題作討論的論著與專書非常稀少，目前僅

有馬來亞大學講師蘇慶華的專書論著《節令、民俗與宗教》97渉及歲時節令的研

究，其中涵括了節令篇、民俗與宗教篇以及附錄篇。內容主要是討論華人傳統的

歲時節令與大馬華人文化及其歷史和時代意義等，將馬來西亞的華人歲時節慶如

農曆新春佳節、萬佛誕、清明節、端午節、盂蘭勝會、中秋節、九皇大帝聖誕等

都匯集於一爐，並於 1994 年印成專書出版。文中並未單一深入探討檳榔嶼華人

農曆春節的社會文化氛圍、春節起源、禮俗、食俗和年的面相、春節禁忌、華人

對春節的思想特質意義、祝願意義與祭祀儀式、新文化元素的傳統習俗特色所形

成的在地化色彩和春節的豐富內涵等，所以本文將著重在重點敘述和分析比較在

地華族社群所歡渡的農曆春節，並且根據思想脈絡開拓出的研究方向上，採取史

學方法的運用、文獻回顧及檢討、民間報刊資料的搜集以及實際田野調查進行分

析探討，以建立檳榔嶼華裔族群的農曆春節民俗和傳說研究，同時也將檳榔嶼與

臺灣兩地歡慶春節的慶典的一些主要慶典儀式和特殊性春節活動及神話傳說進

行互文比較和探討，發掘出其中的差異和相似之處。  

 

鑑於有關學術論著的文獻研究史料並非十分完備，無法予以研究者一個明確

的指引，因此在精力與時間的耗費上是絕對無法省略的，除了中臺學者的學術論

著文獻資料可供參考，檳榔嶼史料方面的論著，光緒十七年間(1891年)力鈞受新

加坡華商吳士奇邀請為其父治病，結果藥到病除，因此乘興週遊吉隆坡、庇能、

蘇門答臘等地將當地風土民俗、民情和教育記錄下來，撰著《檳榔嶼志略》98並

出版。1938年陳達著《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99，著重在海外華僑研究，探討華

僑人口問題和勞工問題與華僑工人生活方式；1947年姚楠與張禮千合著《檳榔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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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慶華撰，《節令、民俗與宗教》，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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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鈞著，《檳榔嶼志略》，出版社與出版地點不詳，後於 1973 年，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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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達著，《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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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略》100，則是一部研究華僑海外拓荒之作；鄺國祥於1958年出版的《檳城散記》
101和1973年由新加坡世界書局出版其遺著《檳榔嶼志略續集》102都是有關檳榔嶼

歷史事蹟的記錄，是一部描述檳榔嶼珍貴的歷史人文生活資料描述華人。從事民

俗研究的已故文化人筆名梅井的曾松華著有《馬來亞風情畫》103出版於1962年，

記錄了未獨立前馬來亞各民族的文化風情，對節慶、宗教信仰、農業、藝術、豐

富的天然資源和各民族的生活習慣與民族特性都略有渉獵。1970年，由書蠹

(Bookworm)編，顧因明、王旦華合譯，《檳榔嶼開闢史》104，敘述了檳榔嶼的

發展史和華僑移民的辛酸血淚史。檳榔嶼各社團組織、地緣會館與血緣性宗祠廟

所出版的紀念特刊，以及寺廟組織亦都有保留早期華人南遷時所供奉的鄉土神和

簡介廟史與供奉的主神，以作為日後研究者對檳榔嶼華人的流變歷史和傳統春節

的承傳，作為一個相互印證和比較的重要資料。 

 

1984年馬來西亞留臺校友會聯合總會出版由林水檺、駱靜山合編的《馬來西

亞華人史》105，內容概述華裔自十九世紀南來開荒、拓域、定居，落地生根的的

人事變遷和貢獻。至於檳榔嶼文史研究者張少寬於2002年出版《檳榔華人史話》
106及2003年出版《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107、2005年出版地方志叢書《檳榔嶼叢

談》108，皆致力於田野工作和文獻爬梳，蒐集早期海外華族史和檳榔嶼古蹟。馬

來亞大學博士研究生杜忠全於2009年所出版的《老檳城．老生活》109和2010年出

版的《島城的那些事兒》110皆記錄了過去檳榔嶼早期的回憶歲月與評論，而馬來

亞大學教授蘇慶華博士於2010年出版的《馬新華人研究─蘇慶華論文選集》第三

卷，111亦記載了新馬華人的宗教生活習俗和民間信仰，可供學者進行區域性的比

較研究。與此同時，檳榔嶼春節的民俗和傳說研究部份，也必須蒐集報刊文獻資

料作為多元角度的回顧、實際田調報告作為資料線索的發掘，以便在論文基礎上

做更縝密的補充與論述檳榔嶼春節民俗與傳說在民間的發展與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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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楠與張禮千合著《檳榔嶼志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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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國祥著，《檳城散記》，新加坡：世界書局，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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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國祥著，《《檳榔嶼志略續集》，新加坡：世界書局，1973。 

103
 梅井(曾松華)著，《馬來亞風情畫》，新加坡：青年書局，1962.2，港初版。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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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少寬著，《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初版。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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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忠全著，《島城的那些事兒》，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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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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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架構與內容綱領 

 

本論文以歷史書面文獻資料蒐集、詮釋、分析、比較為主，並結合民俗學

(folkore)
112、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

113和社會學科的田野調查(field 

work)
114作為主要的口述資料(oral information) 和文本(text)的蒐集與建構。並且

根據文史工作者與各方面渉及論文題目的相關受訪者敘述中，展開錄音或筆錄訪

談方式的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回顧意義的個人觀點作為輔助，並且將從錄

影的記錄短片、文史博物展覽館的文物及新春廟會中，記錄和整理相關議題，使

資料脈絡化，而形成一個具有研究價值的論文課題。 

 

田調的受訪者絕大部份並非專業學術研究者，口述歷史內容通常會不自覺地

滲入個人生命經驗、個人情懷和個人主觀性判斷，使到歷史現場在還原時，已被

口述者在無形中鑄造出一個經驗選擇性途述的非客觀的現場，而原來的歷史現場

早已不復存在。本論文在下筆行文時必須考慮和評估受訪者的經驗詮釋效力，作

為開拓本論文的思考面向。 

 

本論文亦試圖從民間信仰和宗教理論的方向進行探討，以便擴大視野、透過

多元觀點來交相辨證諸神信仰和傳說在檳榔嶼華族社群思想觀念中的重要性，透

過時空背景的轉換和書寫方式，將帶出整個傳承時代自遠古到今天的文化現象和

社群經驗。 

 

神話學理論概念將運用在本論文的民俗與傳說研究中，以直線性與綜線性的

觀察與思考向度來理解華族社群對神話傳說中的兆驗和禁忌心態，以及結合人文 

關懷以及人們對自然事象與社會生活的協調與適應性，發掘出神話傳說衍生現象

中所存在的功利價值，並且通過對神話傳說所包含的哲理性、宗教性、神秘性和

民俗性等豐富內容，創造出一個共同的現代社會自覺意識觀。 

 

報刊資料的蒐集為本論文在研究檳榔嶼新春年節民俗與神話傳說上的核心

部份之一。通過新舊報刊資料，可以追溯馬來西亞華裔族群南移之後，如何歡慶

                                                      
112

 民俗學：以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傳承性生活文化為研究對象的人文學科。1846 年由英國考古家

湯姆斯首創。參考鄭傳寅、張健主編，《中國民俗辭典》，武漢市：湖北辭書出版社，1987.8，第

1 版，頁 1。 
113

 文化人類學：強調對脈絡的深度檢視、跨文化比較，以及對研究區域的長期觀察。於十九世

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初，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 與布朗尼斯勞．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從事人類學研究後，這個學科格外強調文化相對性。文化人類學研究人類從古到今

的衣食住行及工具運用等生活習俗文化，同時渉及社會環境與社會心理等因素。物質文化、族群、

宗教、神話、象徵、價值觀、禮俗、食物、節慶與語言等都文化人類學的研究部份。 
114

 田野調查：歸納在社會學科(social studies)之下。主要任務是調查記錄民俗事項，採集民俗實

物，為民俗研究提供資料。記錄務求具體、真實，忠實反映活在民間的民俗真面貌。可參考《中

國民俗辭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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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年節，隨著歲月的消長，農曆新年是如何盤根在獨立後的馬來西亞土地上，

成為官民共歡共樂的主要本土慶典活動之一。 

 

本論文所要探討的新春年節文化內容，包括了一般華人在迎新年和過新年時

所進行的的傳統習俗文化、口耳相傳的民間傳說、宗教性神話和民間故事的研

究。習俗傳說內容的敘述偏重於知識、文化與價值觀念的傳承；宗教神話的內涵

較為深入探討民間信仰的特色，至於民間故事就是期望研究和理解伴隨著我們日

常生活而產生的多元性故事群，故事內容與情節的敘述，將勾勒出民眾的世俗觀

念、心靈活動信念以及思想感情。 

 

根據神話、民間故事與傳說的定義區別，檳榔嶼的過年習俗文化和神話傳說

所探究的範圍主要將根據主題進行歸納分類，同時強調民間習俗歷史人物的神性

和神明傳說中的人性發展，並朝向神祇、始祖、圖騰物、神聖象徵符號，以及其

活動敘事範圍展開文化意涵的解釋，試圖把習俗傳說的象徵意義結合社會功能、

文化功能和民俗信仰呈現出它在華人社會裡合理化的運作狀態，透過敘事方式把

神話與傳說的永恆價值觀突顯出來。 

 

（一） 神聖的新春年節文化傳說意涵 

 

新春佳節的「年」到底是甚麼？為何華人要過「年」？民間遠古以來就一直

流傳著關於「年」的傳說，「年」的背後文化意涵和文化功能影響華人社會深遠。

華人先祖以何種心態來應對「年」呢？「年」為何要一定要在歲末之夕犯難人間

呢？「年」和通過儀式為何有緊密的聯結關係？這都是本論文將深入探討的課題

之一。 

 

本論文的研究範圍，亦包括了檳榔嶼獨特的過年慶典文化活動的傳播因素，

本論文將追溯其歷史淵源及背後的意義，以及除夕團圓、長輩的壓歲錢、端月上

日搶頭香、新馬華人獨特的初七人日撈魚生的飲食文化，以及新年活動形式中所

蘊含的豐富寓意與禁忌等。 

 

（二） 廟會活動的脈絡發展 

 

新春年節是上古華族先民慶祝祝一年豐收的喜慶日子，配合盛典慶祝，也舉

行了廟會活動，而廟會活動是否渉及宗教意義、或者是傳統文化的延伸，還是融

合了外域文化而產生的民間文娛活動的互動性？又或者是過去日常生活中一些

人、事、物的回顧？這些都是值得去作不同時代、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地區性的

思考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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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財神信仰的功能性 

 

華人是屬於功利型和著重實踐的族群，尤為重視福、祿、壽、喜、財所組

成的五福文化，以滿足他們對精神生活和現實環境的需求。五福神的由來是最

為引人入勝的神話傳說敘事，為人們創造了一個對未來命運充滿無窮想像和期

待的空間，並且涵育了集體生活方式下的文化通性。配合移民心態和民間信仰，

唐番地主財神與福德正神在財神系統中又佔有何等位置？佛、道和密宗教中的

財神信仰之間，是否存有相異和相容的意義呢？本文將針對檳榔嶼人民對五福

文化信仰與臺灣作一個對比，五福文化信仰所蘊藏的象徵性符號意義、神格及

神話傳說，亦將進行系統性分析、釋義及分類。 

 

（四） 天公誕的神聖根源 

 

在新春年節慶典中除了三元為一年之計最值得華人慶祝的大日子之外，福

建、潮汕、甚至客家藉的華人更把初九天公誕視為比新年更為重要的日子，認為

獲得天公庇佑，才能以重生的生命在正月初九走出庶園慶祝新春年節。所以天公

誕顧名思義，是道教所稱的「天誕」，為了禮讚天公，必須虔誠焚香敬奉，同時

向天公祈福延壽。天公是否就是道教三官之一的天官，或是穹蒼神靈還是指玉皇

大帝？民間信仰中的天官賜福所指的天官到底是誰？檳榔嶼姓氏橋民與天公到

底有何種緊密淵源？這都是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另一項內容。 

 

（五） 峇峇與娘惹(馬來語譯：Bapa dan Nyonya)文化的軌跡 

 

至於峇峇與娘惹的文化是馬來西亞的文化特色之一。他們是 15 世紀初期定

居在馬六甲、檳榔嶼、印尼、新加坡一帶的中國明朝後裔，大部份原籍是中國福

建或廣東潮汕地區，也有小部份是來自廣東和客家籍，具有濃厚的中國傳統文化

色彩，是屬於特定的華人族群，自稱為土生華人(馬來語譯：Cina Peranakan)，用

以識別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中國華人契約勞工大量南遷的「新客」，兩者的

生活習慣和政治意識不太一樣。峇峇娘惹族的生活文化風俗，受到當地馬來人或

其他非華人族群的影響；但卻執著於中國人的文化和傳統，十分尊崇和依循中國

傳統的禮儀風俗，重視追遠不忘本。因為時代變遷和環境的變化，峇峇與娘惹的

後裔越來越多信奉基督教或天主教，不再拈香膜拜祖先，對於原有的傳統禮儀風

俗已越來越不重視，追遠的精神也越來越淡薄，因此這一支脈的文化已逐漸趨向

消失，所以有必要加以探討、研究和記載他們在春節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論文將拓展以下研究範圍與內容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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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檳榔嶼華人的新春年節文化傳播從原初先人移民定居後即保持著原有 

的習俗，並且與異族文化經過衝突和融合，仍然不受影響。 

 

(二)     經過農曆新年的歷史溯源，可以發現華人保留著完整的慶祝儀式，並且  

在文化共融的情況下，更增慶典活動的多樣性。 

 

(三)     檳榔嶼華人的新春年節宗教祭祀儀式中，以極樂寺的萬法燈會最具標的 

性，民間信仰者都會在大年初一凌晨開始在自家祭祀之後，再前往各大

小寺廟上香祈求延年益壽、吉祥平安，添財賜福之中搶頭香，形成一個

祭祀文化習俗。 

 

(四)     在過年禮俗活動中，華人都需要經過一個「儀式過程」(The Ritual   

Process)，使身心重新被賦予新的能量，同時獲得生命重生的新評價。

「年」的面相的表現，正是華人社會在集體認同中所經歷的一個通過儀

式的整體文化形態，在人文與自然環境中被賦予一定結構性類型的禮儀

準則和義務權利，進入新生命階段而構成精神內涵中一個被強化的期望

值。 

 

(五)     農曆春節的兆驗與禁忌在華人的社會生活環境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教 

化功能意義，約束和規範了他們在日常生活圈中所需要表達的禮節以及

其背後的儒家思想。 

 

(六)     年節中所敘述的各種宗教神話、習俗傳說，以及舉辦各種在地文化  

活動，主要都在表達一種神聖的時間和空間意義。 

 

(七)    檳榔嶼結合了天上星辰、人間佛教、道教、婆羅門教、密宗和當地原始 

土著的土地神宗教信仰，將各宗教信仰中的財神爺都轉化為在地性的財

神信仰發展。 

 

(八)     五方五土龍神與唐番地主財神的土地公和拿督公，如何成為本土財神，  

又如何衍化為福德正神，在請火儀式中大顯神機，指示一年上、中、下

三季的經濟趨勢，請火儀式背後所隱藏的到底是甚麼象徵符碼？ 

 

(九)     正月初七的人日撈生活動是本土化所洐生出來的一個風土民俗，春節飲 

食所隱喻的象徵意義，正是論文所要探討的內容之一。 

 

(十)     檳島的正月初九天公誕，民眾都會聚集在姓氏橋擺香案豎起兩根帶葉和 

根莖的甘蔗、燒龍香、上桌供七碗素食、發糕、五果和糖塔、茶水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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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金敬奉玉皇大帝；下桌盛擺三牲或五牲、洋酒、燒豬、螃蟹、紅龜棵

等供品供奉隨行的天兵神，放鞭炮、演酬神戲和舞動祥龍醒獅，熱鬧的

場面是春節中的另一場盛事。天公誕的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的更是廣泛

流傳，使華人對天公充滿敬仰與崇拜之心。 

 

(十一) 分析農曆春節廟會在社會、倫理、實用、美學和宗教中的特殊性，以及  

它所要彰顯的意義。 

 

(十二) 峇峇與娘惹是馬來西亞華族社群中所形成的另一個具有特殊性文化的 

族群，在新加坡、馬六甲和檳榔嶼三個地區中反映了他們的優越性，同

時更呈現出他們在文化共融上的多樣性的，他們與元宵夜和擲柑果求姻

緣習俗文化的淵源。 

 

(十三) 在地農曆新春年節的學術研究，在民俗文化的發展和檳榔嶼華人多樣性  

的生活習俗上具有珍貴的流傳價值。 

 

第三節 研究方向所面對的困難與解決途徑、預期成果 

 

     一、    研究方向所面對的困難與解決途徑 

     

本文論題旨在探討華族社群在異鄉落地生根後，把原生的情感聯繫所依附的

傳統文化與習俗完整性地隨之移植傳播，並且成功形塑出一個在地化農曆春節慶

典活動，其中不泛多元性思想的特質和學術研究取向的價值意義。在理論運用和

能力理解上，學生可能受到知識層面的侷限，可能無法全面兼顧，在論述過程中

的材料運用難免有所欠缺。從個人所掌握的意圖、概念到取材各方面，皆以滿腔

的熱情與衝力去追根究柢，論文所建構出來的論文理論體系、組織結構是否能從

實際所蒐集的資料中，完整歸納，相互印證和闡釋，提綱挈領，突破所受的侷限

思考模式，立象盡意，點出重要範圍，開拓出理想的論文創作，指導教授和學術

界先進，不吝指正學生在論文寫作上的技巧運用、理論體系本質上的正確詮釋，

以及文獻選材方面的正確度和嚴謹性，使學生在謀篇佈局的構思中能夠開展深化

論題的意義，深獲裨益。 

   

二、    預期成果 

 

鑑於海外華族社群的傳統春節慶點活動保留得相當完整，而且蘊藏著豐富文

化內涵，值得深入探討、發掘、思考與分析其因果，基於個人才智有限，學識淺

薄，難免掛一漏萬，研究成果必有所侷限，願藉此論文作為拋磚引玉之效，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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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研究的能力，期待有更多學者對海外各區域的華族社群傳統文化習俗的傳承

和發展有更深入的詮釋，並擴大縱向與橫向的研究，積極掌握有關學術發展脈

絡，相信未來的研究勢必有更大的建樹和更輝煌的成就貢獻。 

 

本論文研究的預期成果： 

 

(一)   根據報刊記載、口傳敘事、田野調查實錄和各項專書論著及官方歷史文  

獻的搜集整理方式來體現檳榔嶼多元社會的華人春節慶典習俗。 

 

(二)   全面探究檳榔嶼農曆春節儀式和追溯春節活動的歷史淵源。 

 

(三)   分析檳榔嶼華人社群結合社會多元民族的生活習俗，貫注融通到農曆春 

節後所產生的新文化元素。 

 

(四)   探討新春年節文化中的一些習俗文化，以及相關的神話傳說與民間故事、 

其衍化和禁忌。 

 

(五)   分析「年」的面相，過年時所必須經歷的神聖的時間性與空間性「通過儀  

式」所賦予的新生命能量，以及宗教祭祀儀式和民間信仰習俗的異同。 

 

(六)   發掘農曆春節中五福文化所賦予人民的期盼、寄托和慰藉。 

 

(七)   展現農曆春節的豐富文化內涵，以及慶典祝願祈吉儀式上的神聖意象與   

象徵意義。 

 

(八)   客觀評價在地化農曆春節活動在學術研究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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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圖表  

 

 (附表 001-001)馬來西亞民族的分類： 

 

馬來西亞民族的分類 

馬來族 班加人、廖內人、爪哇人、武吉斯人、米南加保人、馬都拉人、棉蘭人、 

亞齊人 

華族 閩南人 • 客家人 • 廣府人 • 潮汕人 • 福州人 • 海南人 • 廣西人 

印度族 淡米爾人 • 旁遮普人 • 泰盧固人 • 馬拉雅拉姆人 • 印地人 • 錫克人 

土生民族 土生華人 • 土生葡萄牙人 • 土生印度人 • 土生泰國人 

馬來半島

原住民 

矮黑人 - Bateq，Jahai，Kensiu，Kintaq，Lanoh，Mendriq 

色苗人 - Chewong，Jah Hut，Mah Meri，Semai，Semaq Beri，Temiar 

原始馬來人 - Jakun，Orang Kanaq，Orang Kuala，Orang Seletar，

Semelai，Temuan 

砂拉越 

原住民 

烏吉丹族、比沙亞族、杜順族、海達雅族、陸達雅族、戈達央族、加拉

必族、加央族、肯雅族、塞柏族、西平族、卡占族、詩加邦族、戈紮曼

族、拉漢南族、普南族、丹絨族、加拿逸族、魯加族、呂宋族、馬來族、 

馬蘭諾族、姆魯族、本南族、希漢族、達加族、達布族、烏吉族 

沙巴    

原住民 

卡達山-杜順族、馬來族、Kwijau、姆魯族、巴夭族、伊拉農族、洛圖德

族、龍古斯族、擔巴諾族、Dumpas、Mangka'ak、蘇祿族、順奎族、

戈達央族、比沙亞族、Tidong、Maragang、可哥斯族、巴淡族、伊班

族、Minokok、Rumanau 

 

 

【附表 001-002】馬來西亞人口種族比率概况(2008 年第一季)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4%BA%BA%E5%8F%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9%A6%AC%E4%BE%8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F%AD%E5%8A%A0%E8%AA%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96%E5%86%85%E7%BE%A4%E5%B2%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8%AA%E5%93%87%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D%A6%E5%90%89%E6%96%AF%E8%AA%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1%B3%E5%8D%97%E5%8A%A0%E4%BF%9D%E8%AA%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83%BD%E6%8B%89%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3%89%E8%98%AD%E8%AA%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E%E9%BD%8A%E8%AA%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8%8F%AF%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A9%E5%8D%97%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A%9C%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D%AE%E6%B1%95%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5%B7%9E%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8%A5%BF%E5%B9%B3%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4%BE%86%E8%A5%BF%E4%BA%9E%E5%8D%B0%E5%BA%A6%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7%B1%B3%E7%88%BE%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81%E9%81%AE%E6%99%AE%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7%9B%A7%E5%9B%BA%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8B%89%E9%9B%85%E6%8B%89%E5%A7%86%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9C%B0%E8%AA%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C%AB%E5%85%8B%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8B%E9%87%8C%E6%96%AF%E5%9D%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AE%E5%9C%B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6%9D%A5%E8%A5%BF%E4%BA%9A%E6%B3%B0%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6%9D%A5%E4%BA%9A%E5%8D%8A%E5%B2%9B%E5%8E%9F%E4%BD%8F%E6%B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6%9D%A5%E4%BA%9A%E5%8D%8A%E5%B2%9B%E5%8E%9F%E4%BD%8F%E6%B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8%8A%92%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ateq&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ahai&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Kensiu&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Kintaq&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Lanoh&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endriq&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9%B2%E8%8B%97%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hewong&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ah_Hut&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ah_Meri&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emai&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emaq_Beri&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Temiar&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E%9F%E5%A7%8B%E9%A9%AC%E6%9D%A5%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Jakun&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Orang_Kanaq&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Orang_Kual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Orang_Seletar&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emelai&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Temuan&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0%82%E6%8B%89%E8%B6%8A%E5%8E%9F%E4%BD%8F%E6%B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0%82%E6%8B%89%E8%B6%8A%E5%8E%9F%E4%BD%8F%E6%B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3%8F%E5%90%89%E4%B8%B9%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94%E6%B2%99%E4%BA%9E%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9%A0%86%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7%8F%AD%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94%E9%81%94%E5%8F%8B%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88%E9%81%94%E5%A4%AE%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6%8B%89%E5%BF%85%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6%8B%89%E5%BF%85%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5%A4%AE%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2%AF%E9%9B%85%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E%E6%9F%8F%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5%BF%E5%B9%B3%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A1%E5%8D%A0%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9%A9%E5%8A%A0%E9%82%A6%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88%E6%89%8E%E6%9B%BC%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88%E6%89%8E%E6%9B%BC%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B%89%E6%BC%A2%E5%8D%97%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AE%E5%8D%97%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B9%E7%B5%A8%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6%8B%BF%E9%80%B8%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D%AF%E5%8A%A0%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1%82%E5%AE%8B%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8%98%AD%E8%AB%BE%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7%86%E9%AD%AF%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AC%E5%8D%97%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8%8C%E6%BC%A2%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4%E5%8A%A0%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1%94%E5%B8%83%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3%8F%E5%90%89%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99%E5%B7%B4%E5%8E%9F%E4%BD%8F%E6%B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2%99%E5%B7%B4%E5%8E%9F%E4%BD%8F%E6%B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9C%E9%A1%BA%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9D%A5%E6%97%8F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Kwijau&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7%86%E9%AD%AF%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5%A4%AD%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6%8B%89%E5%86%9C%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5%9C%96%E5%BE%B7%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4%9B%E5%9C%96%E5%BE%B7%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BE%8D%E5%8F%A4%E6%96%AF%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3%94%E5%B7%B4%E8%AB%BE%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Dumpas&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angka%27ak&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8%87%E7%A5%BF%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0%86%E5%A5%8E%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8%88%E9%81%94%E5%A4%AE%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F%94%E6%B2%99%E4%BA%9E%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Tidong&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aragang&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AF%E5%8F%AF%E6%96%AF%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6%B7%A1%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7%8F%AD%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7%8F%AD%E6%97%8F&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inokok&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Rumanau&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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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01-003) 2000 年馬來西亞統計局所公佈的 13 個州屬種族人口分佈情况 

 

州屬／ 

馬來名稱 

首府 人口 面積 

(k ㎡) 

馬來人／ 

土著(%) 

華人

(%) 

印度人 

(%) 

玻璃市

Perlis 
加央 Kangar 204,450 795 85.5 10.3 1.3 

吉打 

Kedah 

亞羅士打 

Alor Star 
1,649,756 9,425 76.6 14.9 7.1 

檳榔嶼 

Pulau 

Pinang 

喬治市 

George Town 
1,313,449 1,031 42.5 46.5 10.6 

霹靂 Perak 怡保 Ipoh 2,051,236 21,005 42.7 43.0 13.0 

雪蘭莪 

Selangor 

莎阿南 

Shah Alam 
4,188,876 7,960 53.5 30.7 14.6 

森美蘭

Negeri 

Sembilan 

芙蓉 

Seremban 
859,924 6,644 57.9 25.6 16.0 

馬六甲 

Melaka 

馬六甲市 

Kota Melaka 
635,791 1,652 63.8 29.1 6.5 

柔佛 

Johor 

新山 

Johor Bahru 
2,740,625 18,987 57.1 35.4 6.9 

彭亨

Pahang 
關丹Kuantan 1,288,376 35,965 76.8 17.7 5.0 

登嘉樓

Terengganu 

瓜拉登嘉樓 

Kuala 

Terengganu 

 898,825 12,955 96.8  2.8 0.2 

吉蘭丹

Kelantan 

哥打巴魯 

Kota Bahru 
1,313,014 15,024 95.0  3.8 0.3 

砂拉越

Sarawak 

古晉 

Kuching 
2,071,506 124,450 72.9 26.7 0.7 

沙巴 

Sabah 

亚庇市 Kota 

Kinabalu 
2,603,485 73,619 80.5 13.2 0.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8E%BB%E7%92%83%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5%A4%A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6%89%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BE%85%E5%A3%AB%E6%89%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A%B3%E5%9F%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94%E6%B2%BB%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B9%E9%9D%82%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A1%E4%BF%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B%AA%E8%98%AD%E8%8E%A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E%8E%E9%98%BF%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7%BE%8E%E5%85%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7%BE%8E%E5%85%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A%99%E8%93%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5%AD%E7%94%B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85%AD%E7%94%B2%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F%94%E4%BD%9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1%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4%BA%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D%AD%E4%BA%A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7%9C%E4%B8%B9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93%9C%E6%8B%89%E7%99%BB%E5%98%89%E6%A5%B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5%85%B0%E4%B8%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9%E5%85%B0%E4%B8%B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82%E6%8B%89%E8%B6%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0%82%E6%8B%89%E8%B6%8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6%99%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5%B7%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BA%87%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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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001-004) 2000 年 3 個聯邦直轄區種族人口分佈情况人口 

 

名稱／馬來名稱 人口  面積(k ㎡) 馬來人／ 

土著(%) 

華人

(%) 

印度人

(%) 

吉隆坡 Kuala Lumpur 1,379,310 245 43.6 43.5 11.4 

納閩 Labuan 76,067 92 79.6 15.8 1.3 

布城 Putrajaya 45,000 150 94.8 1.8 2.7 

 

 

附件 2：圖像 

 

(圖 002-001) 檳榔嶼與威斯利省組成檳州  

 

 

(圖 002-002) 圓框為位於馬來西亞半島北部的檳榔嶼與威斯利省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0%89%E9%9A%86%E5%9D%A1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4%8D%E9%96%A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8%83%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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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2-003) 馬來西亞 13 州屬 

 

 
 

 (圖 002-004)檳榔嶼州旗：淺藍色象徵環繞島嶼的海洋；白色象徵這個州以及它

的寧靜；黃色象徵繁榮；檳榔樹象徵州名的起源。(左下角) 

 

     

 

(圖 002-005)檳榔嶼州徽：大橋象徵檳榔嶼和北海的聯繫以及州與聯邦的團結；

兩支橋柱象徵新經濟政策的兩個基本特徵：剷除貧窮和社會重建；四根纜繩象徵

四大族群：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及其他；五條藍白波紋以及檳榔樹下的五種顏

色都象徵五個行政區；飾帶上的文字為「團結和忠誠」。(右上角) 

 

 

http://baike.baidu.com/view/8395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7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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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貮章    檳榔嶼華人傳統新春節俗文化 

 

華人的歲時節慶當中以一年之計在於春的新春節日最為熱鬧和隆重，而且歡

慶時間歷時最久，從臘八開始一直到年十五的元宵節之後才算正式結束完整的年

慶活動。 

 

春節是一個反映大自然節律的自然性質節日，也是中國文明發展的縮影，富

有民族色彩和地方性生活習俗特色，慶祝內容隨著時間長流的累積而越顯豐富多

姿；歡慶佳節所舉行的娛樂性活動也具有廣泛群眾性，而且深受華人除舊佈新傳

統習俗觀念所影響。歡慶豐年之際，也祈願把疫癘和窮鬼一併驅除，迎接健康好

運和五富臨門，這就是華人展望未來的心態和永恆不變的理想追求。 

 

春節不僅是世界上各國家地區華族的盛大節日，也是中國其他 38 個少數民

族共同歡渡的盛大節日。115顯而易見，世界上凡是有中國人或是華人的地方，最

傳統而又普遍的節日就是盡情揮灑地歡渡春節。春節是傳統中原人的節日和節

慶，與古代以農耕為主的節氣有莫大關係，積累長期經驗和不斷的實踐之下，約

定俗成而成為一個節日，並且在特定的時間點上所舉行的節日慶典。 

 

依華人傳統春節節俗文化字面意義而言，春節到底是屬於節氣、節日還是節

慶定義的日子呢？從下列有關節氣、節日與節慶的定義解釋中，可以分析討論之。 

 

第一節 節氣、節日與節慶的定義 

 

    一、    節氣的定義 

 

    節氣是中國古代曆法家根據中原一帶的地區氣候、寒暑變化、晝夜長短、日

影高低以及農時耕種等現實情況來推算，並且依循日月運行的軌道而訂定下來的

一種用來指導農事的曆法。商朝最初根據當時每年所循環出現的地理景觀而定下

春、夏、秋、冬四季天象；到了周朝，相應於地球自轉所形成日月的關係，結合

農耕觀念，而發展出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農耕

八節，又稱八位；秦漢時代，二十四節氣才被正式確立下來，並於公元前 104

                                                 
115

 中國 38 個少數民族：包括滿族、朝鮮族、赫哲族、蒙古族、達斡爾族、鄂溫克族 、鄂倫春

族、土族、裕固族、錫伯族、普米族、羌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傈族、納西族、景頗族、

阿昌族、怒族、苗族、布儂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壯族、瑤族、京族、黎族、佘族，以及部

份的回族、東鄉族、土家族 、毛南族、佤族、仫佬族、傣族和柯爾克孜族。參考陳連山著，〈春

節風俗的歷史淵源、社會功能和文化意義〉，收錄在中國民俗學會、北京民俗博物館編，《節日文

化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1，初版，頁 21-22；或參考高占祥主編，《中國民族節日

大全》，北京：知識出版社，1993.7，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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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漢朝官員鄧平、唐都、落下閎等奉漢武帝旨意編制《太初曆》，正式把二

十四節氣訂於曆法，明確了二十四節氣的天文位置。 

 

《史記．曆書》記載著： 

 

昔自在古，曆建正作於孟春……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無夭疫。116 

 

即指古代曆法家從觀察歷代的曆法中，傳授全年氣候寒暑變化的週期，故節

氣的制定就表示一年四季氣候變更的每一個時段。 

 

節氣的制定最早可以從殷人藉由立竿見影開始，把中午竿影最短的那天稱為

夏至，竿影最長的那天定為冬至；殷人從春秋二季裡，發現各有一天晝夜時間相

等，故將這兩個季節分為春分與秋分。但是一年之中的氣候變化太大，無法應付

全年農業生產的安排，因此根據《左傳》記載，在春秋時期即由一些曆法家陸續

增訂一些節氣，作為指導農事所需和農業發展，顯見節氣的變化與耕農活動以及

人們的起居生活始終聯繫密切。到了兩漢時期，二十四節氣名稱首見於西漢淮南

王劉安與其賓客所編撰的《淮南子．天文訓》中： 

 

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加十五

日指醜，則大寒，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

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

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

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加十日指辰，則穀雨，音

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

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

大呂。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鍾。加十五

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

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鍾。加十五日指

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

中繩，故曰秋分雷臧，蟄蟲北向，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

鍾。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蹄通之維，則秋分盡，故

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

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鍾。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

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

月為小刑，薺麥亭曆枯，冬生草木必死。117 

                                                 
116〔漢〕司馬遷撰、〔唐〕司馬貞等注，《史記三家注．曆書第四》卷二十六，中國古籍載錄

[http://guji.artx.cn/] 

117
 參閱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先秦兩漢的經典文獻：〔西漢〕淮南王劉安編撰，《淮南子．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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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天文訓》將二十四節氣作了完整記錄，今天，仍舊在民間沿用，

成為農事活動及人民出外旅遊時的主要依據。大致上，二十四節氣按其含義可以

劃分為四類：(1)表示寒暑變遷～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

冬至；(2)象徵氣溫變化～小暑、大暑、小寒、大寒；(3)反應降雨量～雨水、榖

雨、白露、霜降、小雪、大雪；(4)顯示農事活動～驚蟄、清明、小滿、芒種。118

按春、夏、秋、冬四季順序的排列即為：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

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

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二、    節日的定義 

 

節日在概念中，是按照曆法時序的排列所形成，最後約定俗成而表現在社會

習俗活動形式中，具有時間性的特徵和社會功能，同時亦帶有濃厚的風俗文化色

彩與人文因素，並且跟我們的生活環境和生活模式有著環環相扣的緊密關係。換

言之，節日就是一種文化的昭示和傳播，其活動形式豐富多姿，深具強化社會集

體意識和調節人際關係的作用。 

 

英國社會人類學家艾德蒙．利奇(Sir Edmund Ronald Leach)指出節日當中的

時間安排是一個很重要的功能因素： 

 

同一類型前後節日之間的間隔是一段『時期』。如果沒有節日，這類時期

就不會存在。119 

 

換言之： 

 

時間的規則性並不是大自然的一個內在部分，它是一個人為的概念。人為了

某些目的而把它投射到自己的環境之中。120
 

 

節日在西方就稱為慶祝日(festival)，是一個非常性的日子，出於特殊的原因

                                                                                                                                            

訓》，http://ctext.org/huainanzi/tian-wen-xun/zh 
118

 AEEA 天文教育資訊網，http://aeea.nmns.edu.tw/2002/0202/ap020227.html 
119

 英國社會人類學家艾德蒙．利奇(Sir Edmund Ronald Leach, 1910.11.7-1989.1.6)： 1966-1979

年擔任英國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總監，1972 年獲選為不列顚學院(British Academy)院士，並於 1975

年獲封騎士爵位。他將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 1908.11.28-2009.11.1)所建立

的一種結構主義適合於所有文化的普遍理論的思想引進英國社會人類學。參閱史宗主編《20 世

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艾德蒙．利奇著〈緬甸高地的政治制度〉(Political Sstems of Highland 

Burma)，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頁 501。 
120參閱史宗主編《20 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艾德蒙．利奇著〈緬甸高地的政治制度〉(Political 

Sstems of Highland Burma)，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頁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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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舉行的慶祝儀式，並且隨著人事和社會的變遷而被賦予神聖或是世俗意義。從

節日的性質來看，可以劃分為單一性質的習俗活動內容，或者是多元性質的活動

內容。譬如宗教性節日、紀念性節日、傳統性節日及社交娛樂性節日均意屬於單

一性質節日；多元性質的節日則除了具有國家性和地域性的差異之外，也深具民

族性、科學性或是政治性等，活動多姿多采，既有分散也有集中，而且節日的內

涵多蘊含著神話傳奇、民間習俗、歷史事件、英雄人物故事等等。 

 

中國文化傳播發展促進會副會長高志其121亦認為節日的形成，必須含括下列

的幾項條件： 

 

1. 基於物質生命、農耕播種以及日常生活等各種的需要，形成時令節氣的節日； 

 

2. 追溯生命的來源與永恆存在的精神需要，形成宗教信仰的節日。 

 

3. 恩思祖宗，彙集家族親情與社會凝聚力的需要、形成傳統文化的節日。122
 

 

相對分析而言，由多元種族組成的馬來西亞，所慶祝的傳統性宗教紀念日，

概括了基督教的復活節(Easter Day)
123、伊斯蘭教的哈芝節(Hari Raya Haji / Haji 

Celebration Day)
124與開齋節(Hari Raya Aidilfitri / Festival of fast breaking)

125、印度

教的大寶森節(Thaipusam Festival)
126及屠妖節(Deepavali Festival)

127、佛教的衛塞

                                                 
121

 高志其(1952.2-)：祖籍上海。中國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教育家高士其之子。現為中國科

學技術發展基金會高士其基金委員會秘書長及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副會長及辭賦家。 
122

 參見〈香港佛誕暨節日文化析─熱烈祝賀香港佛誕公眾假期十週年〉(上)，《香港佛教》月刊

576 期，香港：香港佛教聯合會，2008.5。http://www.hkbuddhist.org/magazine/576/576_main.html 
123

 復活節(Easter Day)：與猶太人的逾越節有關，用以紀念耶穌基督於公元 33 年被釘死後的第

三天復活，象徵重生與希望。定在每年春分月圓之後第一個星期日，為基督教徒重要節日之一。 
124

 哈芝節(Hari Raya Haji)：到穆罕默德出生地麥加朝聖是回教徒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哈芝節

則是回教徒前往回教聖地朝聖後隔天所舉行的宗教儀式，又稱為宰牲節或古爾邦節，定在伊斯蘭

曆每年的 12 月 10 日舉行。 
125

 開齋節(Hari Raya Aidilfitri)：按伊斯蘭教法規定，伊斯蘭教曆每年 9 月為齋戒月，每日拂曉前

至日落，禁止飲食和房事等。據伊斯蘭教經典記載，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在封齋滿月時，率

領穆斯林步行到郊外曠野舉行禮拜，穆罕默德沐浴後，著整潔服裝，散發菲吐爾即開齋錢，於是，

這一天就成為開齋日。 
126

 大寶森節(Thaipusam)：為泰米爾人所慶祝的一個印度節日，每年在泰米爾曆的第十個月之滿

月時舉行，即西元 1 月或 2 月份。傳說天神姆魯卡(Lord Muruga)在這一天從父親奇瓦大帝(Lord 

Shiva)手中承接大統，奇瓦大帝的門徒 Ibumban 此時亦受到神秘聲音指示，要登上一座名為

Pazhani 的高山上。Ibumban 與隨從們以扁擔两端，肩挑牛奶罐子登山，一路唱著讚美姆魯卡神

的曲子，以忘掉登山的辛勞。這些樂曲和肩扛牛奶罐的儀式，後來被稱為卡瓦迪(Kavadi)，意即

行動祭壇，此節日屬於懺悔及祈求願望實現的日子。 
127

 屠妖節(Deepavali)：直譯為排燈節，又稱為萬燈節、，是印度教「以光明驅走黑暗，以善良

戰勝邪惡」的節日。相傳世界被妖魔所擾，天神下凡降魔，降魔後，大地女神為天神誕下一名兒

子 Narakasura，竟成為邪惡魔王，強迫凡間百姓不准點燈。天神 Krishna 應百姓要求與邪惡魔王

Narakasura 展開下邪大戰，把 Narakasura 殺死，為民除害，百姓遂點燈慶祝，也代表了復活和歡

聚時刻。每年印度曆八月(天蠍宮)裡的第 15 個滿月日，即西元 10 月下旬或 11 月上旬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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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Vesak Day/ Buddha Day)
128等等。其中也含括了地方區域性的宗教信仰慶典或

節日慶祝，譬如檳榔嶼的九皇誕129、慶贊中元盂蘭勝會(見註 98)及檳榔嶼華僑抗

戰殉職機工罹難同胞紀念日130等。 

 

國際兒童節131、國際三八婦女節132、國際母親節133、華人清明節134與國慶

日則是源於對某人或某事件的紀念；北美洲的萬聖節135、愚人節136和情人節137等

                                                 
128

 衛塞節(Vesak)：Vesak 是斯里蘭卡僧伽羅語語，源於巴利文「Visakha」。南傳佛教傳統紀念佛

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祖誕生、成道、浬槃的節日。每年根據曆法而定於五月的月圓之日舉行。 
129

 檳榔嶼「九皇誕」，相傳是反清復明志士在南洋地區如馬來西亞北部檳榔嶼和泰國南部普吉島

一帶召開秘密會議時，消息走漏，回返清帝國時，遭埋伏在岸上的清兵當場圍捕九人，並且即時

行刑，身首異處。人民為了紀念這批壯烈的犧牲者，就定於農曆初一至初九，穿上白衣褲守喪，

並茹素九日。後來相沿成俗。 
130

 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罹難同胞紀念日：是二戰後由華人自己修建的紀念碑，從 1946 年開

工，不斷修葺，將一千餘具從各處荒塚挖掘出來的罹難同胞骨骸焚化後，安葬在碑底，一直到

1951 年 11 月 11 日上午 11 點才正式舉行紀念碑落成典禮，並刻上碑文。從此，每年此時此刻都

由當地華社人士在碑前敬獻鮮花，紀念犧牲的反法西斯戰士和罹難華人的亡靈。紀念碑建立在升

旗山與鶴山交界的山坡上。  
131

 國際兒童節：為保障全世界兒童的生存權，保健權和受教育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販子對兒

童的虐殺和毒害。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於 1949.11 在莫斯科召開並議決每年 6 月 1 日定為國際兒

際節。 
132

 三八婦女節：標示平反女性書寫歷史的故事。古希臘的 Lysistrata 為阻止戰爭漫延，首先發難

與男性對立的性別鬥爭，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市女性凡爾賽的大遊行中以「自由、平等、友愛」

的口號要求女性參政權。1910 年，社會主義國際(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於哥本哈根聚會，決

議制定「國際婦女節」，1917 年後，為婦女拓展了新的面向。參考聯合國國際婦女節(United Nati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133

 母親節：古代希臘人和羅馬人都會舉行「春季節日」表達對「母親神」(泛指女性神)的崇敬。

中古世紀的英國在仲四旬齋假日(Mid-Lent Sunday,紀念耶穌在荒郊，舉行絕食齋戒徎懺的宗教活

動，時間約在每年二月底至四月初)的第四個星期日，孩子必須帶著禮物回家送給媽媽，即所謂

的「母親日」。後來，美國人賈薇絲太太(Anna Rees Jarvis)在西維吉尼亞州(West Virgirna)的葛瑞

佛頓(Grafton)小鎮，籌組一個委員會，贊助「母親友誼日」的活動。她逝世後，一直非常敬愛她

的女兒安娜瑪莉賈藢絲(Anna Mary Jarvis)，為紀念母親和延續母親的理想，因此組織一個母親節

委員會，並與朋友展開大規模投書運動(letter-writing campaign)尋求當時具有深度影響力的部會

首長、商人與國會議員的支持，上書要求國會制定一個全國性母親節，最後成功創立這個國際性

節日，用來肯定全世界母親們的貢獻及所有對社會有過貢獻的女性。 
134

 清明節：二十四節氣之一，根據曆算定在每年冬至過後，即春分第十五日，進行全家掃墓和

郊外踏青的活動。西周之時已有祭墓之俗，至唐普及貴族士庶，為慎終追遠和追根思源的節日，

馬來西亞華人根據特定的風俗活動將清明節定在每年四月五日，華人都會在清明節前後一週祀祖

掃墓。今天，民間在清明時節春遊、踏青、植樹和插柳等習俗卻已經式微，不再普及。 
135

 萬聖節(Halloween)：為西洋鬼節，源於天主教教會，即指 11 月 1 日諸聖節(All Saints Day／

All Hallows Day)前夕(10 月 31 日)，諸聖節是紀念所有被教會冊封的聖人及立為聖人卻未被封聖

的教徒。萬聖節前夕是塞爾特族人(Celtic tribe)的年度豐收祭典，象徵著一年的結束與新一年的

開始。傳說，塞爾特族人相信萬聖節前夕是惡靈力量最強大的一晚，所有時空法則都會失效，使

得陰陽兩界合而為一，是遊魂出沒找替死鬼的日子，因此，為了躲避成為遊魂的目標，就會把自

己打扮成鬼怪，讓鬼怪無法分別而躲過劫難。11 月 2 日則為追思亡靈的萬靈節(All Souls Day)。 
136

 愚人節(April Fool’s Day)：也叫「萬愚節」。起源於歐洲，相傳在 1564 年，法國採用新曆法，

將元旦從 4 月 1 日改為 1 月 1 日，由於舊曆法延用已久，一些守舊派反對改革，依然按照舊曆法

在 4 月 1 日慶祝新年，贈送禮物，改革派亦在當天給守舊派送假禮物、邀請他們參與假宴會，趁

機愚弄一番，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個捉弄人的「四月惡作劇」節日。據英國歷史學考證，「愚人

節」起源於印度佛教「到達彼岸」之語。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記載，「愚人節」是 15 世紀宗教革命

之後才出現的一個說謊節日，當時西班牙王腓力二世曾建立一個「異端裁判所」，只要是非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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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則充滿了歡樂的社交娛樂節日，而日本的櫻花節138也具有賞花、郊遊、踏青、

交誼、親子和同歡共樂的樂趣。世界著名科學家牛頓139、達爾文140、愛因斯坦141，

以及各類著名科學家的誕辰日或逝世日，也成為重大科學發明的紀念日；甚至關

注社會弱勢群體的也有成立國際聾人節142、世界愛滋病日143等；最引人關注現代

生態環境的亦有世界地球日144、世界紅十字與紅新月日145等等。 

                                                                                                                                            
教徒就因被視為異端份子，在每年 4 月 1 日處以死刑，令臣民感到非常恐慌，只好互相說說小謊

取笑為樂，以沖淡對統治者的恐懼與憎恨。更有人相傳上帝以洪水毀滅世界，只留下亞當(Adam)

第三個兒子塞特(Seth)的後代子孫挪亞(Noah)，建造了一艘大船保全了一家大小和各種動物的生

命，當洪水稍退，挪亞放出一隻白鴿，尋覓陸地，這天正是 4 月 1 日，後人認為在這一天讓鴿子

徒勞，幹毫無意義的事，實在是有夠愚蠢的行為。根據古羅馬殘籍記載，羅馬每年四月初都舉行

「蔓薑會」，主宰之神宙斯(Zeus)與黎明女神伊厄斯(Eos)所生的女兒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在極

樂園採摘水仙花時，遇見冥府王普路托(Plūtō)，兩人一見鍾情，普路托便娶珀耳塞福涅為妻，並

差使地府的鬼怪發嗤嗤的笑聲唬弄伊厄斯，最後為伊厄斯循聲識破，因此每年這一天也稱為愚人

節。至於愚人節與古羅馬的嬉樂節(Hilaria, 3 月 25 日)和印度的胡里節(Holi, 到 3 月 31 日為止)

有相似之處，在時間選擇上與「春分」(3 月 21 日）有關，這時候的天氣變化無常，恰似大白然

在愚弄人類。 
137

 情人節(Valentine’s Day)：2 月 14 日。有三個版本：(1)追朔到西元三世紀的羅馬暴君 Claudius，

因為內外戰爭頻繁，強迫境內到達指定年齡的男子都得入伍作戰，並且不准舉行婚禮，以防無心

戰鬥，引起人民怨怒。當時有一位叫華倫泰(Valentine)的修士不忍見到情侶被迫分離，決定為有

情人秘密主持上帝的婚禮，結果消息走漏，華倫泰被捕而且處以極刑，遺體被悲傷的人們安葬在

羅馬聖普拉大教堂，為了感念華倫泰通敢抗爭的精神，將其逝世日公元 270 年 2 月 14 日定為紀

念日，用以象徵每個人都應該勇敢追求愛情。(2)羅馬神話中的眾神天后朱諾(Juno)為婦女和婚姻

守護神。那時少年男女的生活是被嚴格分開的，少女們都會在約娜女神的紀念日上將寫好的情書

投入一個大缸內，讓少男們以抽簽方式各自挑選出一封情書，然後對寫下那封情書的少女展開追

求。這種習俗延續至 18 世紀才廢除，改由約會相見方式作選擇，後人遂將此日就定為情人節。

(3)中世紀的歐洲人相信 2 月 14 日是鳥兒交配的季節。教皇於公元 498 年宣佈 2 月 14 日為情人

節。” The Origins of  Valentine’s Day” by Melissa, English Coaching(Teens),  2003.08, p.20-21. 
138

 櫻花節(Cherry Blossom Festival )：是日本每年 3 月 15 日-4 月 15 日舉行的節日，日本民眾認

為櫻花具有高雅、剛勁，清秀質樸和獨立的精神，象徵勤勞、勇敢和智慧。源自於 1912 年，東

京市長贈送 3,000 株櫻花樹予美國首都華盛頓作為和平的象徵。華盛頓一些民間團體發起第一屆

櫻花節活動，之後就成了一年一度的盛會。 
139

 牛頓(Sir Isaac Newton,1643.1.4-1727.3.31)：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數學家和天文學家，誕生於

英格蘭林肯郡的小鎮烏爾斯索普的農家。被公認為 18 世紀以來，最偉大的近代科學家，創立動

力學和萬有引力理論，也發明微積分。他的研究成果改變人類對宇宙的看法。 
140

 達爾文(Charles Darwin,1809.2.12-1882.4.19)：英國博物學家，進化論奠基人。出生於英國施魯

斯伯裡，祖父和父親都是當地名醫。 
141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3.14-1955.4.18)：美籍德國猶太裔理論物理學家，現代物理學

奠基人，創立相對論。1921 年獲諾具爾物理學獎，1999 年被美國《時代週刊》評選為「世紀偉

人」。 
142

 國際聾人節：1957 年，世界聾人聯合會根據歐洲各國聾人組織的倡議，制定 1958.9.28 為第

一個國際聾人節，並規定以後每年 9 月第四個星期日為國際聾人節。其意義在於對社會進行宣

傳，引起社會對聾人工作的重視，提高聾人的社會地位。 
143

 國際愛滋病日：1981 年 12 月 1 日第一個愛滋病病例被診斷出來，此日被定為國際愛病日，

旨在提高公眾對 HIV 病毒引起的愛滋病在全球傳播的意識。愛滋病日的概念來源於 1988 年，由

全球衛生部長在關於愛滋病預防計劃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f  Ministers of  Health on 

Programmes for AIDS Prevention)上提出的，被全球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慈善機構。自世界愛滋

病日設立以來，每年都有一個明確主題。 
144

 世界地球日：每定 4 月 22 日為世界地球日。地球日源於 1970 年，由美國威斯康辛州兩名參

議員發起，吸引大批美國民眾上街頭，遊說國會議員通過環境生態法案。到了 1990 年，逾 141

個家共兩億人參與國際地球日，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宣傳和實踐環境保護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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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於華人傳統習俗性的節日就更多了，根據二十四節氣制定的華人傳統節

日除了農曆春節和元宵節146、還包括了西曆四月五日掃墓祭祖的清明節、其中兼

併了農曆三月的寒食節147、五月初五端午節148吃粽子和龍舟競渡、農曆七月的慶

贊中元盂蘭勝會149敬神祀祖祭無主孤魂、七月七夕的乞巧節150祈求好姻緣、八

月十五慶中秋151、九月初九重陽節152、以及冬至節153、臘八節154、送灶節155等等，

                                                                                                                                            
145

 世界紅十字與紅新月日(World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Day)：每年 5 月 8 日，是紅十字會

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以及 185 個國家和地區的分會共同紀念日，以表示紅

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的國際性以及紅十字與紅新月人道工作不分種族、宗教及政治見解的特性。自

1961 年以後，國際紅十字和紅新月聯合會秘書處還結合其工作重點，歷年提出世界紅十字日的

活動主題。 
146

 元宵節：是農曆新年第一個月圓之夜，象徵春天的到來，人民吃元宵、賞花燈，猜燈謎，以

示慶祝。 
147

 寒食節：南朝梁人宗懍的《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

火三日，造餳大麥粥。」寒食節曆合在清明前二日。《通俗編》卷三十七引〈汝南先賢傳〉：「介

子推以三月三日自燔，後成禁火之俗。」《韓詩外傳》卷十：「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

以食重耳，然後能行。」《莊子雜篇．盜跖》第二十九也記載：「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

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燒死。」因此，寒食節便成了紀念介子推，和禁火吃冷食

的日子，後來增添了掃墓和郊遊習俗，並且向清明節轉化。據《唐會要》記載在大歷十二年二月

十五日，朝廷敕令：「自今以後，寒食同清明。」 
148

 端午節：又稱天中節，古人稱農曆五月為「惡月」或「百毒月」，天氣炎熱，農曆五月天氣炎

熱，蚊蟲活躍，瘟疫漸多，五月初五端午節時陽光尤其熾熱，百毒齊出，因此古人用天中五瑞，

即五種植物：菖蒲、艾草、石榴花、蒜頭和山丹來驅邪避惡求平安，並且喝雄黃酒消除疫病。端

午吃粽子和划龍舟風俗，源自楚國大夫屈原因愛國而投江自殺，民眾怕屈原屍體被魚、蝦吃掉，

因此用竹筒裝好米食划小舟到江心投入江中餵食魚蝦，衍化成今日的包粽子和划龍舟民俗活動。 
149

 慶贊中元盂蘭勝會：每逢農曆七月初一到三十日中元節，檳榔嶼各街區依照俗例分別在各社

區設壇超度陰間亡魂，演戲酬神，祈求合境平安，稱為「普渡」。七十年代初期，檳榔嶼華人社

會因應需求終於成立「檳城州中元聯合會」，舉行普渡儀式和演戲酬之外，更致力為華文教育與

社會公益事業籌款，發揚合力自助精神，關懷族群和弱勢團體，以面對當前的各種挑戰。 
150

 乞巧節：又稱七夕節或七巧節，又稱七姐誕或女兒節，也是華人的情人節，為華人地區及東

南亞一帶華人所慶祝的傳統節日之一，源自於漢代牛郎織女的神話傳說。東漢應劭的《風俗通》

記載：「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西漢劉歆的筆記小說集《西京雜記》也記載：「漢彩女常

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以習之。」南朝梁人宗懔的《荊楚歲時記》亦載：「七月七日，

為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針，或陳幾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有

喜子網於瓜上。則以為符應。」北宋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云：「婦女望月穿針，或以小蜘蛛

安合子內，次日看之，若網圓正，謂之得巧。」姑娘們在七夕進行各種空針引線驗巧，先完者為

得巧，遲完者謂之輸巧，各出資以贈得巧者。 
151

 中秋節：以嫦娥奔月的神話傳說最為有名。相傳中秋節源自於古代祭祀月神禮儀，後來八月

十五中秋節到唐朝初年才成為固定節日，盛行於宋朝，至明清時成為華人傳統主要節日之一。中

秋節祭月必備應景食物月餅，月餅象徵團圓，相傳元朝蒙古人統治中原人，中原人起義抗元時，

由劉伯溫想出計謀散佈民間將發生瘟疫的流言，要人民於中秋節買月餅來吃以避禍，通過月餅內

餡藏著「八月十五夜殺韃子」，一舉推翻元朝。 
152

 重陽節：農曆九月初九，稱為「重九」，九是陽數，固重九又稱為「重陽」。相傳東漢時桓景

向費長房學習修仙術，一天費長房警告桓景在九月初九家裡會發生大災難，要費氏家人都縫製布

囊代裝上茱萸，帶在身邊，同時爬到高山上飲菊花酒避難，傍晚下山回家，果然家中禽畜皆暴斃，

於是重陽日因此成為習俗，重陽節登高，飲菊花酒，配掛茱萸，有消災避厄功效。。 
153

 冬至節：冬至被古代視為一個較大節日，俗稱「冬節」、「長至節」、「亞歲」等。冬至迦節源

於漢代，漢朝官府舉行「賀冬」儀式，《清嘉錄》甚至記載「冬至大如年」之說，因此冬至節裡

有祭天祭祖、吃湯圓、吃餃子、吃餛飩的習俗。 
154

 臘八節：臘月是年歲之終，十二月初八，煮臘八粥祭祀祖先和五谷之神，祈求豐收、吉祥和

避邪。先秦時期，都是視為年節來過的，到了南北朝時期才將日子定下來。相傳這一天也是釋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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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社交娛樂、孝親敬老的精神和現實生活的風俗習慣。所有一切節日的舉行都

予以人們無盡的想像和對前景充滿期瞻性，並且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與作用。 

 

馬來西亞華人主要的傳統民俗節日除了春節和元宵節之外，也包括了清明

節、端午節、中元節、中秋節、重陽節、冬至節、臘八節和送灶節等。自從美國

飛行員阿姆斯壯(Neil Alden Armstrong, 1930.8.5－)、奧爾德林(Buzz Aldrin, 

1930.1.20－)和柯林斯(Michael Collins, 1930.10.31－)於 1969 年 7 月 16 日乘「阿

波羅─11」宇宙飛船登陸月球表面之後，確實把許多華人的對嫦娥的美麗想像徹

底粉碎了，也使到中秋節的拜月儀式一度變得不熱鬧和式微，許多華人都因為不

想讓人譏諷為迷信而不再祭祀月神，但又不希望傳統中秋節日就此劃上休止符，

因此都會保留中秋節賞月的雅興，在佳節裡與親友互贈月餅聯絡情誼，並且邀請

親友一起聚餐賞月。至於七月中元節和九月九皇誕反而成了檳榔嶼極具特殊意義

以及富有地區代表性的盛大節日。 

 

    三、    節慶的定義 

 

所謂節慶，是人類長期歷史積澱和長期文化凝聚的結果，也是人類為適應生

產和生活的需要而創造的一種文化現象。昆斯蘭大學(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

國際旅遊科學院院士唐納．蓋茨教授(Dr.Donald Getz.)在其著作有關節慶旅遊的

專書“Festivals, Special Events, and Tourism”中，提出節慶的主要特徵為： 

 

1. 開放給一般大眾觀看。 

2. 主要目的是為了慶祝或呈現一個特殊的主題。 

3. 通常一年舉辦一、兩次或數年舉辦一次。 

4. 具有事先預定的舉辦期間。 

5. 不擁有永久、固定的硬體建築結構。 

6. 其節目通常由幾項個別的活動組成。 

7. 活動舉辦的地點在當地同一個區域範圍。156
 

 

或為慶祝某一事件，或為紀念某一人物，創立了各種各樣的節日，開放吸引

民眾參與，因而產生節慶，節慶活動內容含有傳統文化、歷史、物產，甚至是民

                                                                                                                                            
牟尼佛成道之日，各寺廟都非常重視這佛教臘八節。，。 
155

 送灶節：是春節民俗。臘月二十三(北方)或二十四(南方)祭祀灶王爺，送灶王爺上天向玉皇大

帝稟報人間善惡，讓玉皇大帝賞罰。灶王爺又尊稱為司命菩蕯或灶君司命，傳說為玉皇大帝封財

的「九天東廚司命灶王府君」，是人間的監察神，平常留在家中保護和監察家中各員的行為。送

灶神上天時，在灶王爺的桌案上供放糖果，並為灶王爺的坐騎準備清水、料豆、秣草，送神時，

把糖果用火融化塗在灶王爺嘴巴上，請灶王爺對玉皇進好言。 
156

 唐納．蓋茨(Donald Getz)著，《Festivals, special events and tourism》，Van Nostrand Reinhold , 

1991, P45-46. 作者主要是從節慶內容和具體表現形式兩方面來組織節慶，同時從組織者、遊客

體驗和社區等不同角度對節慶旅遊的開發而展開綜合性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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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風俗，因此，節慶的舉辦就成為民間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而且其價值面

是趨向社會整體性的。由於節慶期間聚合了比平時更多的人流、物流、現金流、

資訊流和技術流，所以形成一種巨大商機，並且逐漸呈現出偏重物質性，忽略精

神性以及偏重傳承性，忽略創新性的兩大特質，跟原來風俗習慣已略有偏差。157

但是，從另一個層面來觀察，多元化的社會生活變化、市場開放和人民的需求，

使得節慶隨著生活節湊平添了不少新鮮和刺激的趣味，使得各種節慶活動愈舉辦

愈盛大，以期能塑造出更加歡愉熱鬧的氣氛，展現出原來的文化底蘊和實質意

義，甚至結合當地文化氣質與風格塑造出獨特節慶文化特色。 

 

四、 傳統春節的節俗定義 

 

古民按照二十四節氣的變化，與春生夏長的農耕活動以及古民的起居生活形

態始終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並從傳統的生活方式進入現代的生活方式，農耕活動

依然根據每一個不同季節的寒暑變遷、氣溫變化、降雨量多寡來進行，構成自然

界春播夏耕秋收冬藏的規律，轉化為習俗的自律，而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按照著曆

法時序的排列自覺地與天地共陰陽。 

 

具有時間性特徵和社會功能性的習俗活動，深具強化社會集體意識的作用，

跟我們的生活環境緊密結合形成一套人文社會生活模式，隨著歷史文化的進程和

社會結構的變化，在日常生活的物質生命和精神需求下，被賦予許多神話傳說、

民間故事或是歷史事件作強調性的演繹，在時間意識的自覺和曆法時序的制定

下，在個人和群體約定俗成的認同之中，歲時民俗自然生成並形成節日。 

 

無論華人移民到海外的任何地區，但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歲時節日就會隨

著族群在特定且固定的時間中舉行集體性、禮儀性或是習慣性活動，並且根據以

一年為時間的循環周期和四季更替的自然節律進行重覆性的節慶儀式，為多元化

社會生活增添許多文化氣質與實質意義。譬如辭舊迎新的春節，就是處於時間轉

折點上的歲時民俗活動，在各地華人同歡共慶的集體活動中，肯定認同這是一個

具特定紀念性意義的節日慶點。 

 

春節從節氣的物候變化、時令順序的發展，形成一種具有規律性活動和特定

紀念性意義的節日，歷經長期的經驗累積與規律化發展，最後約定俗成為這個風

俗活動掀起節慶儀式活動，並寄予更豐沛紥實的內容，使華人新春過年匯集了節

氣習性、節日形態和節慶內容於一體的多樣化面貌。 

 

                                                 
157

 文化產業專家顏建國認為臺灣的節慶活動，呈現出兩大特質：一是偏重物質性，忽略精神性；

二是偏重傳承性，忽略創新性。他說，那些精神性的節慶更能代表一個民族的文化個性與文化人

格，也更能打出一個民族的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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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檳楖嶼華人民俗文化 

 

一、   節慶習俗與文明智慧 

 

根據《通勝》158的載錄，華人全年的傳統節日中最少包含了九大節日、二十

四個節氣和一百四十多個節誕慶典，是世界上擁有節日最多的一個族群之一。 

 

先賢隨著季節更迭、時間和物候轉移，且因應地理環境，代代相傳、歲歲相

因，憑藉著長期累積的智慧和濃縮起來的生活情趣，開展具有特定主題的風俗和

紀念意義的社區活動日，而形成節日及慶典。華人極重人情味，把和諧的人際關

係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倫理秩序體現於形形式式的

節慶風俗之中。 

 

中國古代以農耕作為立國之本，是人民賴以營生的主要命脈。春節習俗自漢

魏形成以後，經歷了歲月的衝擊和研磨，仍然保持著傳統的核心觀念，只是在節

俗的環節上隨著社會生活步調的衍變而趨向細節化的更易，在內容和操作上亦有

所增減和創新，尤其是海外華人在慶祝傳統春節習俗文化上，為了適應自身所居

住的環境和當地的人文氣息及政治氛圍而發生轉化現象。另一方面，為了帶動國

內的經濟商機和加強休閒娛樂活動，以促進社會繁榮，於是族群習俗文化遂蛻化

形成一股有助推動當地觀光特色的慶典，並且大舉慶祝，把佳節的慶典活動和儀

式重新調整，使這個普天同慶的傳統春節突顯出更是多元融通和更加世俗化。從

檳榔嶼華人慶祝傳統新春佳節習俗文化的活動和儀式上，反映出其人文特徵、民

俗性及傾向經濟利益上的重要變化。 

 

春節是歲時節令中意義最深遠且重大的，自臘月即十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

日的送神上天向玉皇大帝報告民間善惡讓玉帝獎懲開始，家家戶戶的華人家庭就

忙著籌備大小事務來迎接新年的到來。新春節慶的歡樂氣氛從臘月開始就一直維

持到正月十五元宵節為止，才算是渡過一個完整「新年」的迎送儀式。 

 

馬來西亞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不同宗教的寺廟、道觀、教堂到處林

立，尤其是華人居多的檳榔嶼，大小佛堂、寺院、廟宇、道場、寶塔散居各角落，

與天主教堂、基督教會、印度廟、清真寺共同規律性地各自發展，互相媲美，各

                                                 
158

 通勝：又稱農民曆。相傳由黃帝創制，就故稱黃曆。粵語地區俗稱為通書，因「書」與「輸」

同音，因避忌故又名通勝。主要內容為二十四節氣的日曆表，指導農耕活動以及擇日宜忌事項、

有婚姻相關通書術語、計算婚配、建築搬遷術語，生肖運程、甚至生活起居及儀式慶典、祭祀、

安葬、祈福、開光、入殮、破土、栽種、開市、移柩、交易、訂立各種契約買賣的立卷、求嗣、

購物、進貨、收帳、收租、討債、貸款、五榖入等納財之事、修墳和掛匾等各方面。古時由欽天

監計算頒訂，因此又稱皇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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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特色。 無論是馬來西亞的馬來族、華族、淡米爾族、西歐族、甚至是混血族

等都各自擁有本族的年曆、傳統節慶習俗文化和新年，並且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民

俗風氣和宗教文化。人類學博士龔浩群159認為這些節日所選定的特殊日期以及節

日主題和形式，一般上都與過去的某個人物或事件相關，因此，節日通常是回味

過去的重要方式。換言之，節日在實質上的循環往復足以喚起過去的歷史足跡然

後轉化到當下活動中的完整性過程。 

 

節日所舉行的慶典儀式則都具有獨特的的意義，尤其是強烈地呈現出一個民

族的根源和表達了一個族群歷史及文化的延續性，同時也與一個悠久文明的民族

命運息息相關。因此，節日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表現形式被賦予了新的價值觀，

融合了過去的歷史與現代現實社會的人文關係，協調了國家與社會的機制融通關

係，通過節日文化慶典儀式上的祝福，強化族群的信心意念，並且維繫一個族群

對原始鄉土的情結和內部凝聚力，同時也從節日慶典中突顯出族群對家庭、社會

和國家的認同感與核心價值的定位。 

 

來自世界各形各色的移民族群無論是在何種情況下流散到馬來西亞國土上 

定居下來的，莫不關懷自身文化根源的流傳，避免原鄉的傳統習俗節慶隨著遷 

移到海外逐漸淡化而消失，因此在遷居之後，都會在居住的環境裡主動結合當地

風俗文化，並透過在地化能量，配合傳統族群的節慶，體會先民流傳下來的智慧

和鄉土情操，將自身文化的根蒂落實移植到當地的人文生活中，培養出適合本土

化的多元文化素養。 

 

二、 檳榔嶼節慶文化發展與華人民俗 

 

    檳榔嶼各民族的主要節日慶典，記錄著每一個民族的原始祖先在自然環境

中，所經歷過的各種神奇遭遇和披荊斬棘的無畏冒險精神。各民族的原始祖先以

高度的文明智慧見證了歷史歲月的進展、並且通過反映了他們的生所流傳的古老

神奇傳說、創世神話或民間故事等都在證明著活習俗和民族性。觀察和體會檳榔

嶼的巫、華、印、西歐與混血族群所舉行的本族民俗節日慶典儀式，足以讓人驚

歎檳榔嶼民族文化是多麼的異采紛呈。 

 

檳榔嶼的華人所慶祝的歲時民俗及其他民間宗教信仰的神明節慶，其中包括

了農曆新春除夕和元旦春節、正月十五元宵節、公元四月五日的清明節、農曆四

月十五衛塞節、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農曆七月十四中元節、農曆八月十五中秋

節、農曆九月初九的九皇誕和重陽節等等。從農耕作息所衍生的春節活動和南傳

佛教傳統紀念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祖誕生、成道、涅槃的衛塞節慶祝儀式，是

                                                 
159

 龔浩群(1976.9-)：漢族，湖南人。民俗學碩士，人類學博士，現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

平洋研究所社會文化研究室助研。 



 

49 

 

屬於檳榔嶼公共假期之外，華人員工佔大部份的學校或私人職場也都可以視情況

而申請除夕、元宵節、清明節和中秋節等的特例假期。至於中元節和九皇誕，只

能申請私人假期。 

 

茲將 2012 年檳榔嶼的公共假期列下： 

 

馬來西亞州屬 日期 公共假期 

 

 

檳城 

Pulau Pinang 

 

 

 

1 月 1日（星期日） 元旦 

1 月 23日-24 日（星期一、二） 農曆新年 

2 月 5日（星期日） 默罕默德誕辰 

2 月 7日（星期二） 大寶森節 

5 月 1日（星期二） 勞動節 

5 月 5日（星期六） 衛塞節 

6 月 2日（星期六） 最高元首誕辰 

7 月 7日（星期六） 世界文化遺產日 

7 月 14日（星期六） 州元首誕辰 

8 月 6日（星期一） 可蘭經降世日 

*8 月 19-20日（星期日、一） 開齋節 

8 月 31日（星期三） 國慶日 

9 月 16日（星期五） 馬來西亞成立日 

*10 月 26日（星期五） 哈芝節 

11 月 13日（星期二） 屠妖節 

11 月 15日（星期四） 回曆新年 

12 月 25日（星期二） 耶誕節 

 

【*按伊斯蘭教法規定，根據伊期蘭教曆每年 9 月為齋戒月，凡成年健康的

穆斯林都應全月封齋，從每日拂曉前至日落，禁止飲食和房事。封齋至第 29 日，

如見新月，次日即為開齋節；如不見，則再封一日，共為 30 日，第二日為開齋

節，作為慶祝一個月齋功圓滿完成。*哈芝節落在伊期蘭教曆 12 月 10 日，穆斯

林完成去麥加朝覲的功課，男性從此被稱為哈芝，女性成為哈佳。當天穆斯林都

會到教堂祈禱，然後開放門戶迎接到訪的親友。】 

 

華人家庭的大人與小孩莫不期待農曆新春佳節的來臨，而且是各有所盼！對

華人而言，每一年的傳統春節習俗，都是以現實關懷和倫理秩序為重心，並且深

切感受到族群的歸屬感，呈現出濃厚的鄉土氣息與人情味，並且也散播著人們對

新年傳說的各種想像空間，通過新年慶典與活動，人們在面對未來挑戰時就會不

斷接收到「年」所釋放出來新訊息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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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除夕和春節的良辰吉日裡，我們對於「年」的概念和傳說，一直都會產

生疑惑，而且還會不停地思考年獸為何只選擇在除夕出現？「年」的本質是什麼？

為何每個除夕都得驅逐「年」而不一勞永逸的殺死牠？在追逐與驅趕「年」的過

程中是否蘊含或釋放著某種重要的意義或訊息呢？ 因此，此篇章將會展開探討

「年」是否應合理存在的事實。 

 

第三節  年的概念與傳說 

一、     年的概念 

 

百節年為首。年，就是從經驗累積中總結出來測定時間概念的計時單位。古

民在原始農耕社會中，經過長期的作息時間，終於掌握了四季循環交替的周期，

以利於農作物種植與收成，使到生活有所改善，也確定了農業豐收時的歡慶活動。 

 

關於「年」的傳說在中國流傳已逾千年的時間，而且代代相傳： 

 

傳說一  

 

  太古時候的一種怪獸，頭上長著觸角，十分凶猛，每到寒冬將盡，新春快

到之時，就要出來掠食噬人。人們為了防禦它，一到這時候，便聚在一起，燃

起篝火，投入一根根竹子，使其發出「劈劈啪啪」的爆裂聲，嚇「年」逃，一

夜過去，天明大家平安無事，於是高高興興互相祝賀，分享食物。這樣年復一

年，便形成一個歡樂的節日。160 

 

傳說二  

 

  傳說五千年以前，有一種野獸，長約二、三丈，高達數尺，口大有三尺，

性極兇惡，以動物為食，古人稱之為「年」。平常深居山林，夜晚即出動四處

覓食。每年冬季，野獸躲入洞穴冬眠，「年」只好往平地尋找人類或是家畜飽

餐一頓。經人類多方試探，發現年獸對紅色畏懼，便在住家門前貼上紅布或紅

紙條，嚇走年獸。慢慢地，又發現年獸怕光亮和響聲，於是終夜不眠地在家中

點起油燈，或燃燒竹子，利用火勢和竹子的爆破聲把牠嚇走。到了天亮，彼此

相安無事，就互相道賀，慶幸沒被年獸吃掉，因此相沿成俗。161 

 

根據華夏民族自古以來的口頭傳承敘述，說「年」本來就是一隻凶猛的怪獸，

                                                 
160

 楊永生編寫，《中外民間節日》，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1982.1，第 1 版，頁 6-7。 
161

 陳瑞隆編，《臺灣民間年節習俗》，臺南：世峰出版社，1998.7，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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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大年三十固定出現在人類的村莊，偷襲和傷害禽畜，因此，人類吸取教訓，發

現怪獸害怕紅色、火燄、亮光和響徹的聲音，因此冒險犯難，除了點燃火把，還

將火藥塞入爆竹裡，以猛烈火勢照耀得如同白晝的亮光，投擲爆竹的轟天聲響，

甚至鑼鼓喧天的嘈雜交錯聲來驅趕「年」，使人們生命財產不受損傷。 

 

每一個除夕，古人持之以恆地燃起火把，將村莊照耀得如同白晝，並且把爆

竹擲向怪獸，聲音響徹雲宵，家家戶戶還在大門口掛上一塊紅色的布料，要刻意

把來侵犯的「年」嚇走。為何古人總是在除夕夜裡驅逐「年」而不殺死牠呢？自

古以來，「年」在華人心目中份量到底有多重？ 

 

從「年」的傳說中，我們瞭解到嚴冬將盡，新春將來臨的時候，人們都要燃

燒爆竹，點亮火勢，著上紅衣裳，來驅趕「年」，當災害消失後，人們都會互相

道賀，並且慶祝平安。從現象層面來看，古民基於對大自然的無知，因此對於周

而復始的自然災害無法控制而感到恐懼，希望能通過一些手段來克服障礙。另一

方面，從心理層面而言，人們以日常生活中帶有喜慶和吉祥的鮮艷亮麗紅色、代

表光明和溫暖的火光、還有隱含著警惕意味的爆竹響聲，將人們美好的願望，在

積極的相互鼓勵之中獲得實現。因此，「年」的出現和消失，都會給予人們達到

心理上的滿足。 

 

華族先民自古以來即將「年獸」當作自然災害的化身，反映出本身一旦面對

逆境的困擾時，必須在神聖的時間和空間裡舉行儀式來把「年」跨過，以求獲得

心靈上的安寧、愉悅和解脫。「年」，確實在華人的心底成為一個永磨滅的形象，

尤其「年」在本質上的實用性、反覆性、融合性和改變性等，都與人民的生活方

式連環緊扣；換言之，「年」的形象，早已在華人的腦海中鑄成獨特而且永恆的

神性記憶。 

 

李豐楙教授認為： 

 

西方社會基於基督宗教的信仰及思維方式，常將社會生活以二分法區隔為

「聖／俗」，生命禮儀的通過也就如同宗教節日，乃是俗→聖→俗的通過儀式。

而漢人社會基於民族的神話、信仰，在文化思維上則形成「陰 S陽」相對的互

補模式，所以社會群體在生命禮儀上也依據這一思維，乃形成「常Ｓ非常」的

兩套服制。163 

 

舉行過年的慶典禮俗，是華人在踐行一個從常性的俗過渡到非常性的神聖時

                                                 
162

 紅葦著，《年的三副面孔：中國時間文化的前世今生》〈序言：年月日的文化史〉，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1，頁 1。作者認為把「年」作為漢民族的口頭傳說，相當真實地反映了

年在現實格這一方面的文化內容。 
163

 李豐楙著，《慶典禮俗》，臺北縣蘆洲市：空大，2011.8，初版 2 刷，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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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和空間的動作，使得生活在張與弛之道的均衡變化之中產生大智慧，為人生的

未來重新被賦予一個更鮮明的能量，以追求一個更寬闊的新視野。「張」是積極

奮發、努力不懈、全力以赴的；「弛」則是休養生息、調節放鬆、閒適悠遊的。

張弛之道的有機結合，成了生活之中互相調節身心的主要元素，使身心永遠都能

以最佳狀態面對人生每一階段的不同需求。 

 

Victor W. Turner 認為這種俗、聖二元思維方式的存在特點，是沒有實體指定

的，而且地點也不清晰和不確定，只是經由多種多樣的象徵手段在眾多的社會之

中表現出來，而且這些社會與文化的轉化都經由一個「儀式過程」(The Ritual 

Process)的處理，並發展為「交融狀態」(commumitas)之後，才能穩定的產生期

望值。164整個儀式需要通過後才恢復常態，重新界定當事人與他人之間的倫常關

係。當事人在通過儀式的舉行之後，身心都得到改變，被賦予了神聖成份和新的

生命能量。 

 

所以新春「過年」的慶祝儀式，就是一個人生新階段的生命關鍵期的轉化，

相對形成一股穩固的文化力量，作為華人集體文化的認同及內部凝聚的精神力，

支撐著華人時宜性的社會生活和生存方式。 

 

二、    年的三個面相 

 

「年」的傳說在長期歷史演變中，逐漸出現多樣化的面貌，並且在人們的生

活方式和環境變遷中呈現出其豐富多姿的文化內涵。「年」在各有所指、而又相

輔相成、相互關係之下，出現了三個面相。三個不同面相的「年」雖各具特性，

但卻都隱含了宇宙的自然規律，並通過外觀形式來表達大自然化育萬物的造化之

機，顯得神聖而且具超越現實的象徵性，讓人們自然溶入造化之機的律動節奏之

中，循環往復，年年與「年」的出現和消失相應相適，從中培養出人類越來越頑

強的生命感官知覺和力量，以應付世界的多端變化和啟發勇於挑戰未來的智慧。 

 

「年」的形象在華人思想裡具有非常獨特的神聖記憶。就像中國風水學裡的

四象「左青龍165、右白虎166、前朱雀167、後玄武168」、貔貅169、麒麟170等靈物，

                                                 
164

 Victor Turner 著，黃劍波、柳博贇譯，《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2007.4，第 2 次印刷，頁 95-97。 
165

 青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聖獸之一。根據五行學說，青龍蟠東，為東方神獸，色青碧，代

表春季。在中國二十八宿中，是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的總稱，具有避邪禳災、

聚財致富之神力。 
166

 白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聖獸之一，屬於戰神、殺代之神，具有避邪、禳災、祈豐、懲惡

揚善、發財致富等神力。根據五行學說，白虎踞西，為西方守護神，西方屬金，為白色，代表秋

季。在中國二十八宿中，是西方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的總稱。 
167

 朱雀：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聖獸之一。根據五行學說，朱雀峙南，在中國二十八宿中，是南

方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的總稱。朱雀一說是火鳳凰，是一種代表幸福的靈物，形

象是雞腦袋、燕子下巴、蛇頸、魚尾，身上有五色紋。朱為赤，南方屬火，代表夏季，具有從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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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相雖凶猛獨特，但卻是中華傳統文化中具有吉祥、富貴、幸福、長生不老意義

的神獸或圖騰物。在充滿神話思維的古人行為實踐中，驅趕圖騰物或殺死圖騰

物、甚至是吃掉牠或供奉牠，與古人的生存環境和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從神聖的

敘事傳說中，古人相信崇拜圖騰物或是有關圖騰象徵物，將會因此而獲得無限強

大的力量和無所畏懼的精神。 

 

著名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J. G. Frazer）171在其著作《金枝：巫術與宗教之

研究》（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一書中所言，位於羅

馬東南十六英里阿爾巴群山中的山谷內，周圍是阿里奇亞叢林，人民崇奉女神狄 

安娜及阿里奇亞神林。神林裡的祭司職位有著王的稱號，但是祭司本身也是一個

謀殺者，因為祭司職位的承襲制度是遞補者必需要把現任祭司殺死才能取代他的

地位，並獲得「林中之王」（Rex Nemorensis）的最高榮譽。172這顯示出古今人

類的思想和最初樸質的人生哲學，就是為了尋求更頑強的生命力。英雄或是圖騰

物在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具有不斷重生的力量，每一次的重生就會被賦予更強大

的力量，得以護佑信仰者產生一種新生體驗，意味著在嶄新開端的新生命裡，被

賦予了更頑強的生命活力。因此，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考察，驅逐「年」而不消

滅牠，讓牠在每個歲末的除夕出現，提醒人類要與時併進，不斷經歷「年」的嚴

峻考驗，讓人生永遠都充滿生機、活力和希望，在不斷變化的新環境中產生越來

越能適應變化的活動能力。 

 

「年」在漢人所編織的傳記故事中至少具有三種面向，第一種是「鼍龍」、

第二種是「植物神」、第三種是「雷神」。鼍龍、植物神、雷神三者合一，就化身

成民間傳說中的「年」。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紅葦(劉宏偉)認為： 

 

從神格上講，年是雷神；從現實格上講，年是鼍龍；從功能格上講，年是

植物神，因此成就了中國最隆重的傳統節日──過年。173 

 

                                                                                                                                            
里重生的特性。 
168

 玄武：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聖獸之一，形象是一種由龜和蛇合體的靈物，代表的季節是冬季。

根據五行學說，玄武拱北，在中國二十八宿中，是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的總

稱。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玄即黑、冥即陰，是對龜卜的形容。龜卜就是請龜到冥間去詣問祖先，

將簽案帶回陽間，以卜兆形式顯示給世人。玄冥是長生不老的象徵。 
169

 貔貅：傳說古代的貔貅生有單角和雙角，單角為貔，雄性，雙角為貅，雌性。又名天祿、辟

邪，為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招財瑞獸，龍頭、馬身、麒麟腳、尾毛捲鬃、長雙翼，無屁眼，錢

財只進不出，形狀似獅，兇猛威武，擅長鎮宅鎮煞。 
170

 麒麟：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獸，龍首、馬形、鹿狀、牛尾，背上有五彩紋，腹部有黃色

毛。麒有獨角，麟無角，口能吐火，聲如雷。相傳只出現在太平盛世或世有聖人時，祥瑞之徵。 
171

 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蘇格蘭人。著名英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和古典學

者。其著作《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著重研究原始人的宗教、巫術、儀式、心理等，以及它

們的教源，它們在人類思想方式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172

 參閱弗雷澤著，汪培基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臺北市：久大，1991，初版。 
173

 紅葦著，《年的三副面孔：中國時間文化的前世今生》，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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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在古代又被稱為鼍龍，軀體龐大、長相兇猛殘暴，具有強大殺傷力，屬

兩棲動物類，是水陸世界中的巨無霸之一，這可以從中國境內許多化石出土情況

得以證實。鱷魚是一種古老的爬行動物，經歷了地質史上的冰川期和各種巨大環

境變而僥倖生存下來，至少有一億多年的生存歷史，平均壽命長達一百五十歲，

時常在湖泊、河川、沼澤地帶和海岸邊出沒，具有超強的適應能力。中國在遠古

時期是一個水患多發的國家，是鱷魚棲息的主要起源地之一，因此中國境內生產

不同種類的鱷魚，而且非常普遍。174中國古民視鼍龍為大地之龍，「龍」在中國

神話中被視為神獸，具有呼風喚雨的能力，農民也藉由鼍龍的叫聲去預測每一個

季節的降雨量而耕耘稼種。 

 

另一方面，自古以來以農耕立國的中國，對於大自然四季更迭，春耕夏耘秋

收冬藏，陰雨陽晴滋養穀物的成長，都認為是植物神或是農業神的主宰。植物生

生不息的成長，成為耕農心靈深處的不朽信仰，帶給耕農無窮的希望，燃起人類

對一歲一枯榮的植物那死而復生的契機，通過植物神或農業神175轉化為「年獸」

的神話，試煉人們對前景的追求和旺盛生命力的發揮。再經植物神或農業神的啟

示，人們都會生生不息，傳宗接代的繁衍，象徵人類的永恆新生。 

 

至於漢代初年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民生社會經濟日趨繁榮，社會有序，人

民的生活情趣也逐漸培養起來，年終慶祝豐收，祭祀祖先庇護和感恩植物神讓植

物豐碩成長，於是年節活動終於形成，逐漸成為習俗，並且慶祝年節的儀式與活

動沿襲下來。漢代方術盛行，凡陰陽五行、五德終始、災異祥瑞的數術在帝王百

官和民間百姓之中廣泛流傳，所以，除舊迎新的年節更替，自然也把年節習俗與

驅妖除怪的巫術思維聯繫起來，認為天上神明尤如人間帝王和朝廷百官一樣，也

是各伺其職，各守其位。朝野都相信在天庭百官之中，尤以雷神176最具極大權威

性，能夠統轄萬物的消長，因此備受民間崇敬和膜拜。 

 

（一） 春天現身的鼍龍 

     

    華族自古以來對於動物產生崇拜，並將特定的動物神聖化，賦予牠宗教信仰

和巫術思維上的意義，加以祭祀或禁忌，其實是因為對於特定動物本身的神秘能

力有異於人類，由於害怕牠會帶來災難，而祈求避難消災。 

 

    王孝廉教授認為民間俗信中出現動物崇拜，首先是把這些特定的動物「擬人

化」，賦予牠們意志和思想，且擁有不死、再生、豐饒、多產等神秘力量，能夠

賜福或降禍於世間。這些特定動物被視為具有預知自然天候變化的神秘力量，可

                                                 
174

 可參考何新著，《諸神起源》，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頁 337-338。 
175

 植物神或農業神：即原始農業神杜宇，栽種百殼的炎帝神農氏和后稷，以及地母神。 
176

 雷神：掌風調雨順，滋潤萬物的生長，人民祈求雷神興雲致雨，以保豐收，是民間所崇拜的

正義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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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形象猙獰的猛獸、巨禽水怪；或是受人類恩寵，提供人類助力的家畜；又或

者是圖騰物或祖靈。177
 

 

鼍龍，即揚子鱷，在動物崇拜信仰中，是一種具有猙寧的外表和兇殘的個性，

而且力大無窮，是人類所畏懼接近的動物。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就指鼍龍為

「水蟲，佀蜥易，長丈所。178」 

 

晉人張華在《博物志》中卻把鼍龍歸類為「異魚」： 

 

  南海有鰐魚，狀似鼍，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179
 

 

徐珂《清稗類鈔．動物．鼍》形容牠的長相為： 

 

鼍，與鱷魚為近屬，俗稱鼍龍，又曰豬婆龍。長二丈餘，四足，背尾鱗甲，

俱似鱷魚，惟後足僅具半蹼。生於江湖。180 

 

《詩經、大雅、靈臺》第四章亦有記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181
 

 

鼍龍的皮可以用來製鼓，牠是中國特有的孑遺物種，產於安徽、浙江和江蘇

交界處，以及長江三角洲的腹心地帶長興等地，野生鼍龍目前被列為中國一級保

育類。 

 

在傳統宗教意識中，充滿了神秘色彩的龍，一直被華族視為能通天遁地，呼

風喚雨的神獸，但是神龍的形象卻一直是模糊的，古人相信龍是天上的神靈，能

福佑信仰者，所以對龍充滿敬畏和崇拜。為了趨吉避害，原始初民相信通過神秘

的超思然力量，可以與神靈溝通，獲得庇佑。鼍龍的出現開始被原始初民幻化為

龍的形象，並逐漸具有神獸的特徵。 

 

根據明代文人吳承恩的《西遊記》第九章回小說中描述182，鼍龍為涇河龍王

的第九個兒子，四海龍王的親外甥，母親難產去世，父親又因觸犯天條被斬，終

                                                 
177

 王孝廉著，《水與水神》，臺北：三民，1992，初版，頁 157-159。 
178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圈點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2002.8，再版，頁 686。 
179

 【晉】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博物志卷之三》，臺北：明文書局，1981.9，初

版，頁 38。 
180

 徐珂著，《清稗類鈔．動物．鼍》，中國基本古籍庫，2012.3.8。 
181

 斐普賢編著，《詩經評註讀本》(下)，臺北：三民，2006.6，重印二版一刷，頁 648。 
182

 吳承恩(1499-1582)：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府山陽縣(今江蘇淮安) 人。明代著名小說家，

其著作《西遊記》為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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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破人亡，寄養在四海龍王家裡。觀世音菩蕯為試煉唐僧，故向龍王商借鼍龍

執行任務。鼍龍變成艄公騙唐僧及八戒上船，然後將他們捉住要蒸煮來食之，最

後獲得孫悟空要求四海龍王派人把鼍龍打敗，解救了唐僧和八戒。 

 

明代文人凌濛初撰寫《初刻拍案驚奇》183中也有一段描述鼍龍的珍貴，書中 

敘說國朝成化年間，蘇州府長州縣閶門外有一人名叫文若虛，隨貨船抵達一荒島

拾獲一巨大龜殻，賣給波斯帝人瑪寶哈，波斯商人說： 

 

列位豈不聞說龍有九子乎？內有一種是鼉龍，其皮可以幔鼓，

聲聞百里，所以謂之鼉鼓。鼉龍萬歲，到底蛻下此殻成龍。此殻有

二十四肋，按天上二十四氣，每肋中間節內有大珠一顆。若是肋未

完全時節，成不得龍，蛻不得殻。也有生捉得他來，只好將皮幔鼓，

其肋中也未有東西。直待二十四肋完全，節節珠滿，然後蛻了此殻

變龍而去。故此是天然蛻下，氣候俱到，肋節俱完的，與生擒活捉、

壽數未滿的不同，所以有如此之大。這個東西，我們肚中雖曉得，

知他幾時蛻下？又在何處地方守得他着？殻不值錢，其珠皆有夜

光，乃無價寶也！」 184 

 

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者紅葦(劉宏偉)
185認為鼍龍是一種具有時間性的動物，標

誌著春天到來才現身的動物，其特徵是能在其身上體現出時間節奏和季節性的變

換，而且鱷魚可能是屬於某一族群的圖騰物，被命名為「年」，因此具有動物面

孔。186
 

 

現實中的鼍龍原本就是鼍龍故鄉最常見的動物，水陸兩棲，在水域邊掘穴而

居，時常張開血盆大嘴露出銳利的尖齒用以迫退互爭地盤挑釁者，是不能更動的

事實。長相醜陋的鼍龍是屬於淡水性動物，喜歡棲息在湖泊、沼澤地帶和亂草蓬

蒿的潮濕地帶，有時會誤入人類的村落，襲擊家禽家畜，還會壓損莊稼，被人類

視為有害的猛獸。 

 

鼍龍最怕忽冷忽熱的天氣，夏天大暑只能躲在河裡避暑，鮮少到處移動，而

且夏天氣候炎熱，很多動物都會沿著河岸尋覓水源喝水，所以是天掉下的食物，

成為鼍龍一飽口腹之慾的夏糧。鼍龍是冷血動物，在冬天就進入冬眠期，到了春

天就會覺醒，到處活動覓食，因此不免會誤入部落鄉村撕裂吞食村民所飼養的動

                                                 
183

 凌蒙初(1580-1644)：字玄房，號初成，别即空觀主人，凌家祖先世代為官。明代浙江烏程(今

吳興區織里鎭晟舍)人。文學家、小說家。著作《初刻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 
184

 參考翰林院網路書庫第 8 頁，

http://inspier.com/detial.php?id=36689&catid=7&catname=%E5%8F%A4%E5%85%B8%E5%B0%8F

%E8%AA%AA 
185

 紅葦：原名劉宏偉，復旦大學博士，近年來從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與傳播工作，現居上海。 
186

 紅葦著，《年的三副面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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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被發現後再經過鄉野村民以誇張的敘事方式繪聲繪影，就變成樣貌猙獰恐怖

的怪獸，因此，在村民的人生歷程中產生了極大的衝擊力。 

 

元朝詩人方回的〈學詩吟十首〉之八，就有提到鼍龍這種動物，可見牠存在

於當時是非常普遍的： 

 

我寓侍郎橋，夜枕聞五德。四更即不眠，東望逆曙色。 

南晲三茅閣，千燈破暗黑。百八仙林鐘，鼍龍吼其北。 

緊此倚闌人，四海誰我識。未能朱晦翁，鄉邦續道脉。 

猶當陸放翁，桐江刻詩集。
187
 

 

千百年來歷經敘事者不斷對怪獸或異獸賦以不同的形塑和想像，甚至寄寓意

義，再經過心靈轉化，愈見珍稀的鼍龍穿越時空，便遂漸轉化為含蘊著隱喻和象

徵的吉祥「年獸」，長期激勵著人類的精神奮發和命運自主，更代表著民眾經過

「年獸」的反覆試煉和挑戰之後，將會歷練出越來越堅強的應對實力、意志、勇

敢和無畏的自信，不斷地接受挑戰、體驗、改變、磨合、融通與適應，在新的時

空點上為人生創造出舒服美好的新生活。「年」就像一個測試官，循環不已地測

試炎黃子孫的毅力與智慧。在新年裡敲鑼打鼓，舞獅舞龍，都具有迎接吉祥的意

義。 

    

 （二） 植物神的歸返形式 

 

農業耕作自古以來便與人類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古人與植物生長的關係

非常密切。根據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解釋「年」的本義：「從禾千聲， ，

穀熟也。」故「年」與植物之間具有深度關係，並且具備了植物神或農業神的概

念。植物神也經歷了古人的「鞭春」、「打春」188和「咬春」189等的對待，具有「死

                                                 
187

 〔元〕方回著，《桐江續集》卷二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頁 325。 
188

 「鞭春」、「打春」：是中國東北地區立春節習俗。立春當日，人民用秣秸、彩紙扎成春牛，拂

曉前由一長者帶隊，男子抬春牛，婦女用綢縀結成春花戴頭上，孩子們則手執各式風箏，結隊走

向田野。等到日出，由帶隊長者手執春鞭，鞭打春牛，口唸頌詞：「一打風調雨順 ，二打地肥土

暄，三打三陽開泰，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榖豐登，六打六合同春。」鞭打完畢，抬春牛沿地壟

慢歩向前移動，走一段後，將春牛放在地上，拿鎬頭向正南方「農祥星」方位奮臂刨土，以示該

年農事活動己經開始。隨後將春牛焚化。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引《皇朝歲時雜記》也有記載：

「立春鞭牛訖，庶民雜還如堵。」可參考鄭傳寅、張健主編《中國民俗辭典》，香港：商務印書

館香港分館，1987 年，頁 236-237。據劉良壁乾隆七年重修灣府志上也有記載迎春和牛的儀式。

即在立春前一日，在城東郊外「春牛亭內」用泥士塑造一隻土牛和芒神，由地方官率部屬到春牛

旁祭拜，行三獻禮和頌讀祝文，典禮完成後，屬官和長官先後離開，春牛隨後迎到府縣的頭門外

供奉，土牛南向，芒神西向。立春日清晨，府縣官備生醴，縣品率領屬員，穿朝服前來祭拜，到

土牛前，司儀喊「鞭春」官員們依次用綵杖打土牛三，並祝：「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祿位高陞。」

鞭春儀式結束，民眾就會相爭來挖土牛的土，帶回家散佈在牛欄、豬欄，使六畜興旺，免受瘟疫。

可參考昌銳著，《歲時與神誕》臺北市：臺灣省立博物館，1991.6，頁 26-27。 
189

 「咬春」：舊時北京、天津等地方，立春日有吃春餅和生蘿蔔的習俗，稱為「咬春」。明．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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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復活」循環不已的模式，猶如「年」的被「驅趕─逃跑─重歸」的重覆循環

模式一樣，所以，「年」的另一個面貌就是掌管植物生長的植物神或農業神。 

 

這是一種原始思維形態，植物生生不息的成長，成為耕農心靈深處的不朽信

仰，帶給耕農無窮的希望，燃起人類對一歲一枯榮的植物那死而復生的契機，充

滿了旺盛的鬥志，克服了「死亡」的最大恐懼，通過「植物神／農業神」轉化為

「年獸」的神話，呈現了求生的崇高本能，每一年皆得通過「年獸」的試煉，肯

定方向，克服命運的挑戰，走向更美好的新日子。 

 

《華陽國志》記載了杜宇為原始農業神的人文背景， 

 

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曰杜主……迄今巴、蜀民農時先祀杜主君。
190 

 

杜宇時期相當於西周至春秋時期，傳說他本是天精，從天而墮，止朱提山後，

聚自江源井中出的女子朱利為妻，稱帝於蜀，教民務農，民甚愛戴。由於蜀地土

地肥沃富饒，為土地農業生產提供了有利條件，成都很早即成為水稻栽培中心，

從而豎立了杜宇農神的形象。 

 

各民族對於母性大神信仰也相當崇敬，認為母性大神也具有地母神身份，而

西王母的神格中就具有生殖神的色彩，與地母神概念相聯繫，山東省蒼山城前村

出土西王母畫像石，手中拿的就類似大麥的榖物，儼然就具備了農業神或是植物

神的特質。191
 

 

南朝梁蕭綺偽撰《拾遺記》記載炎帝神農的一則神話傳說。內容敘述有一隻

嘴啄裡銜著一株九穗禾苗的赤鳥，在空中飛過，穗上的榖粒墜到地面上，被炎帝

拾起來，種在田間，以後便長成高大的嘉禾。人若吃了，不但可以充饑，還可以

長生不老。 
192

 

  

《繹史》卷四引《帝王世紀》： 

 

  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遂耕而種之；作陶冶斤斧，耒耜鉏耨，以墾草莾，

                                                                                                                                            
若愚《酌中志．飲食好尚紀略》：「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曰咬春。」清．富察敦崇

《燕京歲時記．打春》：「是日（立春）富家多食春餅，婦女等多買蘿蔔而食之，曰「咬春」。可

參考在線漢語詞典。 
190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頁 114-115。 
191

 張勤撰，《西王母神話傳說研究》，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05，頁 75。 
192 袁珂著，《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12，頁 82。 

 



 

59 

 

然後五榖興助，百果藏實。(《繹史》卷四引《周書》) 

 

  神農赭鞭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人播百榖，

故天號神農也。(《搜神記卷一》) 

 

人身牛首的神農氏炎帝，雖然貴為部落領袖，但是他親自教導百姓農耕，播

種百榖，也具備了植物神的特質；從《搜神記》和《述異記》的記錄中，都有提

到神農嘗百草的神話傳說，標誌著人類已從漁獵時期，進入農耕社會，而且百姓

學習各種栽種植物的技巧和知識，對於草藥醫療也逐漸掌握，使得炎帝兼具了農

業神和醫藥神的特質。 

 

另一位原始部落領袖周后稷也被視為農業之神： 

 

  棄為兒時，仡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

好耕農。相地之宜，宜榖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

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饑，爾后稷播時百榖。」封棄於邰， 

 

后稷是播百榖。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山海經．海內經》) 

 

后稷是周民族的始祖神，以農耕為主，亦具備了植物神或是農業之神的能力

和特徵。《山海經．大荒西經》和《書．呂刑》都記載了后稷原來是天帝之子，

從天上帶走了百榖的種子移殖到凡間種植。從農業之神或是植物神的角度來觀

察，神話反映人們在進入農耕時期的焦慮和盼望，希望通過農業神的守護而提高

農業生產，達到良好收成，使生活豐裕。 

 

農業神既然擁有掌握自然界萬物生息的權力，人民便透過農耕吸取經驗，觀

察植物消長的週期性而理解出植物的生長、死亡和重生的循環規律，就像人類傳

宗接代的不斷繁衍，有如植物的生生不息一樣，這就是一種與生俱來生長、死亡、

重生的週期性「不死」的精神，人類與世間萬物同樣被上天賦予了無限的神秘力

量，都具有生殖繁衍生命的能力。當春天來臨，萬物就會復甦，植物就會重新生

長，象徵人類的新生一樣。 

 

所以，「年」的出現是最具人類理性思維的想像，含有文化啟蒙意義和推動

正面的人生價值。「年」的神話日新又新地為民眾不斷重新喚醒和創造人生的活

動能力。「年」更是新春來臨時的唯一主題，就如坎伯所說的「主題永遠只有一

個，我們所發現的是一個表面不斷變化卻十分一致的故事。耳中的神奇與奧秘是

我們永遠體驗不完的。」193因此，「年」的神話傳說，源自於生活經驗所產生的

                                                 
193

 坎伯(Joseph Campbell)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臺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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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人民依賴食物提供飽腹來延續生命的時間，因此農業神是以一年一度神靈

顯現的方式，使民眾勇於追求生命新生的喜悅。 

 

 （三） 無所不在的雷神 

 

至於「年」的第三個面貌就是宇宙間超自然力量的化身。在中國古代神話傳

說中，雷神具有無所不在的的神力，並且是一個正義使者的化身。施雨行雷的雷

神信仰是出自對大自然的崇拜，根據區域差異和時代的不同，雷神又被稱作雷

公、雷師、豐隆、雷神爺、雷王、雷祖等。根據《說文解字》的釋義： 

 

雷，陰陽。雷雨生物者也。194
 

 

《釋名》曰： 

 

  雷者，如轉物。有所硠。雷之餘聲也。195 

 

《抱朴子》亦云： 

 

  雷，天之鼓也。 

 

根據歷代典籍的描述，雷神是具有多重形象的。《山海經．海內東經》：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 。在吳西。196 

 

袁珂校注時，亦案《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 

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

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肪天下。」郭璞注：「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

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197 

 

《山海經》研究上古的雷神形象，一是人首龍身，腹部鼓起，二是灰黑無角

                                                                                                                                            
新店：立緒，2003.8，初版五刷，頁 23。 
194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圈點說文解字》第十一篇下，臺北市：萬卷樓，2002.8，

再版，頁 577。 
195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編》第一輯，〔清〕黃伯祿輯，《集說詮真》影印本，

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761。 
196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2，臺權版二刷，頁 329-330。 
197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2，臺權版二刷，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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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足的牛獸，出現時，天空都會出現雷聲和閃電。轟隆或豐隆之聲皆為象聲字，

是響雷之聲，《漢書》記載： 

 

《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

渉也滂濞，雨水多也。198 

     

東晉干寶撰寫的《搜神記》是最早以獼猴頭來形容雷神的長相。其形象為：  

 

唇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余。狀如六畜，頭似獼猴。199 

 

唐代段成式的筆記小說《酉陽雜俎》則記載： 

 

唐貞元年，宣州忽大雷雨，一物墮地，豬首，手足各兩指，執一赤蛇嚙之。

俄頃雲暗而失，時皆圖而傳之。200 

 

宋代李昉編著的《太平廣記》卷三百九十三中記錄出自《錄異記》的一篇描

述雷神形象的故事：  

 

唐潤州延陵縣茅山界，元和春，大風雨。墮一鬼，身二丈余，黑色，面如

豬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絳褌，豹皮纏腰，手足兩爪皆金

色。執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其聲如雷。田人徐誗，忽見惊走，聞縣。尋

邑令親往睹焉，因令圖寫。尋復雷雨，翼之而去。201 

 

清人陳夢雷編繤的《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二十一形容雷神擁有「豕

首鱗身」，因此，雷神皆以豬首現形，並且在雷雨中出現。 

 

漢代時期所描繪的雷神，具有半人半獸的形狀，左手執串鼓，右手掄鼓槌，

敲擊串鼓時發出轟隆隆的響聲，如〔東漢〕王充《論衡．雷虛篇》就描述畫工繪

製雷神形像為： 

 

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錐，其意以為雷聲隆隆

者連鼓相叩擊之意也，其魄然若 裂者椎擊之聲也。202 

                                                 
198

 〔漢〕班固撰，《漢書》卷五十七下，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894。 
199

 〔東晉〕干寶撰，《搜神記》二十卷；《太平廣記．雷一．李道和》卷三百九十三，民國景明

嘉靖談愷刻本，頁 1758，中國基本古籍庫。 
200

 轉引自呂宗力，欒保群編著，《中國民間諸神》，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初版，頁 111-112。 
201

 《太平廣記．雷二．徐誗》卷三百九十四，民國景明嘉靖談愷刻本，頁 1762，中國基本古籍

庫。 
202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編》第一輯，〔清〕黃伯祿輯，《集說詮真》影印本，

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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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以後，雷神的形象有了改變，具有公雞嘴，背長雙翼，左手持尖鑿，右 

手握鐵槌，腳踏大鼓在天上飛行。到了明清以降，雷神的形象終於趨於統一，概

為《集說詮真》引《搜神記》所述： 

 

狀若力士，裸胸袒腹，背插兩翅，額具三目，臉赤如猴，下頦長而銳，

足如鷹顫，而爪更厲，左手執楔，右手執槌，作欲擊狀。自頂至傍，環懸

連鼓五個，左右盤躡一鼓，稱曰雷公江天君。 203 

 

道教把雷神納入神仙體系後，賦予雷神更大的職責和權力，如《歷代

神仙通鑒》所載的：  

 

主天之災福，持物之權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殺。 204 

 

古民相信雷神施雨行雷是為了滋潤大地，孕育農作物順利發芽，並喚醒農作

物生氣盎然地茁壯成長，讓耕農五穀豐登。所以，雷神被視為天庭之陽氣，持

物之權衡，司掌天下萬物的生殺權，因此被民間視為正義之神，維持著人間

秩序和賞罰善惡。東晉陶潛撰《搜神後記》卷十〈斫雷公〉中記載了一則雷公懲

戒惡行的故事： 

 

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置菇里，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

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鈠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阪，

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矣！」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

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覆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公！

我貧窮，展力耕墾！蛇來，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

來，吾當以癹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205  

  

儘管「年」各具不同面貌，其實這都源自於漢人自古以來獨特的時間觀念，

一直與對時間的流逝、季節更迭和季候變化，以及農作物的收成有著莫大的親身

經驗關係。因此作為動物性的「年」，表達了個體生命在時間里程碑中的境遇；

作為植物性的「年」，則主宰了萬物繁盛、五谷豐登；具有神格化的雷神，擁有

氣候跟氣象變化的力量，主宰萬物的盛衰與生死的循環。事實上，「年」可以說

是三位一體的，趨向同一個時間觀念底下，成為人類不斷往前行動的助力和動

力，讓人類對未來的生活充滿綿延不絕憧憬與期望。 

 

                                                 
203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編》第一輯，〔清〕姚福均編輯，《鑄鼎餘聞》影印

本，頁 47。 
204

 呂宗力，欒保群編著，《中國民間諸神》，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初版，頁 123。 
205

 〔東晉〕干寶撰，《搜神記》附錄〔東晉〕陶潛撰《搜神後記》十卷，何意華、汪有源、曾令

先譯注，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2，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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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對於古代先民而言，是社會生活現象和生命存在的體驗，作為人類與

自然萬物之間的一種相互協調關係，逐漸形成一種節慶文化，使人類都擁有自己

的初始時間形式、精神文化寄託和心理欲求，在現實生活的風俗習慣之中經歷長

期的歷史文化薰陶冶煉，終於形塑出一個由神話傳說所形成的民俗節日。 

 

第四節   檳榔嶼的傳統迎春習俗活動 

一、  節日慶典隱含豐富生活經驗與社會內容 

 

農曆春節是檳榔嶼華人一年之中最盛大的傳統民俗節日，彰顯了華人對一年

之計在於春的重視。檳榔嶼政府為了打造檳榔嶼成為一個國際新春城，從 2010

年開始即與私人界及商界相互配合，在新春年節降臨前兩週即粉飾各家商店，並

在鬧市中及熱點旅遊區高懸彩色燈飾，刻意營造濃郁的新春氣息。新年歌在大街

小巷和夜市裡到處飄揚，與新春相關的傳統用具、貨品和食材早已上架販售。檳

榔嶼百年古剎極樂寺206，傳統慣例從除夕夜即開始呈現一片金碧輝煌，從內到外

張燈結彩，從七層高的萬佛寶塔往下延伸高高地掛滿了紅彤彤的葫蘆燈籠 1 萬盞

及 23 萬盞彩色燈泡，絢麗燦爛，成為最具春意的地標。各姓氏宗祠、同鄉會都

會在春節期間頒發獎助學金給就學的會員子女，並且辦個春節聯歡活動或茶會與

會員及會員子女聯歡。 

 

從隋唐時代，傳統的春節日趨成熟發展，許多春節活動儀式都在長期累積 

之下，互相參照，最後約定俗成，把古代族群文化的精髓沿襲下來，並且在社會

不斷的變遷中而有所創新，民俗節日慶典的重要內容確實是隱涵含著豐富的社會

內容。 

 

檳榔嶼華裔先民同鄉遠渡重洋結伴南移墾荒，生活上都會互助共濟，並且在

精神上始終追求理想性的世俗目的。基層社會的社區活動明顯增加，尤其是歲時

民俗節慶與宗教活動的舉行，更是群體參與，在宗教儀式中虔誠敬奉神明，在娛

樂活動中互相聯誼，充滿世俗情趣。開埠後的檳榔嶼經濟逐步開拓發展、各族群

的宗教與信仰也彼此相與混融，由於種族和宗教信仰在政治因素上仍屬敏感性課

題，因此華人族群的精神信仰與文化活動始終潛藏在華人社會的底層結構上，與

華人的風俗習慣共始終，更突顯了節俗的特徵和意義，以及傳統節日是一個綜合

性文化載體。迎接春節的來臨，家家戶戶都忙於在除夕團圓圍爐吃年夜飯，然後

                                                 
206

 極樂寺：為福建鼓山寺妙蓮法師所建，並於 1891 年完工，佔地 12 公頃。座落於亞依淡路（Air 

Hitam），是東南亞最大的佛寺，飛檐樓閣重重疊疊依山而建，於 1930 年建竣的一座白色七層佛

塔高三十公尺，塔的底部、中部和頂層分別採納中國、泰國和緬甸寺廟的設計，呈現三種不同的

建築風格，整體氣勢磅礴。庭院內石刻題咏者眾多，其中不乏名人手筆，如康有為的墨跡「勿忘

故國」，光緒帝賜於妙蓮禪師的「大雄寶殿」匾額，及慈禧太后御筆「海天佛地」的匾額。2002

年，樓閣另一端佇立著一座 30.2 米高的觀音銅像也落成，乘搭廟裡的纜車可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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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上門神像、貼上春聯、掛上春桃，闔家團聚守歲迎新年。華人家庭重視家族成

員的往來慶賀同時也以感恩之心來祭祖祀神。傳統節日裡，發揮了華人的繪畫藝

術、雕刻藝術、書法藝術、表演藝術等傳統文化的精髓。 

 

漢代重視儒家思想，也相信神鬼，因此漢人在除夕裡，都會用桃木梗製成神

荼和鬱壘的形象207，或畫在兩扇前門上，驅凶避疫。一直到唐末五代以降，才改

用鍾馗、秦叔寶、尉遲敬德等幾位做門神208，具有避凶驅邪作用，後世更把門神

演化成桃符，兼具裝飾觀賞作用，更添春節喜氣氛圍。大年夜守歲是隋唐時的流

行的風俗。正月初一元日凌晨，信仰民間宗教的華人信眾就會趕往大小廟宇拜拜

搶頭香。在家迎接新年降臨的長輩，亦會焚香祭拜神明。由於馬來西亞政府嚴禁

民眾燃燒爆竹，因此子夜一到，大街小巷路經的車子都會沿途開始鳴笛，家中老

少也會在庭院裡或「五腳基」(five foot way)
209，甚至大街上燃放煙火，以愉悅的

心情迎新春，呈現本土民眾生活特色。 

 

二、 檳榔嶼人日撈生習俗 

 

（一） 剪彩戴勝寓寄入新從新 

 

在混沌的世界中，人類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呢？根據古代神話的記載，天 

下萬物都是由女媧與諸神共同承擔了工作： 

 

      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 

      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 

      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210 

                                                 
207

 神荼和鬱壘：神話傳說中的門神，神茶大多手執斧鉞居左；鬱壘手握金瓜鎚居門右。《封神演

義》描述，神荼「面如藍靛，眼似金燈，巨口獠牙，身軀偉岸，方天戟上縣豹尾」；鬱壘的形象

則是「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劍，髮如硃砂，頂生雙角，加鋼皮斧似車輪。」漢帛書《黃

帝書》或稱《黃帝四經》記載：「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

樹，二人於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神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常以

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處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禦凶也。」 
208

 鍾馗、秦叔寶、尉遲敬德：鍾馗是中國傳統諸神中唯一的萬應之神，要福得福，要財得

財，有求必應。宋人沈括《夢溪補筆談雜志》記載，明皇夢二鬼，一大一小，小者竊太

真紫春囊及明皇玉笛，繞殿而奔；大者捉其小者，擘而啖之。上問何人，對曰：「臣鍾馗，

即武舉不捷之士也，折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後世圖其形以除邪驅祟。秦瓊(？─638

年)，字叔寶，漢族，齊州歷城(今山東濟南市)人，為唐初勇將，威名震懾，曾追隨唐高

祖李淵父子為大唐王朝南北征戰，立下汗馬功勞；尉遲恭(585-658)，字敬德，鮮卑族，

朔州鄯陽(今山西朔城區)人，唐朝名將，封鄂國公，勇武善戰，屢立戰功，玄武門之變助

李世民奪取帝位。二將被民間尊為門神，相傳為唐太宗不豫，寢門外鬼魅呼號，太宗以

告群臣，秦叔寶奏曰願與尉遲敬德戎裝立門外以伺，夜果無事，因命畫工繪二人之像懸

宮門，邪祟以息。  
209

 五腳基：英文 five foot way 又叫 five feet base 的直譯。新馬一帶的閩南移民把臨街有騎樓的

店鋪或住宅的走廊習慣稱為五腳基，因為走廊寬度為五尺。(詳見注 319) 
210

 袁珂著，《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1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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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神話傳說，天上有南、西、東、北、中五方的上帝，黃帝位居中央。 

黃帝化生男女，上駢和桑林兩位神明則化生五官與四肢。至於女媧主要的任務就

是孕育化生天地萬物。 

 

《說文解字》曰： 

 

  人，天地之最貴者也。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 

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按禽獸艸木皆天

地所生，而不得為天地之心，惟人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為極貴。天地之

心，謂之人能與天地合德，果實之心亦謂之人能復生艸木而成果實，皆至微而

具全體也。211 

 

俗說天地開闢，未有人民，女媧摶土作人，劇務力不暇供，乃引繩於泥中， 

舉以為人。212   

 

     根據人生下來的日子，就稱為「人日」，「人日」落在那一天呢？北齊使臣

李百藥所撰的《北齊書．魏收傳》云： 

 

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

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

為馬，七日為人。以陰晴占豐耗，正旦畫雞于門，七日帖人於帳。』213 

 

日本學者小南一郎也認為「人日」，是與生活緊密結合的，以各天氣候的晴

雨來占驗一年家畜、谷物和人的繁育情況，214並提出《月令占候圖》中的記載來

佐證： 

 

元首至八日占禽獸：一日雞，天氣晴郎，人安國泰，四夷遠貢，天下豐熟；

二日狗，無風雨即大熟；三日豬，天晴朗，君安；四日羊，氣色和暖即無災，

臣順君命；五日馬，晴朗，四望無怨氣，天下豐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

                                                 
211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圈點說文解字》第八篇上，臺北市：萬卷樓，2002.8，

再版，頁 369。 
212

 袁珂著，《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12，頁 20。 
213

 《玉燭寶典》卷一；《藝文類聚》卷四。鄭傳寅．張健主編，《中國民俗辭典》，香港：商務印

書館．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87.8。頁 227。 
214

 〔日〕小南一郎著，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 北京：中華書局，2006.11，2

版，頁 53-54。小南一郎為日本京都大學教授。 



 

66 

 

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朗，夜見星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八日谷，如晝明，

夜見星辰，五谷豐稔。215
 

 

南北朝梁人宗懍《荊楚歲時記》曰： 

 

  正月七日為人日，以七種菜為羹，翦綵為人，或鏤金薄為人，以貼屏風，

亦戴之頭鬢，又造華勝以相遺，登高賦詩。216 

 

故「人日」就是正月初七，唐代人又稱為「人勝節」217，是華人的傳統節日

之一。人勝者，董勛解釋： 

 

人勝，或翦綵或鏤金箔為之，帖于屏風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從新改

形容。218 

 

齊梁賈充李夫人《典戒》曰： 

 

  人日造華勝相遺，像瑞圖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也。219 

 

    勝就是婦女的首飾，取意為「優美」或「優勝」。《山海經．西山經》就有記

載西王母，「蓬髮戴勝」220。人日裁剪人勝互相餽贈，即表示對人的重視，並且

具有婦女美化裝飾的實用功能，因此流傳不衰。唐代徐延壽就有一首〈人日剪彩〉

詩，看出婦女在春節剪彩為人，以為鬢髮之飾，或作為饋贈之俗，已形成風氣： 

 

      閏婦持刀坐，自憐裁剪新。葉催情綴色，花寄手成春。 

      貼燕留妝戶，粘雞待餉人。擎來問夫婿，何處不如真？ 

 

（二） 人日撈生的吉祥文化 

 

正月初七「人日」，意即七日造人，為人出生之日，新生之人，過新生的第

一天，也是第一個新年，所以「人日」，在一般華人於慶節之中雖不知其來源，

但亦能意識到是一個嶄新生命的意象，照字面解釋「人日」，即然是屬於人的日

子，身而為人者當然要為自己盡情歡慶，故南洋一帶，如新加坡和檳榔檳等地區

                                                 
215

 〔宋〕陳元靚編撰《歲時廣記》，卷九。 
216

 王毓榮著，《荊楚歲時記校注》，文津出版社，1992..6，二刷，頁 52。 
217

 見唐．李乂〈奉和人日清暉閣宴群臣遇雪應制〉：「上日登樓賞，中天禦輦飛。後庭舞唱，前

席仰恩輝。睿作風雲起，農祥雨雪霏。幸陪人勝節，長願奉垂衣。」李乂(647-714)，字尚真，趙

州房子人。居官沉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著有《李氏花萼集》。 
218

 王毓榮著，《荊楚歲時記校注》，文津出版社，1992..6，二刷，頁 53。 
219

 〔唐〕歐陽詢等撰，《藝文類聚》卷四〈人日〉，臺北：文光出版社，1974.8，初版，頁 60。 
220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市：里仁，2004.2，台權版二刷，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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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華人，都會稱這一天都是人人的生日。 

 

檳榔嶼的華人都會和家人或邀約朋友在這一天一起到飯館、熱炒店，或選擇

在家裡一起圍桌「撈生」、「撈起」、「撈魚生」。「撈魚生」是粵語，也可以稱為「七

彩魚生拼盤」221或「鴻運七彩魚生」，因為用料中，除了生魚片之外，還有生油、

高麗菜絲、西芹絲、莞荽、少許葱、紅蘿蔔絲、用甜醋醃製過的蒜片等七樣菜，

加點花生碎，再配搭上酸梅醬加桔子汁或酸柑汁調合成金黃色醬料，有者混入少

許蜂蜜，再加上當季時令水果如柚子肉、柑橘、甚至雪梨等等，看起來七彩繽紛，

「色、香、味」俱全，作為飯前開胃菜，頗能引起食慾。 

 

「撈」，是粵語，意即「攪拌」的意思，將食物用筷子將食物挾起來高舉過

頭，口中還要不斷說著吉祥語，譬如升官發財、鴻運當頭、事事如意、如意吉祥、

心想事成、步步高升、學業進步等等，一直把食物攪拌均勻為止，才挾到碗碟中

食用。它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農曆新年最具本地特色的賀年食品。「撈」字，含

有探取和獲得的意思，照字面意義，也具有物色難得的人才的含意，而隱藏不露

的人才經過打撈，才能出眾成為人中之龍鳳，而且工作或投資報酬率豐厚，尤其

在新春佳節裡，更是要「撈起」財富，過個開心年。 

 

「魚生」顧名思義就是指生魚，人要如魚得水，生活得自由自在，事業通順

無礙，而且還要「年年有魚」，「魚、餘」諧音，才算是得意的人生，故「撈生」

象徵著「風生水起」以及「越撈越旺」的好兆頭；素食者就不加生魚片而改用其

他素料，一樣可以享受到其中的特色和感受到其中的祝福寄寓。 

 

新加坡的餐飲業者是根據第七天為「人日」，而以七種蔬菜煮作羹餚，並用

彩布剪成人的形狀，也有人鏤刻金箔為人狀，貼於屏風，或戴於頭上，象徵著祥

瑞，而演繹出來的構思。從年初一至十五都會供應「撈魚生」這一道極具吉祥特

色的菜餚上桌，讓各界人士在未來新的一年裡，都能「撈得風生水起」，如意吉

祥。 

 

過去的客家人在正月七日所吃的七樣菜：芹菜、蒜、葱、芫荽、韭菜，魚和

肉，也都具有吉利的諧音，合起來就是「(芹)勤快、(蒜)會划算、(葱)聰明、(芫)

有人緣、(魚)有餘富足、(肉)長久幸福」；而潮州人也以大(芥)菜、厚合、芹菜、

蒜、春菜、韭菜、芥蘭等煮成菜羹，寄寓「新(芹)春發(蒜) 大財(大菜)，久(韭)

合各人(芥蘭)」，這是南楚一帶的風俗習尚。222
  

 

                                                 
221

 七彩魚生拼盤：原自粵菜中的「撈魚生」，1960 年代由新加坡四位廚師，譯銳佳、冼良、許

國威和劉育培經過研發而改良的賀年食品。 
222

 參閱劉志文主編，《廣東民俗大觀》，上卷，廣東省：廣東旅游出版社，1993.12，第 1 版，頁

546-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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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求效率和注重養生概念的今天，七樣菜都以生食為主，而且是以拼盤形

式上桌，作為餐前開胃菜，注重的是吉祥文化的傳承。在這同歡共樂的日子裡，

一些華人家庭或商家亦會邀請社團或學校單位的醒獅團到來舞祥龍醒獅助興，同

時配合高空採青銜紅包，寓意代代平安吉祥，生氣盎然，或把擺在籃子裡的柑桔

和紅包，含在獅子口中，先把柑桔剝皮，把肉剝成片狀，從獅子口中吐出，在地

上擺出一個大大的「吉」字，象徵人事皆大吉大利。 

 

第五節    檳榔嶼元宵燈節習俗活動 

 

元宵節，又稱「上元節」，正月十五夜為「元宵」，俗稱「上元暝」。最早可

以遠溯至漢代，藝文類聚： 

 

史記曰：漢家以正月望日祀太乙，從昏祀到明。今夜遊觀燈，是其遺跡。 

 

據史料記載，兩千多年前的「文景之治」初期，當時「諸呂作亂」幾乎將劉

氏的天下奪走，漢文帝在大將周勃的支持下，將之戡平，那天正是正月十五日。

漢文帝為了慶祝，每年正月十五夜晚，皆親自出宮，與民同樂。至漢武帝時，因

為迷信神仙，寵幸方士，正月十五的元宵夜更是通宵達旦，張燈結綵的慶祝。當

司馬遷奉召制定《太初曆》之後，元宵節才在漢武帝旨令頒布下成為一個重大節

日。東漢明帝時提倡佛教，故上元夜在宮廷及寺院「燃燈表佛」，並且旨令士庶

一律掛燈表佛，遂相沿成俗。每年元宵夜還舉行花會觀花燈、吃湯圓，猜燈謎，

耍社火、唱戲曲、雜耍技藝，甚至有舞獅、踩高蹺等等豐富多采和風趣的民俗活

動，唐宋元明清至今天，元宵燈節的各項民俗活動都成為熱鬧的民眾喜聞樂見的

傳統文化娛樂活動。 

 

最早描述元宵節的詩是隨煬帝楊廣的〈正月十五通衢建燈夜升南樓〉，詩曰： 

 

   法輪天下轉，梵語天上來。燈樓千光照，花焰七枝開。月影凝流水，春風

含夜梅。幡動黃金池，鐘發琉璃臺。223 

但是此種景象在漢代後，因群雄割據，戰亂連連，民不聊生，而漸漸衰退，直到

隋朝天下統一，結束動亂，社會民生經濟開始慢慢恢復，元宵的節俗自然又盛行

起來。但正當此時，柳彧卻上奏禁止元宵活動。《隋書‧柳彧傳》記載了這件事：

「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作角抵之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

力，上奏請禁絕之。」崇尚節儉的隋文帝也馬上批准，從此雷厲風行地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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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張之象編，〔日〕中島敏夫整理，《古詩類苑》第一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

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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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生性奢華的隋煬帝，卻反其父之道而行，每到元宵，必大肆鋪張，景象

奢華。《資治通鑑‧隋記》記載： 

於端門街盛陳『百戲』，戲場周圍五千步，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聲聞數十

里。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所費臣萬，自是歲以為常。 

漢代元宵節敬禮神佛的觀念，自此銷毀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元宵的張燈行

樂。漢以降，上元氣像更是熱鬧非凡。宋朝名將辛棄疾詞〈青玉案．元夕〉非常

具體的描述了元宵之夜的繁華與熱鬧景象：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風簫聲動，玉壼

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裡尋他千百度。驀

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224  

 

檳榔嶼全島色彩繽紛，賀年歌處處可聞，各社區的廟宇搭結燈棚，高懸彩燈，

尤其名勝觀光地極樂寺為了迎接新年慶典，舉行燃燈祈福法會活動，約有 230,000

個燈泡與 10,000 盞燈籠從除夕夜開始亮起，整座極樂寺就在一片燈海之中顯得

特別耀眼。華人在年十五都會熱鬧慶祝元宵節，根據過去的慶祝方式，檳榔嶼都

會在市區舉行花燈車遊行，各社區組織受邀派出一臺裝潢得美倫美渙的花燈車依

序排列遊行，同時更有娘惹與峇峇穿著傳統馬來服飾，男的英挺、女的嬌艷，手

拿搖扇，坐在燈光全開的巴士(bus)上頻頻向路旁遊人揮手示意，萬人空巷的街頭

就被駐足圍觀熱鬧的群眾擠得水洩不通，巴士(bus)到達舊關仔角後參與馬來歌舞

表演，充滿南洋風情味。 

 

一、 峇峇與娘惹文化圈的元宵節民俗活動 

 

    峇峇與娘惹(Bapa dan Nyonya) 其實都是移民第二代土生土長的華人，早期

定居在新加坡、馬六甲和檳榔嶼。他們與十五世紀明朝鄭和七次下西洋宣揚國威

和貿易有密切關係，是明朝移民的後裔，分屬福建、廣東潮汕、廣東和客家等籍

貫。峇峇和娘惹的先祖輩都是經営園丘、鍚礦、米較、橡膠、鴉片等出入口貿易

的大商賈或是擁有特權的名門望族之後裔。在英殖民地時代，峇峇與娘惹社群的

生活習俗融合了中國閩南一帶和本土馬來民族的禮儀，成為獨樹一幟的峇峇和娘

惹社群文化。 

 

峇峇與娘惹以及他們的子女都在英殖民時期接受西方教育，在外面口操流利

洋腔，雖然不諳華語，但是家庭成員的溝通語言卻是道地的家鄉方言。其中有大

部份信奉基督教，在英殖民時期受到英殖民政府的器重，身份顯赫一時。家裡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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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海明著，《宋詞三百首鑑賞》，高雄市：麗文文化，1995，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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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是根據華人官宦家勢的佈置，排場豪華，家具都是酸枝木椅鑲上貝殼，非常貴

重，家中盤碗都是龍鳳雕飾，用以顯示身份和地位。由於峇峇家世良好，非富則

貴，氣質高尚，而且操縱著社會經濟大權，因此深受當時馬來族群的景仰，尊稱

為「峇峇」，意即「令人景仰的父親」，峇峇的夫人就尊稱為「娘惹」，即指「令

人尊敬的女士」。 

 

檳榔嶼僑生博物館(Pinang Peranakan Mansion)是一間峇峇與娘惹博物館
225。負責人孫崧茂是檳榔嶼的土生峇峇，他追查出三條有關峇峇社會形成的線索

時指出： 

 

第一，峇峇為明朝公主漢麗寶下嫁滿剌加國王，有五百名宮女和近千名隨

從陪嫁到南洋，繁衍後代形成峇峇與娘惹社會結構；其次，峇峇是鄭和下西洋，

部份隨從留下來的後裔；再其次，峇峇是閩粵地區出洋留易經商的商人與馬來

群島的華裔女子婚配所生下來的後裔。 

 

這些土生華人的後裔與當地土著一起生活，受到一定程度上的同化，形成一

個峇峇與娘惹的社會文化，他們屬於社會精英份子，在當地政府機關活動頻繁，

並且和各地政治人物有密切聯繫，上下關係維持良好。 

 

入鄉隨俗，娘惹非常注重儀容妝扮，用以襯托出夫婿的紳士作風。其上身穿

著的一襲娘惹服裝，是純手工精繡，半透明的薄紗上不釘鈕釦或所有鈕釦都是活

鈕釦可以逐個輕輕解開後，完全不見鈕釦的蹤影，布料用上等彩線以手工一針一

線慢工縫製出各款花草和繡上花邊，然後以鑲鑽別針，馬來話稱為「哥隆桑」

(kerongsang)等飾物來扣合，貼身穿上手工精緻的純白褻衣；下身就著上沙籠

(Sarong)，沙籠可有頭、腳之分，不能顚倒，而且沙籠圖案對摺後要服貼勻稱，

再繫上一條真金或真銀打造的腰鏈，雍容華貴，舉手投足秀麗大方，充滿悠閑淡

雅自信的氣質，談吐更是輕聲細語，溫柔和順，簡直是天生麗質難自棄的美人胚

體。 

 

    一名受訪的娘惹許笑鳳（92 歲）輕聲細氣地追憶道：「娘惹起床後每天都得

花一段時間刷洗和化妝。」坐在梳妝臺前一絲不苟地地細心梳髻畫眉撲粉塗唇膏

點花露水，接著在髮髻上插上金鑽頭釵或是一小撮茉莉花發出陣陣自然的香氣，

換上燙得發亮平滑的娘惹服裝後，就在脖頸和雙手穿金戴銀，耳珠子掛上耳環、

全身上下珠光寶氣，隨手執著一方塊絲巾，小手臂拎著個小皮包，腳上穿著的是

嵌珠包鞋(kasut manek)，這一身打扮就得花上一兩個小時。她笑說：「不出門也

習慣了打扮漂亮，悅已怡人。」反觀峇峇的裝扮，不外乎一套畢挺的西裝外套和

                                                 
225

 檳榔嶼僑生博物館(Pinang Peranakan Mansion)，其前身是檳榔嶼甲必丹鄭景貴的寓所蒹店舖

「海棧記」，建於 1894 年。老屋中西合壁，融合了中式木刻屏風，英式地磚及蘇格蘭鑄鐵工藝。 



 

71 

 

長褲，穿著貼身白色背心配上一件白色長袖衫，打上領帶或結上領花，著皮鞋，

抽雪茄或煙斗，外表十分西化；或者比較常見的是中山裝，而一襲長衫馬掛著長

褲，著布鞋，僅在新春節日才能見到。 

 

    隨著二戰結束後，海峽殖民地解體，峇峇與娘惹的整個社會文化優勢也跟逐

漸消失，上流社會的群組開始融入一般普通華人社會社交圈中，峇峇與娘惹的地

位也漸漸沒落。為了回憶峇峇與娘惹文化，每年新年元宵夜的遊行都會邀請峇峇

與娘惹參與其盛，讓人民一睹他們的風采。 

 

（一） 娘惹十五暝游夜街賞元宵 

 

    根據今年己經九十二歲高齡的許笑鳳的回憶，在 1920 年代左右，那時不流

行汽車，主要代步工具是牛車，更顯得身份尊貴的就以馬車代步。西裝筆挺的峇

峇乘坐由水牛拖曳的花車，載著打扮婀娜多姿，穿金戴銀，一身娘惹服飾的娘惹

到一戶一戶的華人家庭鬧元宵，元宵夜無論大人小孩都會朗誦起《火金星》的童

謠： 

 

火金星，十五暝，請汝兮舅仔來食茶。茶燒燒，行路買芎蕉；芎蕉袂記掰，

行路買冊；冊袂記讀，行路買烏墨；烏墨袂記磨，行路買蛇；蛇袂記掠，行路

買柴屐；柴屐袂記穿，行路買鵁鴒；鵁鴒哥，鵁鴒嫂；請汝兮舅仔來蹢跎；蹢

跎厭，食甘蔗；甘蔗甜，食荔枝；荔枝甜，囝婿拍丈儂；丈儂走去山，買肉炒

豬肝。 

 

除了兒時記憶中的檳榔嶼《火金星》童謠之外，臺灣亦有兩首《火金星》的

童謠，一併摘錄，可以從中看到檳榔嶼和臺灣兩地民間同宗異流的鄉土語言及鄉

土文化。 

 

    (一) 

 

火金星，十五暝，請恁姊仔來食茶。茶米紅，茶米香，央大妗做媒人。做

叨位？做大房。大房人刣豬，二房人刣羊，拍鑼拍鼓娶新娘。新娘著火燒，囝

婿噗噗跳，跳到田中央，一尾鯽仔魚四人扛。扛上廳，拜大兄。大兄無穿襖，

拜阿嫂。阿嫂無穿裙，拜龍船。龍船弗弗飛，拜茶鍋。茶鍋沖沖滾，一個查某

人偷抹粉。 

 

（二） 

 

火金星，十五暝，魚撞鼓，先生娘大腹肚。正月生查甫，二月生查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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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船，拍我鼓，食我白米飯，配我鹹菜脯。」魚撞鼓，先生娘大腹肚。正月生

查甫，二月生查某。坐我船，拍我鼓，食我白米飯，配我鹹菜脯。 

 

這種歡樂的情景讓鮮少在大庭廣眾面前露臉的娘惹們對元宵十五暝的時間

充滿奇異的想像，因為就只有元宵十五暝，娘惹們才有機會在大人陪伴下游夜街

看熱鬧。1950 年代男女社交進入較為開放的時期，檳城的峇峇惹娘便成立了一

個弄當沙洋(dondang sayang)俱樂部，受邀到處表演。現代社會交通發達後，在

新年元宵夜的遊行中除了花車競艷的盛況之外，峇峇與娘惹衣著亮麗地集體包租

巴士(bus)到舊關仔角賞月遊樂。一些峇峇娘惹也會乘坐三輪車一起在現場湊熱

鬧。他們在舊關仔多表演咚噹沙洋 (Dondang Sayang)歌舞和演唱拉沙沙洋(Rasa 

Sayang )，往往帶動全場氣氛到極致。 

 

（二）   馬來班頓詩與音樂結合的歌舞表演 

 

    咚噹沙洋(Dondang Sayang)是一種結合馬來班頓(pantun)
226詩文創作與音樂

藝術的馬來民謠，詞意為「和樂而歌」，經常以對唱形式出現，對歌主題除了愛

情，也表達了日常生活中七情六慾的感受。音樂演奏主要借用了小提琴和手風琴

等西方樂器融入傳統馬來歌謠中，配合音樂節奏衍生出簡單的舞蹈動作。在峇峇

娘惹社交聯誼圈中，形成一種峇峇娘惹文化原型的因素。在二戰以前，咚噹沙洋

(Dondang Sayang)的吟唱時常透過麗的呼聲電臺播放，或在各大遊樂場舞臺表

演，更是峇峇娘惹新年、喜慶、壽辰或婚宴上不可少的餘慶節目表演。 

 

    拉沙沙洋(Rasa Sayang)是一首膾炙人口的馬來情歌，譯為「感受你的愛」，

廣泛流行於馬來亞群島一帶。馬來詩歌內容為左下，右為本文作者的文字語譯： 

 

rasa sayang eh         感受你的愛 嘿 

rasa sayang sayang eh       感受你的愛你的愛 嘿 

eh lihat nona jauh         嘿 遠眺迎面而來的少女 

rasa sayang sayang eh       心中不禁滋長了「愛」的感覺 嘿 

 

buah cempedak di luar pagar    占布拉果實生長到籬笆外 

ambil galah tolong jolokkan      請用根棍子把它給戳下來 

saya budak baru belajar        我只是一個剛開始學習的小伙子 

kalau salah tolong tunjukkan       如果有錯誤請給我不吝的指正 

 

pulau pandan jauh ke tengah       班丹島遠在中央的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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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tun：是馬來民間文學中廣泛流傳的韻文體。原用譬喻方式表達思想感情，後演化成轉喻

式古體四行詩。前兩行為暗喻起興句(pembayang)，後兩行傳達主題內容的意義(pemaks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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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ung daik bercabang tiga        達益山脈則見三個峰尖 

hancur badan di kandung tanah     身體雖己消失土壤中 

budi yang baik di kenang juga      善行仍然要牢牢記住 

 

dua tiga kucing berlari            兩三隻貓在跑來跑去 

mana sama si kucing belang        貓身的條紋清晰可辨 

dua tiga boleh ku cari             兩三個人你可隨意挑選 

mana sama abang seorang         唯哥哥一人卻與眾不同 

 

pisang emas dibawa berlayar       黃金香蕉被帶上旅途 

masak sebiji di atas peti           有一根在箱子成熟了 

hutang emas boleh di bayar        黃金負債可以償還有期 

hutang budi di bawa mati          態度欠佳卻是遺臭萬年 

 

    拉沙沙洋(Rasa Sayang)經過後人改編後，成為一首輕鬆愉快佻皮的情歌，多

在表演場合中演唱： 

 

        合唱：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男唱：Anak Melayu bermain gasing,        我是馬來孩子善玩陀螺 

              Main gasing diatas lantai,            陀螺在地板上旋轉律動 

              Wahai, Cik adik janganlah runsing,    哇嗨，小妹子甭費心思 

              Mari menyanyi bersama Abang.      且與哥哥同來齊歡歌 

         

        女唱：Bermain gasing ditanah ladang,       要在這場地上玩陀螺 

              Tolong beli tali yang panjang,        請買一根足夠長的繩子 

              Kalau Cik Abang ajak menyanyi.     如果哥哥肯教妹妹唱歌 

              Barulah Adik merasa senang.        必讓妹妹心中倍感自在 

          

        合唱：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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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男唱：Kalau merenung bulan dan bintang,   如果凝視月亮和星星 

              Janganlah sampai berangan-angan,    千萬別讓它成為夢想 

              Adik menyanyi Abang pun riang,     妹妹唱歌哥哥也欣悅 

              Nantilah Abang hantarkan pulang.    哥哥將護送妹妹歸家 

 

        女唱：Jangan sampailah berangan-angan,  再也不等待夢想 

              Hingga garam disangka gula,       直到鹽糖共攪拌 

              Habis menyanyi dihantar pulang,    妹妹歌畢哥哥護送回家 

              Membuat hari rasa gembira.        頓使日子更加歡樂愉快 

 

         合唱：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男唱：Menanam ubi ditepi kuala          種植地瓜的河道口旁          

tempat orang selalu berdayang,      是人們經常約會之處 

               Kalau dah habis bersukaria,         如果妹妹感覺無法盡興 

               Bolehkah Abang hantar kau pulang   哥哥就把妹妹直遣歸家 

       

         女唱：Kalau Tuan menanam ubi,          如果哥哥您種植地瓜 

               Tanam ubi ditanah lapang,          就種植在適當的土地 

               Wahai, Cik Abang yang baik budi,    哇嗨，哥哥心地善良 

               Mari menyanyi hingga ke pagi.      一起盡興歌唱到天亮 

 

         合唱：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Rasa sayang eh, Rasa sayang sayang eh,   

               eh, lihat nona jauh rasa sayang sayang eh 



 

75 

 

馬來情歌的形式也是根據馬來四行詩押韻寫成，內容大意是表示哥有情來妹

有意，大家一起來盡興歌唱、玩擲陀螺和在情人約會的河道口土地上種植地瓜，

其樂也融融。 

 

峇峇與娘惹文化進入 1980 年代越來越沒落，許多長輩娘惹已不復有精神出

席盛況，新一代的娘惹也已經融入普通社會群眾中一起生活，對於娘惹的各種習

俗已是缺乏瞭解，並且也只能藉由舊照片作為一種回憶。曾有一度，峇峇為了沿

襲文化傳承，在元宵夜遊行中挺身上陣，男扮女裝，成為娛樂民眾，博君一燦的

綽頭戲碼。不過，檳榔嶼這歷史活古蹟文化城為了保留更多本地活古蹟和文化，

民間正努力恢復和推廣檳榔嶼的峇峇與娘惹文化，在元宵節裡提供一個歌舞空間

作為展現，同時也邀請新加坡和馬六甲的峇峇與娘惹，與盛助興，讓峇峇與娘惹

的本土珍貴文化重現眼前。 

 

二、 男女出游之擲果結緣 

 

根據清朝張煜南的《海國公餘輯錄．檳榔嶼流寓詩歌．元宵詩》記載： 

 

拾將石子暗投江，嫁好尪來萬事降。水幔沙郎朱木屐，元宵踏月唱蠻腔。 

 

反映了元宵夜的盛況，峇峇娘惹在「Dondang Sayang」音樂節奏下載歌載舞，

而且未婚女子藉拋擲石子「擲江，嫁好尪」以尋覓良緣。拋柑習俗即源始於擲石

子入江，因為江．尪諧音，柑、尪語音又相近，「擲江」就逐漸由「擲柑」取而

代之。 

 

俗稱情人節的元宵，亦稱為「燈節」，約六十年代以前的女性都會依照中國

舊時元夕「走百病」的風俗，一起群遊，祈免災咎。而在檳榔嶼的元宵習俗源自

於峇峇與娘惹的社群。無論男女老少都喜歡到風景秀麗宜人的情人聖地──新關

仔角海濱或舊關仔角一遊。因為當時門風嚴謹，未婚女性都不能隨便走到大街上

讓人評頭論足，否則老奶奶們就會認為這些未婚女性沒家教，行為有傷風化，真

是「bei kian xiao！」(閩南語：不要臉)，沒有人敢把她們娶回去當夫人。所以唯

一能獲得家長同意讓她們出去見識一下的機會，便只有元宵節觀花燈那一夕。 

 

所以一踏入元夕，長輩們就會帶著家中閨女坐轎車出門賞花燈。元夕便是年

輕未婚男女情愫一線牽的寶貴時刻，未婚女性梳妝整齊、打扮得端裝秀麗，在姐

妹淘或是家中長輩的陪伴下到關仔角227海濱看花燈表演和賞月。她們腼腆嬌羞地

                                                 
227關仔角，閩南語譯關仔舺，是停泊船隻的關口，濱海公路上建築起來的一道防波堤約有一公里

長，末端有一小片沙灘，種植了數十棵松針樹，風景宜人，清晨還可以坐在長堤上遠觀海天相連，

漁帆點點，鷗鳥覓食，紅日就在等待的那一刻突然間蹦出，光芒迅速照耀整片天空，是檳榔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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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長堤上，一邊閒聊一邊剝橘子分享。年邁的母親(84 歲)回憶起年輕的浪漫時

光也會笑著說： 

 

當時大戶人家的太太和小姐，幾乎是沒有機會自由坐在岸邊拋頭露面的；

不過年輕時曾跟家人擠到人群中賞花燈，看到一、兩輛巴士（bus）所載來的

娘惹，打扮得十分漂亮，梳理得十分得體，尢其身上更是穿金戴銀，十指幾乎

都套滿金戒和鑽戒，一起從車上下來齊齊坐在長堤上，談笑風生，花枝招展。

長堤上珠光寶氣，閃耀奪目，都不知道到底是誰要來選夫婿！ 

 

未婚男性想要娶得一個好家世的賢妻良母，也只能在一年一度的元宵節為自

己選新娘。他們會相互邀約在良辰吉日裡到海濱來，希望能獲得月下老人青睞覓

得良緣，如果遇上屬意的女性時，都會私下記住她們乘坐的汽車號碼，然後想盡

辦法通過媒人上門提親。 

 

那時民間就流行了一句閩南俗語：「丟好柑、嫁好翁；丟好果，娶好某」(tiu 

hó kam, kè hó ang, tiu hó kó, tshuā hó bóo)，為了覓得好姻緣，只好祈求月下老人

保佑，女的供柑，男的奉果，希望造就一對好婚配。其實，真的有一些未婚男女

在私下無人注意時，迅速快捷的把柑果扔到海面上去，也有一些靦腆的少女在姐

妹淘鼓勵下丟柑許願，而一般男士都會較主動成群結伴沿著長堤一覽春色，評頭

論足，尋覓心目中的「女神」。 

 

坐在舊關仔角賞月聽海潮，憶起兒時流傳的一個故事，就不禁令人嚮往「愛

情」，也想到舊關仔角擲柑求姻緣： 

 

一個穿金戴銀坐在馬車上的小娘惹，在元宵十五暝經過舊仔角海堤時，

馬兒被突如其來的鞭炮聲驚嚇，結果馬兒連人帶車都跌翻到海裡。引起一陣

騷動，一名年輕人奮不顧身跳下海裡把濕漉漉的小娘惹救起，後來還譜成戀

曲，結為夫妻，成為佳話。 

 

三、 節慶飲食與民俗文化 

 

由於舊時的娘惹平日足不出戶，所以在廚房學得一手做菜的好手藝，鑽研出

一套傳統中國菜配搭本地馬來香科、印度香料和泰國香科的完美結合烹調法，形

成十分獨特美味的娘惹菜式，而製作的糕餅也經過改良，十分可口，本地人都稱

為「娘惹糕」。在元宵夜裡，娘惹都會製作一鍋沁透出班蘭葉(pandan leave)香味

的椰漿甜羹食品，稱作「pengat」，類似「莫莫查查」(Bubur cha cha)。用地瓜、

                                                                                                                                            

名遊覽勝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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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頭切成方塊狀，再加上 Raja 香蕉、年糕、糯米糰、眉豆和馬六甲椰糖，全部

放入一鍋開水中煮沸，倒入椰漿攪拌，加入適糧的糖便成美味可口的甜品了，這

是具有本地特色娘惹湯圓。 

 

「pengat」 源自馬來文的「penat」(疲憊)。在慶元宵時吃「pengat」，即表

示為迎新春節日而勞碌的的主婦們可以在這一天卸下連日來疲憊的心情，舒適地

渡過一個愉快的元宵佳節，恢復正常生活。過去的雲英未嫁的娘惹，都須學會煮

「pengat」這道甜品，才能出得廳堂，留住一家人的歡心。 

 

在戀愛自由婚姻速配的今天，年輕人和外國觀光客才能看到不同六十年代的

丟柑儀式，丟柑場面浩大而且是與現場觀眾和工作人員全體總動員的，而且所丟

的柑也不是一、兩顆，擲柑者包括了男女老少，甚至是夫妻兒女闔府參與。主要

是因為這項民風習俗，已經演變成為一項公益事業，由地方政府與相關商業團體

聯合舉辦，熱心公益的商家贊助和認領數箱到數十箱的柑橘，簽上公司行號，私

人性質的就簽上自己的名字，電郵或電話號碼，希望能遇上「千年修來共枕眠」

的另一半，也有人自由心證，做善事不留名，或者寫上祝福語、祈禱語為家人祝

福。在特定時間內，樂捐人士、甚至是觀光客，大眾同樂，各人手執柑橘，拋向

海面，再由年輕力壯善泳的小伙子分批坐上小舢舨爭先恐後去打撈，贏得最多柑

橘數目的隊伍就會獲勝。這些認領箱數的款項將如數捐作慈善公益及援助弱勢團

體，形成了檳榔嶼民眾在慶渡佳節下不忘為公益慈善事業募款的特色。 

 

   第六節    檳榔嶼新春廟會慶新春 

 

檳榔嶼的華裔青年社團和知識份子對傳統華人的傳統文化非常執著，從建國

迄今對傳統的民間習俗文化內涵推動不遺餘力，從實踐情況中認為傳統習俗文化

具有集體思想觀和經驗意義，以及內在心理情結，因而豐富了其本原的價值性；

華人新春節慶的象徵符碼更能演繹出華人族群在現實生活中的集體意識與精神

力量。於 1990 開始，一群青年華裔知識份子便選擇在古老的街頭巷弄舉行新春

廟會，藉此機會除了舉行娛樂休閒活動，也不忘介紹歷代相承的民俗文化活動，

以觀視技術來形塑出一個華人的文化，同時也把混融創新具有本土色彩的華人習

俗文化展現在大眾面前。 

 

一、 新春廟會的源由 

 

根據《辭海》的釋文辨證：「俗於一定日期，假廟宇爲貿易市場，賈販麕集，

謂之廟會。」廟會在唐代早已存在，當時是以市集形式出現，亦稱為廟市或香會，

在寺廟舉行宗教節慶時，定期擺設在寺廟內或者寺廟周邊，具有交流城鄉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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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民眾祭祀時之需。早期這些廟會都是跟隨寺廟舉行宗教節慶日期而舉行的，

信眾在佛殿前獻供、演戲、燃燈、敬香奉祀，「傾城巡寺隨喜，甚是勝會」。 

《入唐求法巡禮記》卷四記載日僧圓仁親眼目暑唐代長安舉行盂蘭盆會的盛況，

記載了「諸寺作花蠟花瓶、假花果樹等。常例，皆於佛殿前鋪設供養，傾城巡寺

隨喜，甚是盛會。今年諸寺鋪設供養，勝於常年。」228這都是廟會的由來。這名

聞遐邇、香火鼎盛、香客蜂擁而至的寺廟，廟會市集相對之下比較集中，較具規

模；至於小寺廟舉行宗教節日時，其市集相對之下，吸引力較遜，規模自然也是

屬於小型的。 

 

清代人富察敦崇撰寫《燕京歲時記．妙峰山》一文中描述廟會的形成是因為

香客雲集，除了進香、打醮、頌經和跳神等民俗活動之外，進而發展到經貿活動

的組成： 

 

廟在萬山中，孤峰矗立，盤旋而上，勢如旋螺。前可錢後者之頂，後可見

前者之足。自始迄終，繼晝以夜，人無停趾，香無斷煙。奇觀哉！ 

 

正如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白雲觀》所描述的，在每歲正月初一開始，

就開廟十九日： 

 

遊人絡繹，車馬奔騰。至十九日為尤盛，謂之會神仙。相傳十八日夜內必

有仙真下降，或幻遊人，或化乞丐。有緣遇之者，得以卻病延年。 

 

求神祈福的宗教活動裡，廟院內外都坐滿了人群，為了應付一時之需，在寺

廟周遭及附近街道上都有攤販擺設各類祀神、娛樂、日用和飲食的攤格，廟前還

建立戲臺上演酬神戲和表演百藝，逐漸聚成集市形成熱鬧的廟會，吸引人群去遊

逛，充滿歡樂和娛樂氣氛。   

 

林海音尊翁夏仁虎（1874-1963），筆名枝巢子著有《舊京瑣記》卷九也有例

「市肆」的條文解釋為： 

 

京師之市肆，有常集者，東大市、西小市是也。有期集者，逢三之土地廟、

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護國寺、九十之隆福寺，謂之四大廟市，皆以期集。 

 

這類廟會，已經不與宗教節慶而訂定，而是根據貿易需要所展開的廟會市

集，搭蓬擺攤，銷售百貨和日常生活用品。廟會舞臺上所表演的戲劇和耍雜技大

                                                 
228

 見《入唐求法巡禮記》卷四記載日僧圓仁親眼目暑唐代長安舉行盂蘭盆會的盛況，記載了「諸

寺作花蠟花瓶、假花果樹等。常例，皆於佛殿前鋪設供養，傾城巡寺隨喜，甚是盛會。今年諸寺

鋪設供養，勝於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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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以贏利為最終目的。這種廟會是因應了民生需求而形成了其豐富的內涵。 

 

明清以降，廟會的表現形式已融入藝術、民俗、文化、娛樂和經貿等活動於

一體，成為當今流行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段寶林曾分析廟會說： 

 

廟會是一種綜合性的民俗，關係到宗教信仰、商業民俗、文藝娛樂等諸多

方面。各地的廟會又各有其特點，在幾個方面各有所側重，這就形成了各種廟會

各不相同的生活美。 

 

在當下的地理環境、人文歷史和社會制度條件下，民眾把民俗傳統和物質需求以

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呈現出來，成為地方性的民眾節日活動形式。 

 

二、 檳榔嶼的新春廟會內涵 

 

華人先輩早期抵達檳榔嶼後，修橋、鋪路、創興華教，也興建了許多傳統築

建屋，並且更為後輩遺留下許多華人宗教信仰、傳統文化，豐富了檳榔嶼的人文

地理，使得世代華人的生活和生命歷程參與其中，逐漸從這人文地理空間體驗出

安適其所的歸宿感。檳榔嶼的首府喬治市(Georgetown)是東南亞保留最多華人古

老街屋與店屋的城市，古老的街道也型塑出華人對地方懷有高度情感凝聚的認同

感。這些古老街道和街屋都是在不同的階段中被發現，呼喚出華人在那個地景上

互含共生的時光，這種殘餘的文化景觀並沒有真正消失，它經過人民的文化再

造，銘刻出一種文化積碇的符號，以支撐著華人所賦予的另一種意識形態而存在。 

 

（一） 檳榔嶼新春廟會活動結合南洋人文氣息 

 

檳榔嶼的廟會活動並不在熱鬧的廟宇附近主辦，而是在一些擁有最多回憶的

古老建築物的巷道和古老歷史文化的宗祠曠地上舉行，主辦的年代就在 1988 年

才開始。一批愛護中華文化的年輕知識份子，發現現代年輕一代的華人對於過年

的習俗越來越淡漠，因為他們無法體認、參與和融合入新年的趣味和意義之中，

對新春文化的本質與精神完全缺乏瞭解，所以越來越沒有期待新春來臨的興奮

感，並且顯得對「年」越來越不感興趣。於是這一批具有遠瞻的年輕人，認為華

人社會不能因為缺乏對傳統文化習俗中所蘊含的豐富意象和象徵性的體認，就對

年俗越來越不重視。為了讓現代華人加深對新年習俗的認識和瞭解，群策群力地

把具有鄉音呼喚和人文回嚮的年俗，以知性與感性併容的節慶活動來表現出其中

特色，期望全民都感染到歡樂騰達的新年氣氛裡確實為我們添增了重生的希望與

力量。 

 

南洋民間文化自 1988 年開始，便一肩扛起結合動態與靜態、傳統與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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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到創新等一系列趣味方式的街頭廟會，而且不間斷地籌劃了前後達十二年的

新春廟會。檳榔嶼華人文史工作者陳耀威229和一班南洋民間文化志趣相投的工作

伙伴認為新春廟會應該結合熱愛古老檳榔嶼的心，選擇在古老的地景上舉辦新春

活動，鼓勵民眾積極參與，塑造出古老街道的新生命。 

 

陳耀威受訪時表示，從 1988 年開始到 2000 年期間所主辦迎新春街頭廟會，

先後選擇在龍山堂邱公司（Khoo Kongsi）內的曠地上、觀音亭古廟後街的南華

醫院街道（Stewart Lane）、大街（China Street）主辦。每一年都有一個主題，譬

如「迎新賀年美點」、「街屋廟前迎新年」、「街頭廟後迎龍年」、「街頭廟前迎馬年」

等等，新春廟會的民俗活動就將新春節慶點綴得春意盎然，氣象萬新。 

 

陳耀威表示當初承辦的目的是因為他們覺得新年氣氛越來越淡了，所以想把

一些傳統習俗結合「南洋」成長的華人，互相勉力，共求進歩，在分享傳統節慶

快樂的當兒，也能思考一下華人文化如何結合南洋地方的人文氣息作為發展檳檳

榔嶼社會的一種緊密聯繫。更重要的是在尋找一種文化生活的方式與價值觀。 

 

民俗文化工作者鄭錦華230也認為大家都是憑一股草根性來推活這項廟會活

動，並且保持高度環保概念，儘量不去使用塑料和現代製成品，以堅持的信念讓

廟會誕生。第一場在龍山堂邱公司舉行的「送舊迎新」廟會，終於開創了檳榔嶼

年年辦新春廟會的傳統。 

 

（二） 老街舊建築成廟會場所的特殊性 

 

龍山堂邱公司建於 1902 年，經過兩度重新大翻修後，延至今日仍然維持原

鄉的封閉性、嚴密的同姓聚落空間。檳榔嶼龍山堂邱公司報行員謝清祥表示，檳

榔嶼華族以邱．謝、楊、林及陳姓為最大宗族，皆來自福建省各地區；當英國殖

民地官員萊特上校抵達檳榔嶼不久，即在華人甲必丹辜禮歡的籌劃下，由五大族

人在幾條近沿岸地段成立第一個福建籍貫華人聚落，成為自立自治的姓氏村，並

且興建福籍姓氏宗祠，即大統巷的龍山堂邱公司、打鐵街的潁川堂陳公司、本頭

公巷的石塘謝氏福侯公公司、亞貴街的九龍堂林公司和海墘新路的霞陽植德堂楊

公司等，作為照顧當時南來新客和居住在本地的族人的生活基本福利，以及支配

教育、經濟、福利和鄉團活動等。 

 

龍山堂邱公司的整幢建築物的圓樑、通樑、斗拱、木雕木結構建築皆採用崁

入式，完全不用一釘一鐵，屋頂紅瓦瓷片剪黏，一對石龍柱支撐，棟樑盈角雕飾，

                                                 
229

 陳耀威：馬來西亞檳榔嶼人。臺灣國立成功大建築系畢業，現任陳耀威文史建築研究室主持，

從事文化資產保存、文化建築設計以及華人文史研究工作。 
230

 鄭錦華：馬來西亞檳榔嶼人。易學堂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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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裝玉裹，主殿正脊還以剪黏塑造出一對「雙龍戲珠」，垂脊則塑立牌頭或亭子，

樑頭有石雕蓮花，一對石獅屹立正殿大門，山牆則粉飾山花，全都屬於閩南傳統

工藝技術，雕琢精緻，色彩瑰麗奪目，極具古拙之風。主殿內的壁畫傳達了儒家

觀念、宗教信仰和詩禮傳家的傳統理想。正堂兩側高壁上畫有許多天兵神將，形

態各異，各具坐騎，而坐騎盡是一些桀驁不馴的凶悍仁獸和祥瑞飛禽，如龍、鳳、

獅、羊、麒麟、貔貅等，栩栩如生。後壁壁畫皆是有關謙恭、忠孝、節義的民間

故事，如《三國演義》和《二十四孝》等題材。至於九老壁畫圖，更見九位耆老

儀態從容的觀賞雙魚在水中游樂或對奕圍棋，旁有一幅對聯「參閱兩儀開闔著陰

陽于天地，對圍棋局縱橫了包韜略於古今」，充份展現了耆老在不變應萬變之中

化解多端世情的危機與逆境。雙魚象徵「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封，演

繹成宇宙萬象。還有一幅百子千孫壁畫圖，更是寓意邱氏族人在檳榔嶼開基傳世

百世子女昌厥、丁眾勢強，宗族力量盛旺。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機炸毀部

份建築物及大統巷內的 20 間店庴，重新翻修之後的邱公司，不再屬於族人的祭

祀和聚會場所，而成為檳榔嶼文化古蹟遺產之一。 

 

因此，在龍山堂邱公司曠地舉辦第一屆新春廟會，自然有其鮮明的象徵意

義。華人姓氏村的起源，宗族力量的興衰史、儒家傳統思想的理想化、文化習俗、

民間故事傳說、神話、宗教信仰等等，為新一代華人子弟喚起平常生活中逐漸隱

藏的文化和風俗習慣。 

 

（三） 廟會活動反映民間技藝與民俗文化 

 

廟會所主辦的活動包括了民間剪紙藝術、寫揮春、相聲表演，華樂演奏、春

詩朗誦、捏麵人、大旗鼓表演、吹笛舞蛇表演、製陶、戲劇、月琴彈奏、武術、

舞龍、舞獅表演、兒童繪畫、古老情歌演唱、製作本地糕點「粿加必」（Kuih Kapit）、

老屋拼貼，並以懷舊老照片來展現出古蹟的古早味，呈現出老檳城老生活的情感

並且邀請學者座談逢年過節的華人民俗，還有準備一些娘惹糕點、甜桔、潮洲柑、

臺灣栟柑應景。 

 

廟會活動最初是在一個民間團體南洋民間文化主催下產生，並且聯合二十幾

個藝文團體和院校的文化志工全程投入，完全屬於民間私人推動性質。五年後，

檳榔嶼官方與檳榔嶼各姓氏宗祠聯委會主催，檳榔嶼各姓氏宗祠青年團聯委會承

辦，邀請商家大力贊助，規模就逐漸盛大壯觀起來，通過官方頒布消息，平面媒

體的爭相報導和旅遊協會的情商協助，製造無限商機，大批小販湧入擺攤販售各

類商品和小食，民俗文化、歷史古蹟、和民間手工藝品也展現了另一種新風貌。 

 

檳榔嶼新春廟會興辦的最初目的，所要召喚起來的不只是傳統習俗的記號，

更是人文地理環境的維護，傳統華人手工藝品製作藝術的傳承，神聖空間、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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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命重覆循環的所賦予的象徵意義；在相對應的世界裡，我們尊重萬物皆有靈

的存在，我們也相信在成長和轉變過程中，我們必須經歷一些挫折和越過一些危

機，才能使人生提昇到另一種層次的境界。正如伊利亞德（Micea Eliade）231在

《聖與俗─宗教的本質》（The Sacred & The Profane: The Nature of Religion）中所

言： 

 

在空間的同質性中建構起定向感。人們要求某種記號，以便中止因本對性

與迷失方向所致的緊張與焦慮，簡單地說，就是要顯示出一個絕對的支持點

來。232 

 

檳榔嶼的新春廟會鼓勵華人市民去關注原鄉豐富的人文氣息，以及習俗文化

的特色，結合本土風味，型塑出一個足以代表新一代華人的習俗文化來。 

 

三、 臺灣新春廟會承襲宗教文化傳統 

 

檳榔嶼新春廟會與臺灣的民間廟會一般上是完全不相同的。檳榔嶼主辦廟會

目的是要喚起民族文化自覺，和保留習俗傳統。臺灣漢人民俗信仰中的各項禮俗

祭拜非常複雜，對於節俗禮儀十分重視，但主要仍以許願消災祈福、還願叩謝神

恩、驅邪祭改為主，民間準備葷素等供品祭拜神祇，以及敬獻金銀紙祭拜，都隱

含著報答神恩的原則。 

 

李豐楙教授233指出： 

 

在東亞文明中，臺灣的節慶廟會雖飽受現代化的衝擊，卻仍然繼續一個深

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傳統。在大航海時代，歷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而後明

鄭、清領、日治及國民政府，漢人社會所移殖的信仰習俗，也衝墼了平埔族的

社會文化，這樣的自然、人文環境就讓節慶廟會在斯土斯民中扎根。只要將清

領下所修方志中風俗，對照當今田野所見的，就可發現一種在地化的民俗，完

整遺存了這一歷史時空下的集體記憶 。234
 

 

臺灣廟會活動的發展，仍舊是圍繞在凝聚寺廟香客以及整合地方社區人力的

功能性為主。趕廟會，是為了祈求平安、敬神謝恩，並且休閒地逛攤位，看酬神

                                                 
231

 依利亞德（1907-1986）：著名羅馬尼亞宗教現象學學者，出生於首者 Bucharest，承繼東正教

家庭的宗教信仰。一生著作甚豐，對宗教及神話研究貢獻極大。 
232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市：桂冠，2000，頁 77。 
233

 李豐楙：臺灣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教授，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合聘研究，專長研

究楚辭、道教文學、道教文化、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 
234

 見蔡文婷著，《臺灣民俗筆記》〈序：海島生活的民族圖騰〉，臺北市：光華雜誌，2007，初版，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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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充滿了娛樂和休閒功能，民眾一起歡樂，成為宗教精神的寄託和世俗生活的

一部份。臺灣的廟會有大規模也有小規模舉行的，胥視各地寺廟的宗教性祈福活

動或是節慶活動的大小而定。 

 

根據蔡文婷的《臺灣民俗筆記》的非正式統計，今天的廟會大都是明星大會

串、歌舞表演、沒有變化的民俗攤位，節目逐漸趨於庸俗化。但是，鹿耳門天后

宮文化季的藝文活動，還是可以說明臺灣的民生文化氣息仍然充滿著創意和清新

感。 

 

臺灣寺廟眾多，因此廟會活動的次數也就顯得非常頻繁。各地方寺廟神靈的

有求必應之下，使到廟會活動在各地方民眾力量的人旺、財旺相互交換關係下，

越辦越是有聲有色。因此廟會不只在教性活動上舉辦，也在元宵、春節等節慶性

活動中增辦，使廟會文化逐漸多元化。 

 

第七節  小結：年的傳說與節日敘事 

 

每個國家都有各自不同民間傳統習俗節日文化，而每個民間傳統習俗節日 

背後都各自擁有其神奇、美妙、色彩絢麗和獨特情趣，或是以基層廣大民眾權益

為基礎作出鬥爭的英雄。 

 

本章小結認為華族的傳統節日則多與農業祭祀、祖先崇拜、自然神靈崇拜、 

驅邪禳災等儀式活動有關，是先民創造的民俗生活文化，具有民族特色和歷史進

程。華族所慶祝的傳統節日相當多，其中包括了春節、元宵節、寒食節、清明節、

端午節、七夕節、中元節、中秋節等等，尤其是春節活動，更是具有驅邪、祭祖、

聯絡親友、娛樂民生等種種文化與社會功能，是華族長期以來文明生活發展的縮

影。 

 

    由於檳榔嶼華人是早期從中國陸續遷移過來的，所以在不同的地區、群體和

個人身上，大家的生活方式也會隨著變遷，呈現出豐富多樣性，同時也反映出華

人族群始終離不開受異族文化所混淆的多元社會構成原則。誠如高丙中235所言： 

 

      在通都大衢與僻壤窮鄉之間，在各民族之間，在沿海與內地之間，在老年

人與年輕人之間，都有不同的表現。236 

 

                                                 
235

 高丙中：1962 年生，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所教授。主要專著有《民俗文化與

民俗生活》、《中國社會發展與文化研究的探索》、《現代化與民族生活方式的變遷》(合著)、《民

俗志》、《居住在文化空間裡》等。 
236

 高丙中主編，《現代化與民族生活方式的變遷》〈前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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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不同社區空間的檳榔嶼華人，他們的文化接觸與生活方式必然與所居

空間的其他居民類似，因此大家都會調整既定的生活模式，把價值觀念更新，以

新的視覺角度來選擇新的人生階段，適應多樣化的生活方式，為自己的美滿幸福

未來爭更大的動力。 

 

檳榔嶼華人所慶祝的節日除了保存著民族本質性的傳統精髓之外 ，實際上

也在整個居住大環境的發展下不自覺地加入了在地各民族的風俗，而且是彼此相

互影響著。華人的傳統節日慶典和儀式眾多，由於往海外移民遷地的關係，華人

的語言、歷史命運、對原鄉的感情和民族意識，都會隨著移民社會客觀條件的變

遷和人事的更易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而產生新的認同符號和精神紐帶。 

 

許多傳統節日與儀式是歷史產物，在歷史文化轉型的進程、社會環境改變以

及生活方式的結構等種種因素之下，有些節日和儀式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走向消

亡，只透過生活方式、生活感情、生活習慣而普遍化地保留、參與、享受一些具

有特殊意義、具有生活特徵與強化團結聚合、促進人際和睦關係以及象徵著儒家

文化的節日和儀式。尤其是農曆新春佳節，更是意義深厚非凡，讓人們永遠都充

滿祈望和追求理想，以及傳承習俗文化的希望。 

 

一、     「年」的傳說賦予華人與時併進的新生命力 

 

送舊迎新，是華人根據節日順序時間的安排，從平常世俗生活環境中跳脫出

來，將自己的情緒完全放鬆，在參與慶祝活動中，盡情巓覆一成不變的日子和時

間順序，把自己轉換進入另一個聖禮化的時間和空間，釋放自我，同時藉此活動

獲得生命周期的淨化和更新。 

 

尤其舉行過年的慶典禮俗儀式時，更是彰顯了華人在踐行一個從常性的俗過

渡到非常性的神聖時間和空間的動作，利用生活中張弛之道的均衡變化，使得生

活在緊張一年之後，獲得調節放鬆，重新養精蓄銳，再作出發，張弛之道的有機

結合，使身心永遠都能以最佳狀態去應付人生路途每一階段的不同需求和挑戰。 

 

跨年是一項從俗到聖的通過儀式，是社會生活與文化的轉化，並進入一個「交

融狀態」之後才會恢復常態，當事人在經歷了儀式過程，身心都被賦予神聖能量，

生命重生，是人生另一個新階段的轉化。相對也形成一股穩固的文化力量，作為

華人集體文化的認同及內部凝聚的精神力量，支撐著華人時宜性的社會生活和生

存方式。 

 

「年」是時間循環的再生，也是植物在大自然循環的再生，更是天候與雨量

的循環再生，通過迎接新春的祝祭儀式和活動，可以保障人民生活連綿不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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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解除在新收穫中的某些禁忌，使新春元旦象徵了宇宙世界的開始，全部生物資

源從涸竭消失的舊歷史中，藉著天地創造的再現，使萬物重新開始生長。 

 

尤其海外華人的先祖從原鄉離開，遠渡重洋，歷經千辛萬苦，彷彿經歷了一

次承載著沉重苦難的死亡，然後獲得海水的洗滌淨化，在彼邦登陸，恍若隔世的

感覺就像是賦予新生命的循環再生，時間也被重新創造而再生，苦難和折騰也就

深具提升精神價值和淨化生命的意義性。人類就是以各種宗教儀式持績著不斷的

創造而獲得重新再生的能量，這是一種聖現，也是一種宇宙秩序的相應。宗教現

象學家依利亞德（Mircea Eliade）認為： 

 

賦予苦難某種價值：它將痛苦從負面的情況轉化成有積極精神內涵的經

驗。237 

 

呂微238認為神話就是「節日敘事」，是一種信仰性敘事，為了保持世俗生活 

中的神聖價值力量，世俗生活就必須定期地重返神話時代或神聖時刻，以期重新

獲得神性的力量，這就是節日的意義。239節日的敘事超越塵世，卻又是屬於塵世

中的事件或事態，而且所敘的當下都是神聖時間的開始。 

 

    古代華族先民在農業生產上常離不開直覺經驗，利用「年」成為年獸的意識，

主要是在理性地喚起族群去調適自然環境對人性的種種考驗，為了求生存，保護

農業經濟的收益，不知不覺中就會從經驗之中提高積極性。 

 

    年獸的神話故事反映出時間的重覆循環性，華族先民在五千年的歷史進程

中，「年」不斷地在同一範疇上所規定的時間和空間裡入侵集聚棲息的華族，這

意味著華族也一直不斷地在變化的時代和環境中累積豐富經驗和敏銳觀察能

力，通過不同的生活形態把時間觀念精確地捉準，順應時代環境的變化與改革，

使自己的生活。 

 

檳臺華人自古以來迎接新春年節的各種獻祭習俗，都充滿著一種神聖的宗教

儀式，藉儀式的舉行作為人與神的一個溝通平臺，祈望在神聖空間裡借由儀式和

語言操作、在重新設定的時間中獲得神明的賜福，賦予旺盛的生命力和神聖力

量，達到重生目的。 

 

                                                 
237

 見依利亞德著，楊儒賓譯，《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臺北市：聯經，2000，初版，

頁 88。 
238

 呂微(1952.1-)：山東萊蕪人。中國社會科學耼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民間文學研宄室主任；中

國民俗學會理事。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神話史與民間文學史。 
239

 參閱呂微著，〈神話的時間性立義形式──節日敘事學的討論〉，收錄在中華民俗會、北京民

俗博物館編，《節日文化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1，初版，頁 16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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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春節慶文化活動意涵 

 

新春節日文化具有其特點，從傳統的家庭習俗活動，逐漸演變衍化成為一項

公共領域的共同活動，而且節日在商業經濟貿易的商機策劃與推動下，文化氣息

越來越濃厚，各項節日活動都選擇在公共領域主辦，全民共慶，而家庭活動的團

聚活動，卻變得越來越淡薄。在新春佳節中，出國旅遊之樂，完全形成了不以家

庭活動為中心的現代化社會觀念。 

 

檳榔嶼主辦新春廟會的意義，主要是要喚覺華人在結束舊曆年的生命，繁衍

新生命的一年初始，必須以一顆熱愛古老檳榔嶼的心在尖端科技發達的現代化時

代當中，藉由一個民族集體的節日活動來體會華人原鄉傳統生活習俗文化的深層

意義和象徵意涵，把具有南洋風味的新春節慶文化，以全新希望在此紥根茁壯成

長。把舊有的文化資產，與一個民族的心靈相連結，在不同的視覺角度、不同的

環境社會和不同的生存領域，鑄入新的文化想像創造力，使到新春節慶文化思維

更富多元社會的意象與象徵意義。 

 

三、 檳榔嶼華人文化的消融 

 

伊利亞德認為人類皆賦「永恆回歸」的本能，經常在世道衰微或世界瀕臨毀

滅的邊緣時，興起要超越歷史的心態，冀望回歸到歷史尚未開啟前的遠古美好時

代。所以，很多年節乃至宗教節日的目的，其實是在提醒我們「人」的本源。如

過新年時，我們會放下工作，徹底地休息；或清明節掃墓，會感覺到與遠古的祖

先一脈相承，這些活動或儀式都是要把人從世俗繁瑣的生活情境中提昇出來。  

 

  伊利亞德認為這就是宗教意義的所在──一種「永恆的回歸」（the eternal 

return），不論人如何世俗化、歷史如何演變，還是需要透過各種儀式把人提昇， 

回到最原始的狀況。檳榔嶼華人在精神文明上，重視物質生活中的飲食文化，因

為「衣食足則知榮辱」，飲食文化反映了華人所發展起來的文化現象；而古老的

街道、陳舊的建築和古老的手工技藝，曾經記錄了華人南來的歷史與發展，以及

民間手製的工藝技巧。通種華人新春節慶的儀式、祭祀、飲食精神、禁忌與民俗

文化活動，可以增強一個民族的自信心，產生動人的超脫力量和旺盛的生命力。 

 

    因此，當人們在過去經歷了各種考驗和試煉之後，面臨萬象更新的那一個時

間點，新春節慶裡的「年」本身就產生了一種神聖的力量，經過節慶儀式的轉化，

特殊食物的滋補潤育，歷史的記憶，賦予生命更多實用的養分之後，人們就會進

入一個空間變化的境界，象徵著克服逆境，重新以不同的生命層次與時間歷史展

開重生後的精神超越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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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春節氣氛活動照片 

 

 (圖 003-001)華人家庭的老少同堂共慶新春佳節 

 

 

 

(圖 003-002)各族人民一同參加七元撈生活動，祈祝越撈越旺，「風生水起」 

 

(圖 003-002.1)撈得盆滿砵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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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3- 002.2)撈個升官進爵。 

 

  

 

 

(圖 003-003)外國人也享受華人春節的湯圓吃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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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3-004.1)年年吃發糕連連有剩餘，升官又發財。 

 

 

 

 

(圖 003-004.2)紅龜粿─福壽延綿，子孫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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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3-005)極樂寺充滿法喜，舉行萬燈法會，璀璨迎新春 

 

 

 

 

(圖 003-006)群獅舞動吉祥賀新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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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新春廟會慶典活動照片 

 

(圖 004-1-001) 南洋民間文化   負責人陳耀威                     

 

  

 

 

 (圖 004-2-001)檳榔嶼最獨特技藝的耍大旗，於 2012 年申請入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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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4-2-002)新春民俗廟會活動表演─七仙踩高蹺 

 

 

 

 

(圖 004-2-003)廟會牌樓           (圖 004-2-004) 進入狀元門金榜必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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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4-2-005)在熱鬧的大道上表演難度頗高的「祥龍呈瑞」，為百姓除穢

去邪，天下吉祥平安。 

 

 

 

 

(圖 004-2-006) 龍鳳呈祥，吉星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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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4-2-007)憶童年摺紙鶴的樂趣。  (圖 004-2-008)重現兒時情境。 

 

   

 

 

(圖 004-2-009) 一對新人舉行傳統華人婚禮喜慶，交拜天地喝合巹酒。 

 

 

   

 

(圖 004-2-0010)木偶戲班已式微。  (圖 004-2-0011) 財神爺和小白兔來賀年，增添

新年吉慶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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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峇峇與娘惹文化 

 

(圖 005-3-001)第四、第五代以後的娘惹妝扮，相當時麾。  

 

 

 

 

(圖 005-3-002) 1950 年代以前的峇峇娘惹是乘坐牛車到親友家庭鬧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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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5-3-003) 巴士前的峇峇娘惹各具風姿 (左、右) 

 

  

 

 

附件 6：元宵擲果習俗 

 

 (圖 006-4-001)元宵夜在海濱丟柑許願，官民同樂的熱鬧場景。(左、右) 

   
 

 

(圖 006-4-002)年青小伙子划舯舡到海上撈柑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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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檳榔嶼華人春節民俗五福神話傳說 

 

    自古以來，以農立國的華人社會，對於許多無法以科學知識闡釋的宇宙自然

界奧秘現象、譬如自然災厄和困頓，都歸咎於主宰著天地萬物與生靈的超自然神

秘力量的存在，世俗心理不免對宗教意識的認知逐漸產生一個模糊的概念，並且

通過宗教意識建構出一套鬼神系統，以世俗精神來表達對宗教信仰的情感。華人

族群，受到本身傳統文化環境和儒釋道三教世俗化長期的影響，相信萬物皆有

靈，頭上三尺且有神明，因此入廟即燒香祈禱、見到神像則叩首膜拜，尤其崇拜

對鄉里和國家有所貢獻的英雄人物，以崇敬之心設碑立像祭祀，將人物神格化；

儒家講究孝悌、長幼秩序和社會倫理等道德規範，因此，對於祖先崇拜是基於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240的心態影響。華人社會的信仰是

屬於多神化的，同時這種民間信仰被廣泛傳播，成為了日常生活中具有豐富精神

特徵的結構組成部分，長期支配著華人的心靈、思想和行為模式。英國著名社會

人類學、神話學與比較宗教學先驅詹姆斯．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241在其著

作《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The Golden Bough：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中認為：  

 

宗教是對被認為能夠指導和控制自然與人生進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與撫

慰。242 

 

在社會基層結構中，一般普通民眾比高知識階層份子佔絕大多數，其宗教行

為都源自於祖先對自然界未知現象所產生的敬畏心理，而在社會生活習慣中不知

不覺地形成一種對象崇拜，並且深受周遭世俗環境影響以及個人或集體情緒感染

下，逐漸將信仰融入於各種新興的宗教意識之中，最終潛移默化地型塑出一個深

具鄉土性與族群性，且具有實用功能性以及富有宗教價值內涵的民間宗教信仰。 

  

民間諸神正是由世人所化身的，神性來自於人性，因此兼具凡俗與神聖。民

眾深信，只要掌握自然界的運行規律不越軌，對自己的行為有所規範和約束，即

可成為有德之人，最終可通天成神，成為世人敬拜的對象。歷代君王都被認為是

上天之子，受萬人敬仰，君王以天子身份統理天下，並且制天命而用之，正反映

了君權與神權具有無上神聖的一致性，所以天子最終的歸宿之處，必定是回到天

上恢復神職。至於忠臣、烈士和有德之人都被視為擁有非凡能力者，一生鞠躬盡

瘁為國家、人民作出貢獻，最後自然也會成為世人景仰和崇拜的神祇。 

 

                                                 
240〔春秋戰國〕孟軻撰，〔漢〕趙岐注，《孟子》卷五，四部叢刊景宋大字本，頁 37。 
241

 詹姆斯．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1-1941.5.7)：英國著名人類學家 、宗教歷史學家、

民俗學家，認為「巫術先於宗教」的第一人，一生著作甚豐。 
242

 參考詹姆斯．弗雷澤著，汪培基譯，《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上冊，臺北市：久大、桂冠，

初版，1991，初版，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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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諸神源自佛、道及原始信仰，因此複雜糅合成一個多元化的複合型民間

信仰，伴隨著世人精神嚮往的傾向而建構出許多想像世界中所蘊涵的神話思想和

古神話創作。中國近代社會史及風俗史研究學者王守恩243認為： 

 

如果說神的世俗性反映人之凡俗性的話，那麽其神聖性所體現正是人之神

性。民間神與宗教神都有神聖性與世俗性，兩者的區別只是前者的世俗性相對

大於後。民間神被其創造者與崇拜者──為數眾多的凡夫俗子賦予了更多的世

俗性。244
 

 

在生活環境中的社會結構下，公眾性的信仰很自然地就會受到文化基因的影

響而普遍地接受下來，一部份也由於受到宗族或家庭宗教信仰的影響而沿襲習俗

傳承下來。正如民間所傳頌的五福神話傳說，一直以來都是華人堅持不懈追求的

完美與永恆的崇高理想，亦是華人社群對名利、富貴的追求以及流俗的精神傾向

的希望寄託。孔子也認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245因此，在物欲化的當今

時代中，人們都恨不得以最快的速度把身邊所擁有一切事物都能轉換為財富與聲

譽。「財，人之所寶也。」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認為錢財與物資都是人

們所寶貴珍惜的。 

 

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是最早肯定「財」的功利屬性的

學者：「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246，可見得漢人社會對

於物質利益的忙碌追求是一種正常現象。世人追逐功名利祿的心態是執著的，不

只重實質而且求實利，並且為了自身現實生活和存在，希望通過各種宗教儀式來

敬鬼事神，祈求恩賜「五福」，實現百福千祿、千歡萬喜、富貴壽考，以達到現

世利益的享受。 

 

除了神誕慶賀之外，歲終和迎新歲的酬神儀式就是一種祈求恩賜的活動，同

時也是華人對過去一年來本身的言行處世作全面的總結，冀望物質財富和精神生

活的層面，能有所利益。酬神當然是藉一年來的得失進行總檢討，祈求納福消災。

「福」之所指，就如《尚書．洪範》篇所言五福，概括了高壽、富裕、健康安寧、

修養美德和年老得善終。希望在新的一年裡，增添信心，建造更美好的前景：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命。247 

 

                                                 
243

 王守恩(1954.4-)：山西沁縣人。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研員。現在職攻讀歷史學博士

學位，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社會史。 
244

 王守恩著，《諸神與眾生  清代、民國山西太谷的民間信仰與鄉村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2009.1，頁 137。 
245

 〔漢〕何晏集解，《論語．卷二．里仁》〔三國〕，四部叢刊景日本正平，頁 7。 
246

 〔漢〕司馬遷撰，《史記．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卷一百二十九，北京：中華書局，頁 2463。 
247

 王雲五主編，屈萬裡註譯，《尚書今註今譯．洪範》，臺北：臺灣商務，1969，初版，頁 83。 



 

99 

 

第一節    華人生活核心的五福信仰 

 

自古以來，人們與「福」、「祿」、「壽」、「喜」、「財」這五千年的傳統文明的

文字元號結下了不解之緣，形成一種常民文化，體現了人民對社會進步的要求、

對生活的實踐以及對文化習俗的投射。中國民間對物質財富的渴求是基於過去先

民的物質收穫滿足不了現實生活的需求，因此，先民在天災人禍、飢寒交迫、物

質供不應求的尖銳矛盾下，通過多神崇拜的心靈寄寓和精神行為上，祈求賜福增

祿、佑保平安。世界各地的華人在迎接春節來臨的除夕，都會舉行驅儺送窮神的

儀式。大年初一清晨，檳榔嶼的華人便開始忙於到各大小廟宇膜拜諸神明，祈佑

闔家福壽康寧。對農耕而言，農民最大的祈願是五穀豐登，六蓄肥壯；商賈買賣，

最注重的當然是生意興隆，財源茂盛；至於公職人員則要求升官晉爵，名利雙收；

求學的祈求學業進步，名列前茅。 

 

尤其是建埠前的檳榔嶼海外華人移民，經過一番與惡浪波濤的生死搏鬥，始

能抵達人事與景物全然陌生的異邦，感覺上恍如隔世。在異鄉赤手空拳，白手興

家，落地生根，因此對於功名利祿和財富更是有著共同的渴望和期盼，他們向蒼

天祈求不再困頓如初，希望能有一個幸福安寧的生活環境，於是許多各司其職的

神明信仰就通過人們熱烈的渴望與追求、在虔誠的崇拜與期盼中產生，並且成為

民間宗教信仰儀式中最重要的節日和活動。 

 

民間所崇拜的五福神信仰中以富貴壽考248統稱的「福」為首，《韓非子．解

老》曰： 

 

  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熱，思慮熱則得事理。

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

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249 

    

人的福氣就原自於自身的修養與忍耐，心存正念，生活自然安樂美滿。正如

韓非子所言，「福本於有禍」250，因為禍福是互相依偎的，人在福中，凡事必然

要戒慎恐懼之心，才能避免心生驕念，而導致行為有所偏差。 

 

「福」字，就像原始初民虔誠地在祭臺祭祀，以雙手高舉容器，供奉酒肉，

以敬蒼天，祈禱蒼天庇佑賜予吉祥幸運。供品在供奉儀式之後即獲得上天賜福成

為吉祥之物，獲得分享供品的人就象徵著有「福分」，是幸運的。所以，古人經

過長期的經驗累積與實踐，認為福分的的修為必須有賴於修身積德以及養性而知

足。 

                                                 
248

 壽考：即高壽。可參閱《詩經．大雅．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詩經．商頌．殷武》：

「壽考且寧，保我後生。」《後漢書．東夷傳》：「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眾。」 
249

 〔清〕王先慎著，《韓非子集解．解老第二十》卷六，清光緒二十二年刻本，頁 91。 
250

 〔春秋戰國〕韓非撰，《韓非子．解老第二十》卷六，四部叢刊景清景宋鈔校本，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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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解字》亦云： 

 

富與福，音義皆同，釋名曰福，富也。251 

 

華人為了自我欲望的滿足和心理需求，祈求糧食豐收，享有福份自然富貴

至，富貴至衣食自然講究品味的高檔和潮流，既獲飽暖之餘，即嚮往功名、權勢、

金錢，作為出人頭地，光耀門楣的見證；擁有官職名銜和權力之後，晉而渴望高

壽如彭祖，才能極享世間的一切富貴榮華，於是福祿壽三星順理成章成為世人對

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最高目標。但是人心是一個無底的深壑，多福、高祿和長壽

仍然無法填滿人們所嚮往更加富裕的理想，於是喜氣盈門的喜神信仰和日日生財

的財神信仰也都受到廣泛的崇拜，而形成了一個穩固結構的五福神信仰崇拜。 

 

一、 「五」數字的吉祥意涵 

 

「五」的意義，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 

 

五，五行也。古之聖人知有水火木金土五者而後造此字也。從二，像天地。

陰陽在天地之間交午也。此謂乂也，即釋古文之意，水火木金土，相尅相生陰   

陽交午也。252 

 

故「五」字，就具有於天地之間，運行不息之意，以「五」為中心的五行思

想，也是自古以來中國人的思想律，是中國人對宇宙系統的信仰。253馬來西亞民

間信仰者，認為「五」具有神秘的性質，尤其原始土著一致相信一個星期只有五

天，他們認為： 

 

這五天與顏色和方位劃分構成神秘的聯系。這五天依次表示白色和東方、

紅色和南方、黃色和西方、黑色和北方、雜色和中心。254
 

 

當筆者小時候，逢星期五下午五點，家裡的大人都會買五朵不同顏色的鮮花

(俗稱五色碎花)、水果、糖菓、小餅乾、檳榔、抹上石灰膏的栳葉(馬來語稱 sirih，

英文學名叫 piper betle)、捲葉煙到屋後小院子裡的空曠土地上，當天焚香祭拜，

同時還要燃燒甘文煙(馬來語 kemenyan)。東南亞國家如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

地的人民相信甘文煙是靈界與人間的一個通靈物，馬泰兩地的巫師通常使用甘文

煙來進行與宗教相關的儀式或是進行傳統醫療法；印裔則用來祭拜興都教神明；

                                                 
251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圈點說文解字》，臺北市：萬卷樓，2002.8，再版，頁 343。 
252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市：萬卷樓，2002，再版。頁 745。 
253

 參考顧頡剛著，《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54

 葉舒憲、田大憲著，《中國古代神秘數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0.1，第 1 版，頁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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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用甘文煙來祭拜拿督公，作為驅邪避穢用途。 

 

聽聞母親說，這是要祭拜屋後的拿督公土地神，即番邦土地神，祈佑闔家平

安健康。顯見「五」字，已成為虔誠供奉番邦土地神儀式之數，也是一個充滿了

巫術思維之數。一般華人民間宗教信仰者的住宅，在供奉家裡主神的桌案下方也

安奉了「五方五土龍神，唐番地主財神」的牌位，反映了南、西、北、東、中五

方位的山神和五方土地守護風水的神靈，以及華人與番邦的財神爺都能各就各

位，聚首一方保佑主人家福壽安康，財源廣進。 

 

因此，民間的春節對於「人臻五福，花滿三春」、「三陽臨吉地，五福萃華 

門」的吉祥寓意祝頌詞，充滿了安樂幸福、萬事如意、洪福降臨等想像空間，並

且常和「三多九如」255作為吉祥的取兆。新春節日祈求五福併至，象徵幸福吉祥

瑞慶和諧美滿的生活從重新開始的大年初一開始運行不息。 

 

二、 五福楷模郭子儀：百崎回族後裔的共祖 

 

根據〔宋〕歐陽修所撰《新唐書．列傳第六十二．郭子儀》卷一百三十七記

載，中唐名將領郭子儀（697-781），又稱郭令公，華州鄭縣（今陝西華縣）人。

功高蓋世，多次平定外夷入侵和國內藩鎮叛亂，為唐室江山解危，後平定安史之

亂，受唐玄宗封賜為汾陽王。廣德二年（764）十月，叛將僕固懷恩256勾結吐蕃、

回紇，以 30 萬大軍兵犯晞州、奉天，震驚長安，郭子儀奉命率兵抵禦。永泰元

年（765），九月，僕固懷恩聲稱代宗去世，再度引吐蕃、回紇、吐穀渾、黨項、

奴剌等部總共數十萬大兵侵犯，郭子儀再度臨危受命率兵抵禦。不久懷恩病死軍

旅，郭子儀果斷地採取了結盟回紇，打擊吐蕃的策略，保衛了大唐的安寧。257 

 

《舊唐書》贊曰： 

 

  猗歟！汾陽功扶昊倉，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靜亂，五福其昌，為臣

之節，敢告忠良。258 

 

《太平禦覽》記錄郭子儀遇神仙獲賜五福的神話傳說： 

 

                                                 
255

 「三多」：以佛手、桃子、石榴寓意多福、多壽、多男丁。「九如」：即九方如意，為一種搔背

癢的用具，手不可及之處，用以抓搔，如人之意，故名；北方稱作老頭樂，南方稱為不求人。 
256

 僕固懷恩（-765）：為僕固首領僕骨歌濫拔延之孫。唐太宗貞觀二十年（646），鐵勒九姓大首

領率部降唐王朝。安史之亂時，僕固懷恩隨郭子儀作戰，任朔方左武鋒使，驍勇果敢屢立戰功，

家族中卻有四十六人為在安史之亂中殉難，可謂滿門忠烈，可是卻為左右所誤，成為叛軍。參閱

〔五代〕劉昀著，《舊唐書、僕固懷恩．列傳第七十一》卷一百二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737-1745。 
257

 〔宋〕歐陽修《新唐書．列傳第六十二．郭子儀》卷一百三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246-1254。 
258

 〔五代〕劉昀著，《舊唐書、郭子儀．列傳第七十》卷一百二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722-173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5%BE%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764%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90%E8%95%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6%B3%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765%E5%B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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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儀，華州人也。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迴至銀州十數里。日

暮忽風砂陡暗，行李不得，遂入道傍空屋中，籍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

赤光，仰視空中，見軿輜車繡屋中，有一美女坐牀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

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

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

大曆，初鎭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請禦醫及幕賓王延昌、孫宿、趙惠伯、

嚴郢等曰，吾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所遇之事，眾稱賀忻悅。其後拜太尉尚

書令。尚父年九十而薨。259 

 

《新唐書．郭子儀傳》則記載了郭子儀一生位居高官，享高壽，榮華富貴集

於一身，而且世代顯赫，以八十五歲壽終，賜謚忠武，配饗代宗廟廷。史稱郭子

儀「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擁有「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

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

焉。」郭子儀遇仙，祈願富貴功名，多子高壽而得以實現，因此而成為民眾心儀

的五福楷模。260 

 

郭子儀是檳榔嶼郭氏姓的祖佛，連擁有波斯人血統的百崎回族郭氏族人也都

崇敬郭子儀，並且隨著郭氏汾陽堂的宗族把郭子儀認為是祖佛，同時也跟著郭姓

族人祭祀鄉土神廣澤尊王。原始百崎回族郭氏族群的來歷經過學者專家的研究和

考察確實與汾陽堂郭氏是有分別的。 

 

（一） 檳榔嶼百崎回族擁波斯人血統 

 

檳榔嶼寺廟都有尊奉郭子儀，郭氏汾陽堂和百崎回族郭姓後裔也都供奉郭子

儀為他們的祖先。興建於 1950 年代並於 2006 年拆除的檳榔嶼姓郭橋居民，是大

馬唯一中國泉州百崎回族後裔寄居的地點，百崎郭氏擁有波斯人的血統，現已在

島上各地分散定居，住在姓郭橋的 80%是中國回族保存著祭祖與喪禮不拜豬肉的

習俗。不過，早期南來的回族與當地華人通婚，並改郭姓以後，其實已經完全漢

化。他們與汾陽郭氏集資興建了檳榔嶼郭氏汾陽堂，仿效其他閩南宗姓組織建構

集體祖先崇拜，以感恩和尊重的心意，共祖郭子儀，進而認同了自己身為漢人的

方向，沿襲了漢人的習俗。他們如何從宗教性的廣澤尊王信仰同時也移情到尊奉

郭子儀為祖佛呢？ 

 

根據檳榔嶼郭氏汾陽堂的郭庭愷成立百崎郭氏回族文化復興聯合工委會時

口述： 

  

回族的祖宗其實為波斯商人，名為伊本．庫斯．德廣貢，在明朝時前往杭

                                                 
259〔宋〕李昉撰，《太平廣記．神仙十九》卷十九，民國景德明嘉靖談愷刻本，頁 84。 
260

 參閱殷偉、殷斐然編著，《中國福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2，頁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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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發展，他在廣州落足後，給自己取名為郭德廣。後來郭德廣的孩子郭仲遠到

達百崎，在那裡開枝散葉。當時回族移民在中國人數稀少，所以漢化之後，基

本的生活和信仰都遠離了回教，只不過在臨終逝世時，還是必須回歸真主阿

拉。同時在祭祖儀式上，也還是保留不祭豬肉的習俗。而根據《可蘭經》，這

樣的生活方式是獲允許的。 

 

郭庭愷認為檳榔嶼的回族郭氏是認錯祖宗。他解釋說，於 1990 年舉行泉州

回教大會時，曾經鑑定 500 名百崎郭氏的基因，發現他們確實擁有波斯人的血

統。不過，早年回族波斯人都與中國的當地人通婚，並改郭姓後，就跟漢族郭姓

一起凝聚在郭氏宗祠下，其實，回族郭氏是以感恩和尊重的心去祭拜郭姓祖宗。 

 

（二） 檳榔嶼民間流傳的廣澤尊王神話傳說 

 

郭姓橋民所供奉的神明，就是流行於福建閩南一帶的地方神祇廣澤尊王，也

就是福建泉州人士的鄉土神。廣澤尊王又稱保安尊王、郭聖王、郭主公，全稱號

為「威鎮忠孚惠威烈保安廣澤尊王」，是唐名將郭子儀的後人，居泉州南安。在

檳榔嶼各地區的寺廟中都有供奉廣澤尊王，這些神明主要都是以分靈或分香方式

從中國或臺灣傳承過去的。 

 

根據〔清．光緒〕人楊浚著《鳳山寺志略》卷二的記載： 

 

神姓郭，名忠福，閩之南安人。先世周文王季弟封於虢為虢叔，或曰郭公， 

因氏焉。歷六十餘傳，為唐汾陽王，數傳至嵩公，始遷閩。再傳華公，分派泉

州，居清溪，代有令德。神父姓孝友，無崖岸，常逍遙清泉白石間。神母感異

夢而娠，後唐同光中二月二十二日，生於清溪故里，生即神異，氣象豪偉，以

純孝聞。父薨，母攜之居南安十二都郭山，山因神名，後晉天福初，當在丁酉

戊戌間，神年十歲（《泉州府志》云十六歲，《安溪縣志》作十三歲，《福建通

志》、《南安縣志》並作十歲。）忽攜酒牽牛，登絕頂古藤上蛻化，時為八月二

十二日，里人異之。偽閩通文中，見夢於鄉，為立廟曰將軍廟。261 

 

檳榔嶼閩南族群之間廣泛流傳廣尊王成神的兩個神話傳說，從考察中發現其

內容敘述與臺灣所流傳的幾乎沒有兩樣，只是細節有異。依據來看，應該是民間

的宗教信仰也受臺灣和中國的影響，而且鳳山寺廣澤尊王信仰聯誼會亦在深圳、

澳門、香港、以及東南亞一帶先後成立，尤其是神祇方面的歷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仍然依賴中臺學者的研究成果。有關檳榔嶼廣澤尊王的神話傳說如下： 

 

1. 聖王姓郭名洪福，幼喪雙親，流落他鄉，受僱於當地陳家姓富豪家當牧童。

一天，主人邀一風水勘輿師占卜風水地，卻欺負勘輿師瞽目，以掉落到糞坑

                                                 
261

 鳳山寺廣澤尊王(世界)信仰聯誼會 http://www.nanchens.com/hss-szhkmo/hss12/hss12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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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死的死羊烹調招待。勘輿師目瞽心不瞽，占算出主人家的福份不高，但從

郭洪福的信實中覺察其機緣已屆，遂囑郭洪福將雙親體灰技到羊舍附近，而

不把實情透露給主人家。 

 

勘輿師特別叮嚀郭洪福，一旦遇到毒蜂來螫時就逃，抵達某一地點便會看到

魚上樹、人戴銅笠、牛騎人即可止。當郭洪把雙親骨灰撒到羊舍附近時，果

見群蜂來侵，郭洪福拔腿即逃，沿途下著雨，他在路上果然看到牧童躲在牛

腹下避雨、漁夫在樹下躲雨，順便把釣竿和魚掛在樹枝上、僧人也以缽遮雨

等情景，逐坐在磐石上羽化。 

 

2. 廣澤尊王姓郭，乳名乾，秉性忠孝，常憂國憂民，時感國家危難。一日外去，

即不見其蹤跡，後發現已坐化於一棵松樹下，體溫不退。鄉人信以為神。於

是建廟供其金身。每逢泉州大旱，求雨靈驗。後來郭乾又屢屢托夢救治中疾

者，並治好清世祖雍正的天花，因而受到御封為「聖王」。 

 

   郭洪福，好行其德，為人信實，不像主人的設智巧，仰機利，為人奸狡，故

獲得高人的重視予以指點，成就了他福份，成為百家郭姓的祖佛和眾民崇敬的鄉

土神祇。 

 

（三） 檳榔嶼百崎回族郭氏的新生 

 

當年從中國南下馬來亞的百崎郭氏族人在檳榔嶼建立姓郭橋，保留了祖先的

穆斯林特徵。根據在馬來西亞丁加奴州出土的回教石碑，碑上的文字證明瞭馬來

西亞回教是從中國傳進來的。傳說當時中國的鄭和是回族人，奉御旨下西洋宣揚

國威、經商貿易、宣化朝貢，開擴疆土時，也附帶著傳教的使命。傳說，鄭和還

奉命到番域和親進行政治外交，把明朝公主漢麗寶嫁給馬六甲蘇丹，隨團陪同的

500 名宮女後來都在馬來西亞各地落地生根，開枝散葉。由於百崎郭姓族人離家

南來後，因面對迥異人情，故日漸疏離回教文理，在英殖民時代，郭姓百崎回族

人，一方面生活在多神信仰、深受佛道信仰意識影響的華人社會中，另一方面又

因語言及習俗與印裔和巫裔回教徒頗有差異，溝通之間產生隔閡，因此自覺和其

他華裔移民同文同種，比較能產生親切感和溝通默契。在長期的接觸之中，他們

逐漸適應閩南人的漢族民間信仰了。 

 

百崎回族郭氏和其他華社族群一樣，都存有集體的神聖想像物，並形成一

種特殊的表現形態，希望通過這種表現形態而將自己的的原鄉文化重新發掘出

來，重新構造，加入新的元素，使族人能重新在異域復活。所以廣澤尊王就成為

了被推舉出來成為家鄉最敬仰的神明對象來膜拜，也代表了百崎回族郭氏以一個

集體宗教信仰，作為凝聚共同力量的橋樑。原來的寄居意識意圖被轉化成落地生

根，以撫平不安和恐慌的心理。廣澤尊王的存在顯然讓百崎回族郭氏橋民不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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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焦慮和不踏實，因為神明為郭姓橋民重新創造了一個「家」的感覺。 

 

因為文化共融的關係，百崎回族郭氏對於儒家思想的倫理秩序相對也非常

重視和尊循，所以郭子儀會被認祖歸宗，成為檳榔嶼百崎回族人的祖佛。百崎郭

氏回族橋民融入地方社會的生活環境和適應當地人民的信仰習俗之後，亦跟著入

鄉隨俗，供奉廣澤尊王和郭子儀，就如同檳榔嶼其他姓氏橋橋民一樣，各自擁有

集體聚落的「祖佛」，建構起集體的先賢崇拜，並於 1960 年在岸上建立鳳山宮祭

祀廣澤尊王，延用泉州鳳山寺名號為鳳山宮命名。再依據巫術思維的神經交感經

驗，獲得神靈指示，由郭姓族人到馬來西亞的著名雨城太平，把分靈請回來供奉

在鳳山宮。檳榔嶼百崎郭氏回族橋民不再避忌橋民是回族人，而在家中供奉廣澤

尊王和郭子儀，並依據民間宗教信仰的方式舉行焚香膜拜，說明他們在馬來西亞

逐漸漢化，而且也認同了所居住社區的宗教信仰與文化。 

 

第二節  福：檳榔嶼百福迎祥的風俗文化 

 

冬至之後，陽氣漸漸旺盛，春天的腳步已近。檳榔嶼的華人家庭從冬至節日

開始便忙碌的準備迎接新歲的來臨，以湯圓祭天祀祖，與家人分食甜湯裡的湯圓

象徵「團圓」美滿、添歲和取兆，家家戶戶民間宗教信仰者虔誠的舉行送灶君儀

式以及各商家行號舉行送年或入年界的尾牙祭之後，就是全家上下大幅動員，整

理庭戶，灑掃門閭，除去塵穢，把屋子內外重新佈置一番，去舊迎新，並且在除

夕吃過團圓飯，即乘著除夕守歲，終宵不眠的熱鬧氣氛下，開始貼門神、換門符、

貼對聯、掛上寓意吉祥的圖案。 

 

「福」與「蝠」同音同聲，蝙蝠在祥雲中翱翔寓意福壽吉祥；以桃象徵壽，

五蝠環繞著桃子或壽字或卍字，皆具五福捧壽、萬壽五福、福壽萬代之意；或咬

著彩帶懸著雙古錢，就組合成福、祿、壽的吉祥圖案；蝙蝠配合藤蔓委婉和花草

多姿的形態，則寄寓了福壽延綿，生生不息；圖案形象繪上百花、柿子和如意的，

寓意明顯就是百事如意等等。百福呈祥的風俗就在大家心情舒暢，喜氣洋洋的互

相祝福中，表現出華人對福無止境的祈願。 

 

從原鄉移殖過來的各方神祇，形成檳榔嶼華人民間宗教信仰中的核心，無論

是宗族神明、地方性神祇，各行業的師尊，甚至是在本地社會生活環境中所膜拜

的其他族群的神明，只要是覺得心安與靈驗，足以滿足民眾的需要和欲求，就會

廣泛受到尊敬和供奉。 

 

檳榔嶼的大小寺廟大致上都是一廟多神制，較具規模的寺廟，都以正殿奉祀

主神，偏殿、配殿和後殿則安置各方不同的神祇，供善男信女膜拜；各姓氏宗祠

則供奉各宗姓原始先祖、歷代著名宗族偉人、宗族保護神和幸運神；各行各業亦

會應各種不同行業所需在會所內供奉行業神；至於一般民間宗教信仰的家庭，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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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沿襲傳統習俗安設祖先神位、以及供奉保佑福壽康寧的家庭神祇，如釋迦牟尼

佛、觀世音菩蕯、關公、灶神，以及南洋一帶民間宗教信仰下的五方五土龍神、

唐番地主財神，即所謂四面八方的風水神靈或稱山神，中外的土地神、賜福天官

等等。有些住宅單位的居住空間有限，無法另闢空間安置神祗，所以將祖先牌位

安置在寺廟裡，逢年過節才到廟裡祭祀神祇和祖靈。在許多經商的華人家庭，總

會在家中擺上福祿壽三星的畫像或是瓷像當作裝飾和吉祥象徵。每年歡慶新春佳

節來臨之際，華人內心總是充滿著對於五福的不盡要求和期待。 

 

一、 民間福神信仰與新春禁忌 

 

歲時節日的核心組成結構要素，一定有祭祀儀式、禁忌意識、巫術思維與休

閒娛樂，而且作為一個特殊的時間點，節日的舉行往往承載著一種度厄的危險時

段，在神秘和神聖的時間點下，人們只要嚴守禁忌，就能安然渡過危險，進入被

祝福的空間，盡情歡娛。正如漢大儒王充撰《論衡．難歲篇》言： 

 

俗人，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262
 

 

（一） 檳榔嶼華人的新春禁忌 

 

「福」文化具體體現在人們的現實生活中，人們在新春佳節降臨之際，都期

望祈福納祥，大富大貴，福壽綿延，福星高照，可見福地人爭、福音人聞、福分

人享、福運實惠人人要。春節揮春寫「福」字，已成了慣例。【宋】吳自牧《夢

梁錄．卷七》記載： 

 

十二月盡，俗云月窮歲盡之日，謂之除夜。士庶家不以大小家，俱灑掃門

閭，去塵穢、淨庭戶、換門神、掛鍾馗、釘桃符、貼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則

備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歲之安。263 

 

在紅紙上揮寫「福」字倒貼，即貼春牌，增添喜慶氣氛，更表達華人在農曆

新春風俗中所寄寓的美好願望。 

 

新春年節檳榔嶼華人家庭無論是信仰佛教者、民間宗教者、基督教徒或是伊

斯蘭教徒，他們都會精心把整個家裡都收拾整齊，然後在家門口或者是家中顯眼

的牆壁上倒貼「春」或「福」字，寓意「春到」、「福到」，一些傳統家庭還在米

甕外貼上「常滿」，並且把家裡的一切用品都填補充足，飲水機裡的水都要填滿，

泡茶的家用茶壺外觀的花飾不是龍鳳就是福祿壽字樣，一切「福祥」盡在其中。 

 

                                                 
262

 〔漢〕王充撰，《論衡．難歲篇》卷第二十四，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頁 232。 
263

 〔宋〕吳自牧《夢梁録》卷七，清學津討原本，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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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至元旦前作清潔打掃時都會往裡掃，尤其民間信仰者都相信掃帚往內門

內掃，將會使財氣內聚，往外掃，則被認為會財氣外洩，凡事皆不如願。《錄異

傳》記載了一則有關「如願和掃帚」的故事： 

 

昔廬陵邑子歐明，從客過。道經彭澤湖，輒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

為禮。積數年後，過見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風塵，有數吏單衣乘車馬來候，云

是青洪君使要。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須臾遙見有府舍門下吏卒，明甚怖問

吏，恐不得還。吏曰：『無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後有禮，故要君；必有重送，

君皆勿收，獨求如願爾！』去，果以繒帛送，明辭之。乃求如願。神大怪，明

知之，意甚惜；不得已，呼如願使隨去。如願者，青洪君婢也，常使之取物。

明將如願歸，所欲輒得之，數年大富。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歲朝雞一鳴，

呼『如願』。如願不起。明大怒，欲捶之。如願乃走。明逐之於糞上。糞上有

昨日故歲掃除聚薪，如願乃於此得去。明不知，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使

出。久無出者，乃知不能。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264 

 

商人歐明經商路過彭澤湖，常以錢財祭獻湖神。湖神青洪君特邀他前去水晶

宮作客以為回饋，並決意情意相贈宮中任何一件物品與歐明。歐明得高人指點只

選擇「如願」。如願姑娘是個無價之寶，只要向她說一聲需要什麽，馬上就能如

願以償。歐明回去後暴富起來，日漸驕橫，不知珍惜。某個大年初一，歐明揮鞭

責打起床晚了一點的如願，如願往笤掃裡一鑽，從此消失了，歐明往後家境漸貧。 

 

因此，長輩在除夕裡就預先訓誡小孩子在大年初一要牢記不能打架、爭執、

啼哭、摔破盤碗玻璃、甚至動刀槍，玩針線或是拿掃帚掃地，言行規範要有戒律

才能趨吉避凶、萬事順利，讓福神賜福。忌爭執打架和拿笤掃掃地，笤掃不出戶，

恐如願在其中；忌用針線，主要是避免意外刺傷來人間享受豐盛春節供品的神

靈，而且用針時不小心紥傷手見血也不吉利，所以大年初在不宜做動刀槍的事，

也不宜動土的前提下，就充份休息，養精蓄銳，為未來的挑戰投入更佳的備戰狀

態。新年裡，也避免把碗盤摔破，因為摔碎碗盤是出自仙逝者出殯時的聯想，故

新春佳節裡要特別注意這種禁忌，如果不小心打破了碗盤杯碟，記得要趕快補充

一些吉祥語：「落地開花，富貴榮華」、「落地開花，黃金（金錢）遍地」、「歲

歲(碎碎)平安」；意外被利刃割傷見紅，也得說一聲：「鴻運當頭」、「大吉大

利」、「百無禁忌」作為一種獲得祝福和賜福的解禁語，以吉祥化解困阨與危機。 

 

大年初一前往親友家賀年時，賓主互道恭喜發財之後，各家主人都會殷勤以

甜食如娘惹糕、西餅、年糕、糖水以及飲料如汽水、洋酒、咖啡來招待客人，客

人也都會興高采烈熱情回應，祈望新的一年裡從頭甜到底，似乎兩相拱托之下，

吉祥之氣頃刻縈迴其間，相得益彰。主人家總要在客人離開前，用點心糖果塞滿

小孩子的雙手帶回家，寓意著「賜福」，讓大家都福氣滿盈。 

                                                 
264

 〔南朝宋〕佚名撰，《錄異傳》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1582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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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民族氣息、最豐富多彩的新春佳節一邁入元旦子時，檳榔嶼華人家庭裡

的禁忌便開始生效，制約著你我。這種自省、自愛、自重的春節禁忌是一種出於

畏懼災禍天降的心理，期望獲得神明庇佑的結果。禁忌從敬畏的心理基礎，經過

長期文化形態的改變，遂發展成為一種民俗事象或是民俗信仰，使禁忌維繫著人

們心理上一切完美的東西不受破壞，也保障了自身利益的不被減損，宗教信仰不

同的華人仍舊是民族同源，縱然是脫離了農耕時期進入尖端科技的新時代，仍然

保留許多生活習俗，不被淘汰。 

 

（二） 檳榔嶼民間福神信仰類型 

 

民間對於福的觀念，包含了富裕、長壽、子孫滿堂、功名和善終，因此對於

賜福人間的天地和五方五土的神靈，也都奉為福神，表達了人民對福慧圓滿結果

的強烈渴望。天上星辰是屬於原始自然天象的崇拜，如二十八星宿中的木星；地

上則是民間英雄崇拜的人物被神格化，如唐名將郭子儀；佛教則以北方多聞天及

二合二聖最享盛譽；道教神仙體系中的天官賜福和財帛君最受信者敬奉。以下為

檳榔嶼民間福神信仰類型，其中分為天上星宿的福神、佛道體系的福神信仰，以

及福神呈現在民眾眼前的形象、所能發揮的功能性和福神的傳說與由來的列表： 

 

檳榔嶼民間福神信仰類型 

 

類型 功能性 形象 傳說／由來 

星宿    

木星265
 

 

護佑平安、增

進福壽、加官

進祿、身安宅

吉、瑞氣盈

門，滿堂喜

慶、經營獲

利，科甲崢

嶸、姻成婚

合、求子得

子。 

中唐開元著名天文儀

器製造家兼畫家梁令

瓚繪製《五星二十八

宿圖》描繪金、木、

水、火、土五星和 28

位星官形象。福星排

在眾星之首，頭部長

得似虎非虎，一雙豹

目圓睜，身著簡樸長

衫盤膝而坐，酷似文

《虎鈐經》：「東木星者，東方之宿

也。木之精也。所臨之地，必有福

祐。」
266

 

《天元玉曆祥異賦》：「朱文曰：『歲

星為福，其占在春。』」267
 

《管蠡匯占》：「木星應於春。令主

生萬物，如太歲之主生成故名歲

星。」268
 

《史記疏證》：「正義曰：『日月

五星歷示吉凶也，愚按晉書天文志

                                                 
265

 木星（Jupiter）：為太陽系中最大的行星，距離太陽第五遠。是其他八大行星即水星、金星、

地球、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的質量總和。根據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五星占》

中木星被稱為歲星，福星。《五星二十八宿圖》繪製了金、木、水、火、土五星及二十位星神形

象。星相家認為歲星所照，能降福於民。西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記載：「歲星一曰攝提，

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西漢時代，木星已被視為賜福之星。 
266

 〔宋〕許洞撰，《虎吟經．木星第一百五十一》卷十五，明刻本，頁 77。  
267

 〔明〕佚名撰，《天元玉曆祥異賦．木星在春季占》，舊鈔本，頁 42。 
268

 〔清〕周人甲撰，《管蠡匯占．木星占》卷二，清道光刻本，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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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模樣。以野豬為坐

騎。 

 

云日月運行歴示吉凶 五緯 次用

告禍福。』」
269

 

《五經說》：「歲星所在其國有福。」
270

 

道教神仙體系    

天官賜福 賜福、增壽、

獻吉祥、保安

康。 

 

頭戴如翅，丞相帽，五

綹長鬚，身著繡龍紅袍

紥玉帶，慈目笑臉，手

持卷軸誥命「天官賜

福」或「授天福祿」，

或懷抱如意，有蝙蝠從

天上飛來，寓意福自天

降；或懷抱五子，分別

捧著仙桃、石 、佛手、

春梅和吉慶花燈，寓意

福星高照，五福臨門。 

《節序日考》:「西湖遊覽志俗子以

上元為天官賜福之辰。」
271

 

《蠡海集》：「三官源於金、土、水

三氣。天氣主生，地氣主成，水氣

主化，用司於三界。而三時首月之

望侯之，故曰三元。金為生 ，侯天

氣；土為成，侯地氣；水為化，侯

水氣。三元正當三歸官，故曰三官。」
272 

財帛星君，又

名增福財神 

增福、賜財 

 

 

 

身著錦衣，腰紮玉帶，

面白鬚黑而長，相貌厚

重祥和，左手捧金元

寶，右手執「招財進寶」

卷軸，具富貴無限之

相。 

《星學大成．辰通載．太白金星》

卷十六：「此星乃文華秀麗專主兵革

文章聰明」「琅玕經雲，金居財帛福

偏饒，倚靠他財勢必豪。」 

《星學大成．三辰通載．太白金星》

卷十六：「都例經雲，金水相逢最為

美，智慧聰明須見水，此為有福無

難人，一生營求皆稱遂。」273 

北方玄武星宿

真武大帝，北

極大帝、開天

大帝，尊號北

極鎮天真武玄

天上帝 

賜福、驅邪

妖、守護村

宅。 

北方玄武神，被髮黑

衣，仗劍蹈龜蛇，從者

執黑旗。 

《玉髓真經》：「玄武北方水德名，

不拘星紀七宿名。言不必真論北方

星紀之次七宿，但取北方之義。」274 

《松雪齋文集》：「玄武者龜蛇

也。……玄武之神，始降宋真宗時

為祠遍天下。」275 

《雲麓漫鈔》卷九：「朱雀、玄武、

青龍、白虎為四方之神，祥符間避

聖祖諱始改玄武為眞武、玄冥為眞

                                                 
269

 〔清〕佚名，《史記疏證》卷二十一，清鈔本，頁 201。           
270

 〔元〕熊朋來撰，《五經說．春秋》卷三，清通志堂經解本，頁 36。 
271

 〔清〕徐卓撰，《節序日考．天官賜福辰》卷四，清嘉慶刻本，頁 26。 
272 〔明〕王逵撰，《蠡海集》，明稗海本，頁 21。 
273

 〔明〕萬民英撰，《星學大成．三辰通載．太白金星》卷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300。 
274

 〔宋〕張洞玄撰，《玉髓真經．玄武論髓第九》卷九，明嘉靖刻本，頁 342。 
275

 〔元〕趙孟頫撰，《松雪齋文集．玄武啟聖記序》卷六，四叢刊景元本，頁 70。 

http://baike.baidu.com/view/6602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602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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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玄枵為眞枵、玄戈為眞戈、後

興醴泉觀得龜蛇，道士以為眞武。

現繪其像為北方之神，被髮黑衣仗

劍蹈龜蛇，從者執黑旗。自後奉祀

益嚴，加號鎭天佑聖或以為金虜之

讖。
276

 

《道義．洞神部．玉訣類．太上說

去天大聖真武本傳咒妙經》卷一記

載：「……昊上玉尊親行典儀，冊封

玄武，加號太上紫皇天一真人、玄

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職，天稱九

帥，世號福神。」 

鎮宅賜福聖君

鍾馗 

鎭宅避邪、 

祛惡納福 

鍾馗形象源自上古大

儺中的面具形象演變

而來。鐵面虯髯，豹頭

環眼、濃眉怒目，相貌

奇特，頭戴紗帽，身穿

藍袍、角帶、足踏朝

靴，手握斬鬼寶劍。 

 

《靈山藏》笨菴吟卷三：「宮中痁寢

目含糊，有鬼入闥千金吾。竊貴妃

囊足跿跔，客藍袍者來翦屠。長髯

闊祭危冠都，齒鬼以劒齩大軱。上

問姓名何爲乎？臣産終南生爲儒。

武德不第老霜顱，爲君除孽掃廬

道。臣子奉詔遂繪塗，是耶非耶踵

矯誣。三吳小女心眼枯，窓前繡成

辟邪符。宮中太眞九尾狐，軋犖之

神眞胡雛。國忠林甫魍魎俱，載鬼

滿車釋不誅。外庭之臣孰神荼？九

齡韓休二丈夫。上書金鏡白澤圖，

君置不省貪細娛，天寳虛耗遍海

隅，鍾馗鍾馗除得無？」
277

 

《焚書》言鍾馗卽終葵：「楊升菴

曰：考工記雲：大圭首終葵，注終

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葢

言大圭之首，似椎也。金石錄以爲

晉宋人名。夫以終葵爲名矣，後又

訛爲鍾馗。俗又畫一神像帖於門

首，執椎以擊鬼。好怪者便傳會説，

鍾尅能啖鬼盡。士又作鍾馗元夕出

遊圖，又作鍾馗嫁妹圖，文士又戲

                                                 
276

 〔宋〕趙彥衛撰，《雲麓漫鈔》卷九，清咸豐涉聞梓舊本，頁 70。 
277 〔明〕鄭以偉撰，《靈山藏．繡鍾馗讃》笨菴吟卷三，明崇禎刻本，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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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鍾馗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

皇夢見命工畫之。」
278

 

郭子儀 富貴、功名、

高壽、多子。 

「郭子儀上壽」寓意光

耀門庭的意思，是民間

頗為流行的吉祥圖

案。郭子儀的形象是衣

紋裝飾富貴、華麗，端

坐在大廳內，接受家人

與文武官員穿插其間

的往來賀壽，壽禮擺滿

大廳，戲曲堂會，場景

充滿喜慶氣氛。 

《舊唐書．列傳第七十》：「郭子

儀，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渭、

桂、壽、泗五州刺史，以子儀貴，

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

體貌秀傑。」279 

《新唐書》：「郭子儀，字子儀，

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

補左衞長史，累遷單於副都護振遠

軍使。」
280

 

《新唐書》：「贊曰：天寶末盜發

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

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

胙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

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

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

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

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

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

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褊唐史

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

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

盛德後雲。」281 

福神 守護道州鄉

民，能福人。 

檳榔嶼亦有一

些小廟有供奉

之。 

朝延文官服飾 《重增搜神記》：「本道州(屬湖南永

州府)刺史。姓陽名城，字溪。武帝

愛道州矮民，以為宮奴坑戲。其道

州民被選侏儒者，每歲貢納不下

數，使祖孫父母，與子生別。刺史

陽城守郡，其表上奏云： 臣按五

典，皇上只有矮民，而無矮奴。武

帝感悟，自後更不復取。其郡人立

                                                 
278

 〔明〕李贄撰，《焚書．鐘馗》卷五，明刻本，149-150。 

279
 〔五代〕劉昀撰，《舊唐書．列傳第七十》卷一百二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723。 

280
 〔新唐書．郭子儀〕卷一百三十七列傳第六十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246。 

281
 〔新唐書．郭子儀〕卷一百三十七列傳第六十二，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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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繪像，供為本州福神。後天下士

庶黎民，皆繪像敬之，以為福祿神

也。」夫福神者，謂之能福人也。

陽城奏止納奴，亦福中之一端耳。
282

 

佛教福神體系    

北方多聞天 

即毘沙門天

王、財寶天

王，又稱托塔

天王、普聞

天、種種聞

天。283
 

賜予福德，資

財 

西域式形象，頭戴多角

形冠，身指堅韌皮革甲

冑。呈神王形，腳踏二

鬼，左手持寶塔，右手

捧寶棒。有雙身、四

臂、十臂等多種形像。 

《黃禦史集》：「毗沙門梵音唐言多

聞也。始自於闐剎利之英奇膺世。

尊帝釋之錫號，居須彌山北，住水

晶宮殿，領藥義眾為帝釋外臣，以

護南贍部洲。其道入大乘得無生

法，忍住聲聞證不還果。」284
 

妙見菩薩 守護國土、 

消災卻敵、 

增益福壽。 

一般作菩蕯形或乘龍

於雲中之天女形。有二

臂、四臂之別。左手持

蓮花，蓮上有北斗七

星，右手之拇指、食指

相撚，中指稍屈，掌向

外，作說法印，頭戴寶

冠，結跏趺坐於五色雲

中。 

又稱尊星王、北辰菩薩。北極星神

格化之天尊。密教中以北極星為北

斗七星，視之為妙見菩蕯之化身。

此菩蕯位於娑婆世界之北方，能救

諸眾生，令獲吉祥之福。285
 

和合之神、 

和合二仙， 

又稱和合二

聖。 

 

  

喜慶、吉祥、

婚姻和合 

清以降和合二仙的形

象，是以清代以後寒山

手執禾，拾得手托盒為

主。以禾盒，代替和合

之意。另外也有由寒山

手執荷花，拾得手執圓

盒，盒內盛滿珠寶，盒

中飛出一隻蠍鼠，意取

《讀書脞録．萬回》卷六：「通鑑二

百八，中宗神龍二年賜闅鄉僧萬

回，號法雲。公胡三省注曰：萬回

姓張氏初，母祈於觀音像而妊回，

回生而愚，八九歲乃能語，雖父母

亦以豚犬畜之。其兄戍役於安西，

音問隔絶，父母遣其問訊。一日朝

齎所僃而往，夕返其家，父母異之。

                                                 
282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清〕黃伯祿輯，《集說詮真》影印

本，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565。 
283 北方多聞天：梵名：Vaiśravaņa、巴厘名：Vessavaņa、音譯：吠室羅摩拏、毘舍羅門、鞞沙門、

毘沙門。為印度及西域地方供奉；大唐《西域記十二》記載於闐國供奉極盛。唐玄宗天寶年間亦

有此信仰。可參閱《長含經．天王品》卷二十四、《金光明經．功德天品》卷二、《陀羅尼集經》

卷十、卷十一、《大日經疏》卷十二、《大宋僧史略》卷下；《佛光大辭典》「十二天」，頁 331、「四

王天」，頁 1673、「多聞天」，頁 2331。 
284

 〔唐〕黃滔撰，《黃禦史集．靈山塑北方毗沙門天王碑》，唐黃先生文集卷之五，四部叢刊景

明本，頁 40。 
285

 參閱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第 3 冊，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99.9，初版

九刷，頁 2846-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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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源廣進，亦含和合之

意。 

宏農去安西萬裡，以其萬裡而回，

因號萬回。武后賜之錦袍金帶。案

唐徐堅有萬回法師碑，崔湜有糸通

居士張萬回墓誌，徐彥博有萬回神

跡記，竝見趙明誠金石錄，新唐書

睿宗子莊惠太子撝傳初生，武后以

母賤欲不齒以示浮屠萬回，唐虢州

閿鄉萬回傳，見宋高僧傳卷十八。」
286
 

《宋高僧傳》卷十九：「寒山，唐

代隱士。居浙江天臺始豐西四十公

里之寒巖幽窟中，不詳其姓氏，故

以寒山稱之，又寒山子或貧子。唐

代天臺山國清寺隱僧拾得，姓氏籍

貫不詳。初，豐幹禪師偶於赤城道

中遇之，以為無家棄兒，遂攜至國

清寺撫養。既長，任食堂香燈之職。

一日，登座與諸佛像對盤而食，復

呼憍陳如為小果聲聞，旁若無人，

執筯大笑，僧乃驅之，罷其職務，

供役廚下。平素狀類顚狂，與寒山

交友，恒收拾眾僧殘食菜滓，盛於

竹筒，寒山來必負之而去。……臺

州刺史閭丘胤問豐幹，天臺國清寺

是否有賢達，豐幹答曰：『寒山文

殊，拾得普賢，當就見之』。閭丘

胤乃入寺，拜二大士。二士走曰：『豐

幹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

二人連臂笑傲出寺，後不知所終。」
287

 

                                                          (附表 01-01) 

 

甲、  天上星宿信仰 

 

（一） 木星入春主萬物茂盛 

 

木星，為太陽系九大行星中的第五顆星，與太陽的平均距離為七億七千八百

                                                 
286

 〔清〕孫志祖撰，《讀書脞録．萬回》卷六，清嘉慶刻本，頁 63。 
287

 〔宋〕釋贊寧撰，《宋高僧傳》卷十九，大正新修大藏經本，頁 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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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萬公里，有十六顆衛星。《尚書要義》曰： 

 

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 ，故十二年曰紀。288 

 

古時候的天官以其歲行一次，十二歲而一周天，而用木星來紀年。東方木星在入

春之際，陽氣上升，主萬物的茂盛生長，故稱為福星或「歲星」。 

 

《靈臺秘苑．五星占法》： 

 

歲星，五帝為蒼，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289  

 

《天文精義賦．歲星》卷二曰： 

 

東方歲星司春貌仁。宋志曰，歲星者，蒼龍之精，東方春木，五常曰仁，

五事曰貌，與太歲更為表裡，名曰歲星主福德。290 

 

古代天文學家將金、木、水、火、土五星，列居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五星

之中位於東方的木星被視為吉星，亦稱為歲星，蓋木乃東方之精，蒼帝之子，祭

拜木星可保平安，增福壽。 

 

財帛星君屬金星，亦為天上星宿，又名增福財神．增福相公，福善平施公。

明人陳棐《（嘉靖）廣平府志 》記載： 

 

考搜神記李相公諱詭，後唐明宗朝天成元年，贈為增福相公，是李令，即

增福相公也。291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也有記載： 

 

李相公諱詭祖在魏文帝朝治相府事，白日管陽間決斷邦國冤滯不平之事，

夜判陰府是非狅錯文案，兼管隨朝三品以上官人衣飲祿料及在世居民每歲分定

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天成元年贈為增福相公。292 

 

據考山東省淄博市淄川區洪山鎮五松山嬤嬤幢有李相公墓和增福財神廟，故

可證明李詭祖，是淄川五松山人。魏文帝時任曲梁縣令，清廉愛民，故去世後立

祠祭祀。唐武德二年(619)被唐宮宗賜封為「財帛星君」，唐明宗天成元年（926）

                                                 
288

 〔宋〕魏了翁撰，《尚書要義》卷十八，清嘉慶宛委別藏補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34。 
289

 〔宋〕嶽熙載撰，《天文精義賦》卷二，清光緒碧琳瑯館叢書本，頁 6。 
290

 〔南北朝〕庾季才撰，《靈臺秘苑．五星占法》卷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47。 
291

 〔明〕陳棐撰，《（嘉靖）廣平府志 》卷七，明嘉靖刻本，頁 73。 
292

 王秋桂資料提供，《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附搜神記》，臺北：聯經，1980.2，第二次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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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賜封「神君增福相公」，至元代(1271-1368)被賜封為「福善平施公」。傳說是太

白金星下凡塵，原是玉皇大帝帳下一員，職銜是都天致富財帛星君，專管民間的

金銀財帛。民間都喜愛縣掛手捧寶盆，或左手捧著一隻金元寶，右手拿著寫上「招

財進寶」的卷軸的財帛星君圖像於正廳牆壁上，祈求財運和福運。 

 

在宋人洪邁的《夷堅志補》卷二十四中記載，在宋人的民俗裡真武帝被稱為

福神，也是由星辰發展而來，屬於二十八宿中的北方七宿之一，為北方之神，是

古人對原始自然天象的崇拜，後來成為道教的大神之一，尊號稱作「北極鎮天真

武玄天上帝」。 

 

根據五緯之說指五行星分居五方位：東方木星(歲星)「司春貌仁」；西方金

星，亦稱(太白)「太白秋金西方言義」；南方火星(熒惑)「司夏令而視禮」；北方

水星(辰星)「辰星者，玄武之精，其色黑，北方水。辰星北方色黑，司冬為聽主

智」；中央土星(鎮星)「土在中央為填，主季夏而思信。」木星運行到某個地區

上空，地面上與之相對應的州國就會五穀豐登，國泰民安，故亦稱為歲星。歲星

約十二年運行一紀，自西到東，從右往左旋轉，與黃道分十二支反方向運行，設

有太歲星與歲星相應，觀念上是吉凶相對、相依相輔。293 

 

（二） 安奉太歲禮俗 

 

    太歲之祀，根據《圖書集成》所載，在漢唐以來，一直沒有記載祀典，直至

宋神宗朝宰相王安石才有祭太歲諸神文的出現，所以太歲之祭，始自元明時期。

《餘冬序錄》曰： 

 

國初(明朝)肇祀太歲。禮臣上言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祀典不載，惟元

有大與作祭於太史院，亦無常祭。國朝始有定案。294 

                                                 
293

 可參考〔元〕嶽熙載撰，《天文精義賦》卷二，清光緖碧琳瑯館叢書本，頁 12。〔明〕袁天罡

撰，《袁天罡五星三命大全：五星論》卷四，明書林種德堂熊沖宇刻本，頁 37。「【木星】東方木

徳歲星也君子之象順度而行則為福入廟逆改號長喪星減福入逆復號災杖星災為凶入伏改號闌於

星善 卻不管其行十二年一周天。【火星】南方火徳熒惑也執法之象順逆而明則為福入廟改號天

虹星招火災入逆改號天坎星主瘟疫入伏改號赱曜主星熒厄其行二年一周天。【土星】中央土徳鎮

星也又名地羅猴女主之象若順執所至有福入伏改為瘟星留改為暗入逆改為破家星在十宮爲官星

其行最遅二十九年一周天。【金星】西方金徳太白星也將軍之象□出入順執伏見以時則爲福若天

度而經天則為禍其行一年一周天。【水星】北方水徳辰星也一名龜星廷尉之象四時皆見伏出入依

期光明潤澤則歲豊人安不然則為災禍性無定度遇善則善遇惡則惡其行當附於日至遠不過二十五

度多不過一年一周天。」；〔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象緯考二》卷二百七十九，清浙江書局

本。二十八宿：東方蒼龍七宿 4381-4387、北方元武七宿 4387-4394、西方白虎七宿 4394-4401、

南極中春秋出來壽無窮 4401-4410。 
294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清〕黃伯祿輯，《集說詮真》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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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水學上，太歲運行到某個生肖位置，和太歲本命所屬的生肖，即本命歲

神相對沖者，就謂之「犯太歲」，恐怕太歲會降禍於己。歲星，也稱為太歲、太

歲星、太歲神或太歲星君。太歲星君為人類之本命歲神，主掌人間的吉凶禍福，

六十甲子各有歲神輪值，當值之歲神，即稱「值年太歲」。「值年太歲」專責司察

人間善惡，沖犯太歲者，相剋犯刑，無病也破財，無災必有禍，遂有行「安奉太

歲」的禮俗。 

 

在迎接新春佳節來臨的時候，「犯太歲」者都會到廟裡安奉太歲，稱之為「安

太歲」，祈求流年平安，諸事順遂；新馬和香港的粵籍人士，都稱之為「攝太歲」。

過去，在春節前後，安太歲可以在家中擺投一個太歲神位，用紅紙或黃紙書寫「本

年太歲星群神位」貼上，全年晨昏焚香供奉禮禱，誠敬拜請太歲星君到此安鎮闔

家平安大降吉祥即可。歲末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日祭拜之後，將紙條撕下，

與紙錢、紙馬(雲馬／甲馬)295等祭祀品一同焚化，送神返回天庭述職儀式即算禮

成。 

 

現在社會環境型態變遷頗大，許多居住在大城市裡的華人，由於新興科技化

工商事業的尖端發展，受到時間步調的約束和居住環境的限制，多數人選擇到寺

廟安太歲。檳榔嶼的大小廟宇，都有提供信徒安太歲，因此，檳榔嶼的華人信徒，

一般上都會到觀音廟、城隍廟、極樂寺、以及各社區的大小廟宇安奉「順星太歲」，

即本命太歲，並支付一些費用。 

 

乙、  檳榔嶼敬奉的道教福神 

 

(1)  天官賜福萬事亨通 

     

    天官賜福是源自三官信仰源自原始宗教對天、地、水的自然崇拜，被東漢五

斗米教吸收奉祀。道教三官主宰人間禍福，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

官之中以天官為尊，封賜為賜福紫微帝君，職掌賜福，為民眾最崇拜的福神。檳

榔嶼信眾都會在家門口安奉天官賜福的神座，晨昏敬香，習之如宜，庇佑天官賜

福、闔家平安、吉祥如意、招財進寶，萬事亨通。 

 

宋代著名預言家邵雍在《夢林玄解》中占夢時表示，夢到三官是極為慶幸的

吉祥事： 

 

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兆之者宜誦寶號及經典則大吉昌，福利

                                                                                                                                            
本，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676。 
295

 雲馬是閩南風俗流行的繪有神馬的紙錢；甲馬則是繪有馬匹與兵將的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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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窮也。296
 

 

在上元日天官賜福的良辰節慶，民間都會賀新歲，並且向天官祈求賜福國強

民安： 

 

夫上元者，乃上界天官賜福之辰，黎民慶賀豐年之日家家點放，無非願國

泰民安，戶戶駢闐。盡祈禱田禾豐稔，民既樂業國必安寧。297 

 

天官大帝在三官真經上元天官寶誥中尊稱為「上元九 賜福天官曜靈元

大帝紫微帝君」，故又稱為紫微大帝，地位僅次於玉皇大帝，居住在「紫微坦」，

為天上的紫微星，具大帝之座，為眾星之樞紐，主掌造化樞機，降福消災。故

《李虛中命書》有曰： 

 

夫貴神者在天為紫微星，在地為天乙貴神，領諸干貴神助地旋德，奉天

行道以及乎人。298 

 

民間相傳，理民以德為政，天下安寧的堯帝是紫微星的化身，故被稱為「天

官大帝賜福神」。堯帝為嚳之子，帝摰之弟，在帝摯居帝位時，封堯為陶侯，

改封為唐，故稱陶唐氏。摯禪位於堯，堯以火德王天下，建都平陽，自奉儉薄，

使民賦稅減少，良治天下，因此民生富饒，於是國泰民安，頗得百姓愛戴。享

壽 198 歲。299返回天庭復職後，逢元宵節日便會下凡賜福人間，以表昊天覆民

之德。 

 

(2) 北方玄武普福兆民 

 

古代人將天上的若干星辰看作像龜蛇的形象，在二十八宿中，玄武是北方七

宿的總稱。《譯襄敏公遺集》卷三形容龜蛇玄武為： 

 

龜升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肩無雄，與蛇爲匹。故龜與蛇交，謂之玄武。

《類從》云：玄龜不咽粟，葢龜善藏，久能行氣導引，故壽其背微傴，韓子謂

之穹龜相法，以爲強脊如龜有壽之人。300
 

 

玄武為中國傳統文化四象之一，是代表北方的靈獸，《楚辭．遠遊》曰： 

                                                 
296

 〔宋〕邵雍輯，《夢林玄解》卷五夢占，明崇禎刻本，頁 151。 
297

 〔明〕毛晋輯，《六十種曲》八義記上，明末毛氏汲古閣刻本，頁 2049。  

 
298

 〔周〕鬼谷子撰，〔唐〕李虛中注，《李虛中命書》卷中，清守山閣叢書本，頁 17。 
299

 潜龍居士編著，《中國民間諸神傳》，臺北縣板橋市：泉源出版社，1977.2，再版，頁 35-39。 
300

 〔明〕譚綸撰，《譚襄敏公遺集．龜蛇玄武》卷三，清嘉慶二十四年鄒庭芳活字本，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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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301 

 

玄天上帝早源自於原始的星宿崇拜與動物崇拜。後由道教納入道教神仙體系，尊

稱為北方玄天上帝，為道教大神之一。 

 

據稱，北宋初年，皇家崇奉道教，宋真宗偽稱玉帝托夢派上古九人皇之一的

始祖趙玄朗傳授天書，以示顯赫，為避趙宋聖祖趙玄諱，改稱「真武」，在大中

祥符七年詔封為「鎮天真武靈應佑聖真君」。元代被加封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

明成祖借助真武帝顯像助威，發動「靖難之役」，成功定都北京後，特加封真武

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道士們為奉迎皇帝之喜好，把玄武形象塑造成一

位得道神仙。 

 

根據《繪圖三教源流搜身大全》所載，玄帝卻是元始天尊的化身，為凈樂國

王太子： 

 

  按混洞赤文所載，玄帝乃元始化身太極別躰上。三皇時下降為太始真人；

中三皇時下降為太朴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為太素真人。至黃帝時下為當上天開

皇初刼下世。紫雲元年建甲午三月甲寅庚午時，符太陽之精托胎化生凈樂國王

善勝夫人之腹孕秀一十四月，則天上八十二化也。凈樂國者乃奎婁之下海外國

上應龍變梵度天。玄帝產母左脇當生之時，瑞雲覆國異香芬然，地上變金玉，

瑞應之祥生而神靈舉措顯。年及十歲，經典一覽悉皆默會，仰觀俯察靡所不通，

潛心念道志氣太虛原輔上帝普福兆民。父王不能抑制年十五辭父母哉。尋幽谷

內煉元真，遂感玉清聖祖紫虛元君傳授無極上道。……宇宙肅清，玄帝凱還，

特賜封號拜玉氣師相玄天上帝，領九天採訪使聖父曰凈樂天君明真天帝，聖母

曰善勝太后瓊真上仙……並居天一。302 

       

    另有傳說玄天上帝原為一名屠夫，一日頓悟，放下屠刀，入山修行，為示決

心，乃自剖腹，取出臟腑投棄海中，立地成佛，皈依觀音座下。所棄臟腑竟化為

龜蛇為害人間，後為玄天上帝收服。303 

         

(3) 賜福鍾馗驅邪鎭妖 

   

明代陳耀文的《天中記》記載了《唐逸史》描述鍾馗的傳說。鍾馗，唐初陝

西終南縣西安戶縣（西安歡樂穀）人。唐德宗時，赴長安應試，奸相盧杞以貌取

                                                 
301

 〔宋〕洪興祖撰，《楚辭補注．遠遊章句第五》楚辭卷第五，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1，一

版三刷，頁 260。 
302 《繪圖三教源流搜身大全．附搜神記》，據清宣統元年長沙葉德輝麗廔叢書本影印，臺北：聯

經，1980.8，第二次印，頁 461-473。 
303

 林進源主編，《臺灣民間信仰神明大圖鑑》，臺北：進源書局，2007.4，五刷，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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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不第，羞歸故里，觸殿前階石而死。皇用狀元官職殯葬于終南福壽嶺。盧

杞因妒賢之罪，發配至嶺外。有一年，唐明皇染上虐疾，久病不癒，夢中見一小

鬼偷了楊貴妃的紫香囊和唐明皇的玉笛，繞殿奔跑時，一位相貌奇異，頭戴紗帽，

身穿藍袍、紥角帶、足踏朝靴的壯士將小鬼撕扯一番，囫圇吞食，並對唐明皇說：

「吾乃終南山下阿福泉進士鍾馗也，貌異狀元落選憤亡，因念皇恩，今誓與陛下

除盡天下之妖邪。」唐明皇醒後，病不藥而癒，遂向吳道子憶述夢中所見，並命

其繪出鍾馗像，頒布天下。304《春秋左傳下義》記商朝遺民七族中，有「終葵氏」，

終葵即「椎」的分解音，終葵氏即以椎驅鬼之氏族也。後世遂以「終葵」為辟邪

之意，逐漸演變為「鐘葵」、「鍾馗」。305
 

 

北宋科學家兼改革家沈括撰《補筆談》也有載唐人〈題吳道子畫鍾馗記〉，

內容所錄與上略同。 

 

鍾馗為賜福之神，才華出眾，但相貌醜陋，死後為鬼，卻能斬鬼除妖鎭宅，

備受民間尊崇。據《斬鬼傳》第一回描述，鍾馗被封為驅魔大神後，率三百陰兵

過了枉死城，在奈何橋上遇一小鬼攔路，自稱原為田間鼴鼠，飲了奈河水後，身

生兩翅，化為蝙蝠，凡有鬼的所在，無一不曉，遂要求：「尊神欲斬妖邪，俺情

願做個嚮導。」鍾馗大喜，收了蝙蝠，引去除眾鬼。另有《平鬼傳》則描寫鍾馗

駕祥雲，神荼化身蝙蝠在前引路，鬱壘化為寶劍，伏於鍾馗背上，眾鬼跟隨。306
 

 

於是到了今天，春節元旦，家家戶戶都把鍾馗持劍，蝙蝠引路的圖像縣掛在

廳堂，寓意驅邪賜福，幸福來臨；也有年畫把鍾馗持劍改為手握捧如意，小鬼趕

路，小鬼手中托盤盛滿柏葉、柿子，上空有蝙蝠飛翔，寓意百事如意，福自天下

來。 

 

(4) 郭子儀賜五福永終 

 

據傳福神郭子儀是天上玄武星宿轉世。玄武是天上四方四神之一，主北方七

宿，組成龜蛇相纒之象。據《郭令公子儀（汾陽忠武王）略傳》所載：郭子儀出

身宦家，三十餘歲中武舉，歷任將帥四十餘載，平安史之亂，中興唐室，為一代

純臣。計有八子七婿皆朝廷重臣，孫七十餘人，家人三千，私第居長安親仁裡四

分之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集富、貴、壽、考於一生，備受人民崇敬。其子

依序為郭曜、郭旰、郭晞、郭昢、郭晤、郭曖、郭曙、郭映，後嗣昌盛。長子與

六子的後裔衍傳到閩粵以及臺灣最多，福建之郭氏多在唐未衰亂時代為避難，由

郭曖之四子鎔與姪嵩（曜次孫）等，親奉郭子儀香火於唐咸通間（860-873）自

河南光州固始縣隨唐福建武威軍節度使，後梁封為閩王的王審知，跟從其弟王想

                                                 
304

 〔明〕陳耀文撰，《天中記》卷四，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38。 
305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註，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四，

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1195。 
306

 馬書田、馬書俠著，《全像福壽財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10，第 1 版，頁 37-38。 

http://www.hudong.com/wiki/%E5%94%90%E6%98%8E%E7%9A%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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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閩。嵩與子贄即在新寧縣（今長樂縣）芝山郭坑屯墾，並在芝山北峙溪興建福

惠廟奉祀郭子儀，俗稱為汾陽王廟。郭子儀的平生事跡均記載於《新唐書．列傳

第六十二》，其光榮史績更在「贊」中表揚： 

 

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

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胙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

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

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

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褊。唐

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

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307 

 

丙、 檳榔嶼敬奉的佛教福神 

 

(1) 多聞天除惑解障賜財福 

 

北方多聞天即毗沙門(Dhanada / Vaiśravaņa)，四大天王之一308，十二天之一，

閻浮提北方守護神，統領羅剎、夜叉、有大威德力。居住在須彌山第四層的北面。

由於時常守護道場，聽聞佛法，故稱多聞。寺院廟宇中的四大天王，俗稱為四大

金剛，乃諸尊之本誓或內證之德的表徵，比喻金剛之堅固，非萬物所能破；且以

金剛之銳利而能破萬物，具有摧破眾生之煩惱、去除惑業之障難、驚覺眾生等各

種含義。309
 

 

《讀書紀數略》載： 

   

  須彌四寶山，高三百三十六萬里。四寶所成，東面黃金，西面白銀，南面

琉璃，北面瑪瑙，天王各居一山。310 

 

這四大天王為四大天王為東面之持國天(梵 Dhŗtarāşţra)，能護持國土、南面

之增長天(梵 Virūhaka)，能令眾生善根增長、西面之廣目天(梵 Virūpākşa)，能以

凈天眼常觀護閻浮提、北面之多聞多(Dhanada/ Vaiśravaņa)，能賜福德並知聞四

方。《大唐西域記》卷十二記載，於闐國對北方天王信仰極盛；《宋高僧傳》卷一

亦有記載，唐玄宗天寶年間亦有北方天王的信仰。《重增搜神記》曰： 

 

                                                 
307

 〔宋〕歐陽修撰，《新唐書．列傳第六十二》卷一百三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頁 1246-1254 
308

 參閱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第 2 冊，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88，頁

1673-1674。 
309

 佛光大辭典編修委員會編，《佛光大辭典》第 2 冊，高雄縣大樹鄉：佛光，1999.9，一版九刷，

頁 3532-3533。 
310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清〕黃伯祿輯，《集說詮真》影印

本，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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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唐太宗從高祖叛起兵，有神降於前，自稱毗沙門天王，願同乃定亂，其

手捋有豬首象鼻者。故所向成功，及即位，詔天下公府皆祀之。天聖(宋仁宗

朝)初，詔諸郡置祠，仍建佛寺，俱以天王為額。此天王之所由普建也。311 

 

北方多聞天為藏佛佛教最受歡迎的財神，能賜了信眾無盡資財和福德。最受

印度、西域及馬來西亞檳榔嶼等地方所信奉。 

 

(2) 妙見菩蕯消災增福壽 

 

妙見菩蕯為北極星神格化之天尊，密教視為眾星之最勝者，具有守護國土、

消災卻敵，增益福壽的功德。又尊稱為尊星王、妙見尊星王、北辰菩蕯等。北辰

即指北極星。據《妙見陀羅尼經卷》下載，妙見菩蕯位於娑婆世界的北方，能拯

救眾生，令眾生獲享吉祥之福。 

 

    妙見菩蕯(梵 Sudrsta)為觀音垂跡所化現，慈悲之極，是悲生眼體，所以妙見

菩蕯具有七眼各生在手腳上，能為眾生治癒眼疾。 

 

(3) 和合二聖主婚姻獻吉祥 

 

和合二聖則為中國所奉喜慶吉祥之神。根據《宋高僧傳》卷十九、《景德傳

燈錄》卷二十七、《佛祖統紀卷三十九》、《佛祖歷代通載》卷二十、《釋氏稽

古略》卷三、《天臺山國清禪三隱集記》都有記載原祀萬回為吉祥福神，後清雍

正十一年間「今和合以二神並祀，而萬回僅一人不可以當之」，遂封天臺山僧人

寒山、拾得為和合二聖。 

 

《錢塘遺事》記載萬回的事跡： 

 

臨安居民不祀祖先，惟毎歲臘月二十四日，各家臨期書冩祖先及亡者名號

作羮飯供養罷，即以名號就楮錢上焚化，至來年此日復然。惟萬回哥哥者，不問

省部吏曹、市肆買賣及娼妓之家，無不奉祀。毎一飯必祭其像，蓬頭垢面，身著

綵衣，左手擎鼓，右手執棒，雲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裡外，亦能回家，

故名萬回。312 

 

〔明〕張鳳翼撰《處實堂集》也記錄了一首〈萬回賛〉： 

                 

                                                 
311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清〕黃伯祿輯，《集說詮真》影印本，

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618。 

 
312

 〔元〕劉一清撰，《錢塘遺事．萬回哥哥》卷一，清光緖刻武林掌故叢編本，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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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冠而儼然尊也，非戰而填然鼓也，俾爾多男子兮，惟善人之祜也。313
 

 

唐代兩位高僧寒山與拾得則受到民間信仰的改造而化身為和合二仙，是屬於

婚姻神之一，因為能使闔家和合共歡，因也成為民間深受歡迎的福神。另一位傳

說是菩蕯轉世的萬回，因為能預蔔休咎，語事多驗，又能排解禍難，被視為團圓

之神。這些福神之中，有些本屬地方區域所供奉的神明，因此，並不普遍在海內

外各地都受到華人的供奉，唯不影響華人在世界各地生活環境中對原鄉風俗習慣

的遺忘，或者產生巨大變異。 

 

從民間福神信仰類型、形象、功能性及傳說由來歸納而言，神明崇拜源自古

人對大自然的敬天畏天開始，然後進入對社會有特殊貢獻的歷史名人的崇拜而立

像祭祀敬奉。為了能與神明有更接近的溝通關係，便逐漸賦予這些神祗具有社會

實用價值的功能性，以及足以讓民眾心理踏實的親近性形象，由於有些神祗司職

的不只單一功能，故在編制五福神信仰類型表格時盡可能不去重覆一些多功能的

神祗，除非祂具有特殊性，需重覆敘述其多元功能。民間福神信仰類型下是過去

與現在為一般民眾所敬畏和崇拜的神祗，有些是民間共同祭祀的神祗，有些僅屬

地方性質，有些則因為時代與環境的變遷，其功能性逐漸減弱而衰沒。 

 

（三） 檳榔嶼華人重視福、祿、壽三星於一體 

 

    《說文》： 

 

「福」，備也。祭統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

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按福備古音皆在第﹂部疊韻也。

鉉本作祜也，非祜正世所謂福也。 

 

「祿」，福也。詩言，福祿多不別，商公五篇，言福，三言祿大，恉不殊，

釋詁，毛詩傳，皆曰祿，福也，此古義也。鄭既醉箋始為分別之詞。 

 

「壽」，久也。314 

 

    榔榔嶼民間宗教信仰者眾多，在社區和家族性的新春節慶活動方面，構成社

會民俗的重要組成部份。對於福神信仰方面，華人最重視的神祇是福、祿、壽三

位神祇，幾乎每一戶家庭，家中總有福、祿、壽三星的擺設，代表著福運、官祿

和高壽。長者做壽，祝壽者都會以「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來賀壽。 
 

    〔宋〕陸佃撰，《爾雅新義》卷二云： 

                                                 
313 〔明〕張鳳翼撰，《處實堂集．萬回賛》卷七，明萬曆刻本，頁 152。 
314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市：萬卷樓，2002，再版。頁 3 及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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祿、祉、履、戩、祓、禧、褫、祜、福也。
315
  

 

〔晉〕郭璞在《爾雅疏》亦曰： 

 

左傳云：葛藟猶能庇其夲根，榖履，祿也。釋曰，皆福祿也。316 

 

「福」的概念，就是民生的衣食要充足，這也包含了世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

願景和人生自我欲望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儒家思想中，「福」可規範人的行為，

宜加修德慎用，才能招來吉祥的神祇，消災降福： 

 

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
317 

 

檳榔嶼華人對於道教體系中的天官賜福和財帛星君兩位神明最為熟悉。雖然

大部份的華人對天官背景並不熟悉，只是沿而時習之，成為生活一部份相信「天

者必有驗於人，人事盡於是為天理。」318。 

 

由於是屬於生活中的一部份，人們在直觀感覺上覺得和天官非常接近，就像

一家人，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會習慣性地向天官上香，初一十五就會替天官擺上新

鮮的水果，茶水和鮮花；同時也相信「天官」的襟懷洪大，能處理天下人所祈求

的許多事。起初，華人認為天官可能是天庭上的百官，也可能是統治天庭的上帝，

當宗教信仰的文化圈慢慢擴展開來，人們才知道道教神明體系中有一個三官信仰

是源自於原始宗教對天、地、水的自然崇拜，被東漢五斗米道319吸收後，成為天

官賜福、地官赦罪和水官解厄的三官，其中以天官賜福為尊，最受人們崇拜。 

 

祿神是掌管文運利祿之星，自隨唐以來，大興科學制度，許多寒門士子都認

為金榜題名，自然升官進爵，福壽喜財自然相互招引而來，榮華富貴可就一生享

用不盡。求文運自然與利相牽制，財祿為養命之源，從一切的生產、分配、流通

和消費活動等的營運都與「文財」脫不了關係，為了達到較好的生活品質，官運

的高低，財運的好壞，生財的多寡，都成了重要的關鍵，人們都會希望擁有更多

財富，使自己生活得美好，於是財帛星君就成了人們所信仰的吉星，也稱為財祿

之星。在世俗生活中祈福納財求高壽是人們普遍追求的生活目標。 

                                                 
315

 〔宋〕陸佃撰，《爾雅新義》卷二，清嘉慶十三年陸氏三間草堂刻本，頁 8。 
316

 〔晉〕郭璞撰，《爾雅疏》卷第三，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34。 
317

 〔漢〕王充撰，《論衡、福虛篇》卷第六，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頁 53。 
318

 施子美，《施氏七書講義．尉繚子》卷二十二，日本文久刻本，頁 181。 
319

 五斗米道：亦稱米道、鬼道。早期道教的一派。東漢順帝在位(126-144)時，張陵在四川鶴鳴

山(一作鵠鳴山，在今四川邑境內)創立。入道者須出五斗米，故名。因道徒尊張陵為天師(一說張

陵自稱天師)，也稱為天師道，奉老子為教祖，尊為太上老師。到元代演變為正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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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蔡新〈題福祿壽圖〉一首，足以反映世人的祈望： 

 

彼頎而碩，洵美且淑，委委佗佗，受茲介福。 

誰其似之，象笏朱服，雅雅魚魚，荷天百祿。 

何以申之，俾爾黃耈，爾熾爾昌，貽爾眉壽。 

山有長松，白石齒齒，愷悌君子，遐不繁祉。 

惟此繁祉，降之自天，匪降自天，德音孔宣。320 

 

另一首，清人錢陳群的〈題福祿壽三星圖〉，更是呈現出福祿壽所賜予人生

達到幸福的極高指數： 

              

建極錫福仰我皇，文昌司祿鬥戴筐。二十八宿長角亢，弧南分耀景丁方。 

雙驂白鶴雲中翔，曰觀自在來慈航。石麟抱送犀角郎，會以圖之懸華堂。 

産祥下瑞何滂洋，致此有自孝德彰。表厥宅裡薰其鄕，冠簪嘉客紛坐旁。 

吹竽縆色歌浩倡，烹肥擊鮮陳壺觴。主人敬客客具慶，宜爾孫子樂未央。
321

 

 

    由於檳榔嶼華人與福祿壽三位吉神信仰的關係密切，因此，過去的長輩在為

孩子或孫子命名的時候，總希望能獲得神明能庇佑子孫持盈保泰，取名都會以福

壽、樂壽、吉壽、旺壽、家福、嘉福、添祿、添壽、祿壽為前提，甚至依長幼秩

序的排列，把名字依福、祿、壽依次取為名字。而且家中一年四季都會掛上三星

拱壽的圖像，或是擺設福、祿、壽三星的塑像，象徵著家庭和合幸福。 

 

福祿壽三星能降福於已是民間所祈願的，因為福祿壽中包含了賜財、送子和

延壽，一般家庭裡擺設三星的典型形象是以朝官扮的祿星居中，手執如意，狀似

靈芝，是古代朝臣覲見皇帝時拿在手中的官笏，用以備忘。如意代表吉祥之意；

右為福星，作員外打扮，頭戴富貴牡丹花，有兩種形象，一是懷抱嬰兒，具送子

的象徵意義，另一是手捧元寶，因為福亦財也；壽星在左，突額長眉，執杖捧桃

一，笑容可掬。三星形象分別象徵著幸福、官祿和長壽。 

 

二、 檳榔嶼天官賜福與天公崇拜 

 

屬於傳統民間信仰者的檳榔嶼華人住宅或華人傳統老店舖，一般上很容易就

可以辨識出來，因為「天官賜福」的神龕都會安置在進入大門口右上方的青龍位

置，將一塊油上紅漆的木製或鐵製的神桌崁在牆壁上，然後置上小香爐，爐灰中

                                                 
320 〔清〕蔡新撰，《緝齋詩稿》卷一，清乾隆刻本，頁 5。 
321

 〔清〕錢陳群撰，《香樹齋詩文集》文集卷一賦，清乾隆刻本，頁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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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放入五穀322象徵豐衣足食，七寶323代表旺氣和古錢意味著招財進寶，案桌擺上

兩個小燭臺，並且供上一塊漆紅或鑲金邊的長方形木板，板上「天官賜福」四個

大字是燙金的，安置在神龕上緊貼著牆壁；或是用一塊塗上紅漆的 L 型鐵板所

製成的供桌崁在牆壁上，供桌宜大宜小視空間寬度而定，香爐是鐵片圍成一圈，

約有 10-12 公分高，5 公分寬，直接崁在鐵板上，方便上香，左右兩邊亦各有鐵

片圍成一小圈，高約 6 公分，寛 2 公分，作為燭臺。還有一些經過改良的神龕，

依據顧客要求及風水說法而在天官賜福的上頭附加上屋簷，可以防煙薰，也代表

著天官有瓦遮頭，立身有處。 

 

只要經過一整排古老的排屋五腳基324或走廊，或是公寓單位就可以看到幾乎

每戶華人民間信仰者，都會在大門外安置「天官賜福」的神龕，自成一種特別的

視覺感觀和檳榔嶼人文特色，這是檳榔嶼華人社會的一項民間宗教信仰特色。 

 

每天早晚敬奉清香一柱，清水一杯；初一十五就會點上兩根有木柱腳的紅蠟

燭，三柱清香，三杯清茶和一杯清水，奉上生果鮮花以及鬆糕、九層糕、紅龜粿

祭祀。這「天神」其實就是道教中的大神，神龕上也很清楚地寫上「天官賜福」

四個大字，當信眾向蒼天上香時，就是向天庭的值日天官或稱天神上香禱告，祈

求功名富貴、延年益壽、多子多孫、或是消災免禍。不過，還是有一些民間信仰

者都是跟隨長輩的祭祀習慣而沿襲習俗，尋找精神寄託，而不甚瞭解誰是天官，

因此往往誤認天官為玉皇大帝，將「天官」稱為「天公」或「天公伯」，其實是

混淆了玉皇大帝和天官的身份。 

 

《史記．天官書》曰： 

 

索隱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星座有尊，若人之官曹列位，故曰天

官。325 

 

舉凡天上星曜皆可用。構成天官的「五官」即為「紫宮、房心、權衡、咸池，

虛危」等五大星座群，如果對應人間五官也就是「中宮、東宮、南宮、西宮、北

宮」，故又可稱為「五宮」，其位置恆常不變。故天官即是天上星宿，而在民間宗

教信仰上，泛指天上司有官職的神仙。天官在道教中享譽極隆，所謂天官者，即

指三官之一的天官大帝；三官者則為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三官，又

稱「三元」，俗稱「三界公」。道教的天官名稱為上元一品賜福天官的紫微大帝，

                                                 
322

 五穀：稻、黍、稷、麥、菽。 
323

 七寶：金、銀、銅、鐵、珍珠、瑪瑙及五色線。 
324

 五腳基：新、馬和印尼沿海城市的閩南移民習慣稱臨街住宅或店鋪前樓下退縮的空間走道，

為五腳基或五腳起。五腳基可供路人行經，也具有避雨遮陽之功能，是英文「five feet base」或

「five foot way」的直譯。所謂「腳基」，即馬來文的 kaki(尺)之意。五腳基流行於海峽殖民地時

代的舊建築排屋，粵籍人士就稱之為「騎樓」。廊道之寬在 1826 年殖民地時期的建築法令下明文

規定為五英尺。 
325

 〔漢〕司馬遷撰，《史記．天官書第五》卷二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328。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8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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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屬玉清境，由青黃白三氣所結成，總主諸天帝王。 

 

在道教初興之時，三官被尊崇為司職人間禍福的神祇，握有保舉所有得道神

仙的神權。古代傳說中的聖王堯帝，理民以德為，故被奉稱為「上元一品賜福天

官大帝」，地位僅次於玉帝，統禦天地萬靈，居住在「紫微垣」天中三垣之中垣，

因此亦被稱為紫微大帝。在習俗祭祀上，每逢農曆正月十五，天官大帝即下凡塵

校定世間人民的禍福，故稱天官賜福。 

 

一般客家民宅中常在神龕前樑懸吊的「三界公爐」是用來祭祀三官大帝的，

由於三官大帝神格僅次於玉皇大帝，故必先敬奉三界公後奉祀家中所列諸神，而

「三界公爐」與「天公爐」實際上是有所區分的。 

 

安置在廟宇外或天井處的三足大香爐，道教稱為「天公爐」，又稱為「眾真

爐」，是奉祀玉皇大天尊玉皇上帝的，「天公爐」大小規格不受限制，視廟宇香火

而定，至於「天公爐」的安置是以二足向內，單足向外。民間的說法則是「天公」，

或是「天公祖」的千秋寶誕是丙午年正月初九，正月建寅，初九為戌日，「寅午

戌」即天、地、人三合之意。所以，三足爐腳象徵了天、地、人三界。而一般檳

榔嶼閩南舊式建築物的正廳大樑上亦多縣掛著的「天公爐」，主祀天公，並且是

先「敬天」後「法祖」。上香時是以清香三柱，先中後右再左分開插。 

 

檳榔嶼華人的民俗生活中，正月初九天公誕必定舉行盛大慶典，尤其是 1860

年左右，中國福建省同安縣的一批青年壯丁受到南洋有「遍地黃金」的影響，飄

洋過海出賣勞力，一心嚮往理想中的「綠豆青碗」。他們誤以為南洋人民生活富

裕，以上好的玉器飯碗盛飯吃，吃完就可以隨手扔棄，簡直就是一個世外桃源，

人間仙境。殊不知，綠豆青碗竟然是一片片的綠香蕉葉，當地土著生活水平不高，

社會經濟又不發達，普遍以香蕉葉盛食物，用右手抓起來吃，吃完了當然隨手便

扔。這批青年壯丁從充滿風險的海路歷盡千辛萬苦才登陸檳榔嶼，發現真實情況

不如預期，大家只好守望相助，在沿海一帶建立起公家庴，擠在一起將就過日子，

並且落腳在海墘一帶建立姓氏橋聚居。姓氏橋就成為一條臍帶，緊緊聯繫著先輩

和每一代子孫之間的血緣關係，橋民感謝天公疼惜苦命人，讓他們都能以勞力換

得三餐溫飽，而且生活也能逐漸改善，使得生命與財障都有了保障，因此天公信

仰和民間習俗也都深烙在橋民心底，讓共同記憶印刻著舊日先輩拓荒的滄桑，也

慶幸新世代子孫擁有今朝生活順利暢達的事實。檳榔嶼正月初九慶祝天公誕將闢

另一章節論述。 

 

第三節  祿：五文昌信仰與傳說 

 

當民眾享受到福神的眷顧之後，更多理想要求自然隨著慾望而產生，追求建

http://baike.baidu.com/view/21364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471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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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社會名望的官職祿位。《周禮．夏官．司馬》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326

《禮記訓纂．祭統》亦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327隋唐以來科舉制度

興起，成為士人嚮往高官厚祿的奠基石，因為當官吃皇糧，是人生中最高的目標。

現代人從國小入學開始，升國中達高中，然後進入大學的層層升級考試亦都是希

望金榜題名，光宗耀祖，並且經歷各種公職機關考試以求功名利祿，一旦享有公

職就表示擁有鐵飯碗，至退休前半生無憂。因此主宰未來仕途平步青雲、加官進

爵、飛黃騰達的祿神崇拜，就被民眾形塑出來，成為掌管文運利祿的吉祥神靈。 

 

一、   文昌祿星的衍化 

    

文曲星就是主管官運的司祿星。祿星職能明確，「賞功進士」
328
，被賦予了

主宰人間的禍福得失，把功能社會化。祿神即為祿星，是位於北半球北斗七星正

前方的文昌宮六星裡的其中一顆星辰。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記載：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

五曰司中，六曰司祿。329 

 

古代天官認為天上與人間都有一個帝王將相的官僚制度和體系，因此通過天

空行星體系的觀察，認為北極星定居天之中樞，是天體的中央位置，由眾星拱繞，

就像人君安居其所，而得臣民擁護一樣，司祿之星就伴在五星之末。隨著科舉制

度的興起，祿星日益備受重視 

 

《癸巳論語解．為政篇》中孔子就指出：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330 

 

《晉書．天文志》指出紫微是屬大帝之座；《史記．天官書》卷二十七索隱

就解釋紫微是大帝之室，太一之精。因為，紫微宮或紫微垣是天帝所居的天宮，

所以紫微正中。紫微垣兩側是左八右七顆星組成垣牆，象徵著皇宮的圍牆，每一

顆星所賦予的名稱，皆為周朝官職稱謂。垣牆四方分為四個天區，即東蒼龍、西

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相，每相之中又分為七宿，估共二十八宿，屬於天帝統

帥下的臣民，天宮所體現的社會秩序，正與人間相對應，因此文昌宮裡的星辰上

將與次將代表武官，司掌國防和國內安全；貴相為丞相，協助天帝管理政務；司

命屬大祭司；司中則管宮中事務；司祿，負責人事選拔大官員調動可務，可是其

功能已完全被社會化。祿星受到民間廣泛信仰和崇拜，甚至被稱為文昌星，並且

                                                 
326

 〔漢〕鄭玄撰，《周禮．夏官司馬下》卷八，四部叢刊明翻宋嶽氏本，頁 160。 
327

 〔清〕朱彬撰，《禮記訓纂．祭統第二十五》卷二十五，清咸豐宜祿堂刻本，頁 516。 
328

 〔漢〕司馬遷撰，《史記》索引《春秋元命包》 
329

 〔漢〕司馬遷著，《史記》，京華出版社，1999，頁 117。 
330

 〔宋〕張栻撰，《癸巳論語解．為政篇》卷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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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從星辰衍化成為人格神。為保文運昌盛，晉官入爵，除了孔聖人之外，在眾

多神明之中，讀書人把文昌帝君、魁星爺、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和朱夫子合祀，

尊奉為五文昌，希望集合五文昌強大神力的共同加持，考試時中榜及第，工作能

平步青雲，步步高升。 

 

（一） 文昌帝君主仕途升遷 

 

道教在唐五代時，已把文昌星列入星君之列，號稱「文昌星神君」、「帝君司

命之神」，受到天下讀書人的崇拜，祈求功名利祿，官運亨通，是知識份子的守

護神。 

 

文昌星被封為文昌帝君，又稱為梓潼帝君，成為人格神，是在元仁宗延佑三

年（1316）梓潼神被敕封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時開始。《明史．禮

志》中就記載了：「梓潼帝君，姓張，名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為立

廟祀之。」《十駕齋養新錄附餘錄》亦云：「梓潼之神，相傳晉時張惡子。」331張

亞子即指蜀人張育，東晉寧康二年（374）自稱蜀王，起義抗擊前秦苻堅時戰死。

後人紀念他，於梓潼君七曲山建張育祠，尊奉他為雷澤龍王。他生前事母極孝，

《梓潼帝君化書》云： 

 

      予既冠，母氏六旬矣，少時勤於織絍，飲食失時，嘗致疾疹，逮此衰暮，

重之以六氣所淫，遂成大苦，疽發於背。始以巫覡祈禱，中更醫工，砭劑月餘

皆不效，予不離臥內，日夕省視，未嘗解衣而息，計窮矣，乃為吮疽，出大膿

血，疾少間，醫曰疽根附骨，未易出也，越三日復吮之，忽覺口中充滿，吐而

視之，有膜如綿擴，膿乳如米粒，母氏漸安。而以病欠食，少復成贏瘵，醫曰

此痼疾矣，以人補人，真補其真，庶可平復，予因夜中自剔股肉，烹而供之，

忽聞空中語曰：上天以汝純孝，延爾母一紀之壽。翌日勿藥，果符神言。332 

 

唐玄宗途經七曲山時，有感張亞子的英烈，追封他為左丞相；唐僖宗入蜀避

亂，經過七曲山也親祀梓潼神，封張亞子為濟順王，並親解佩劍獻神。到了宋代

帝王，對梓潼帝君亦多有敕封。後來張育祠與同山的梓潼神亞子祠合稱，因此，

張育即被傳為張亞子。文昌神就與地方性神明梓潼神相結合而成為一神。元仁宗

敕封之後，梓潼帝君亦變更為文昌帝君，主人間祿籍，明朝時期的天下學館都立

文昌祠，士人和朝廷官員都會在文昌帝君誕辰之日，參加祭祀活動，祈求保佑科

舉考試順利，同時賜予功名利祿。隨著社會讀書人對學校、公家機關和其他各界

                                                 
331 〔清〕錢大昕撰，《十駕齋養新録附餘録》卷十九，清嘉慶刻本，頁 281。 
332

 《梓潼帝君化書》撰人不詳，約出於元代。記述梓潼帝君生平及顯靈聖跡。四卷。底本出處：

《正統道藏》洞真部譜錄類。《正統道藏》電子文資料庫： 

http://www.ctcwri.idv.tw/CTCWRI-MTS/CMT01%E6%B4%9E%E7%9C%9F%E9%83%A8/CMT010

5%E8%AD%9C%E9%8C%84%E9%A1%9E/CH0105XX/CH010507%E6%A2%93%E6%BD%BC%

E5%B8%9D%E5%90%9B%E5%8C%96%E6%9B%B8/CH010507-1%E6%A2%93%E6%BD%BC%

E5%B8%9D%E5%90%9B%E5%8C%96%E6%9B%B8%E5%8D%B7%E4%B8%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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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的考試制度的需求，文昌帝君的信仰在民間蓬勃發展，香火日益旺盛。 

 

文昌帝君「職司天上文章府，專照人間翰墨林」，從古至今都是主宰功名德

祿和文運之神，臺灣各地大小廟宇都安設文昌帝君神像或設有文昌祠、文昌閣、

文昌宮，供士人學子、文員、公務員在參加各種升等考試前，將准考證放在供桌

前膜拜祈願金校題名。文昌帝君兩側右立天聾、左立地啞兩待從，天聾捧玉璽象

徵掌政機密，地啞持鐵如意象徵掌兵權力。除了文昌帝君之外，臺灣廟宇也供奉

主宰文章興衰的魁星、主管科舉的朱衣神、主管文教事務的關聖帝君以及八仙之

一的呂洞賓等人格神合祀，稱為五文昌。 

 

（二） 魁星點鬥獨佔鰲頭 

 

魁星，又稱奎宿，是星官名稱，又叫天豕、封豕，為二十八宿之一，為北斗

七星的第一星，就稱為「魁鬥星」。後為道教列入星君系列，人格化之後，稱為

魁鬥星君、大魁星君，亦稱文魁夫子、綠衣帝君。一般民眾尊稱為魁星爺，主管

民間士人的考運、科甲和登第之神。「魁」，意含「第一、領首」，因此極受讀書

人尊敬和崇拜，冀求文運亨通，金榜題名，是讀書人的守護神。 

 

  明朝科舉分五經考試士子，五經為《詩》、《書》、《易》、《禮》、《春秋》，

每經所取首名謂之「經魁」，每科前五名都必須分別是五經的經魁，故稱「五經

魁」，含有第一名的意思。「魁」源自於星宿「奎」的崇拜。 

 

清代學者顧炎武就「奎」和「魁」，在《日知錄．魁》卷三十二中提出其本

法： 

 

      今人所奉，不知始自何年，以奎為文章之府，故立廟祀之。乃不能像，而

改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為節舉足而起半鬥。之乃不能像奎而改

奎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為鬼，舉厄而起其鬥，不知奎為北方玄武七宿

之一。魁為北斗之第一星，所主不同而二字之音亦異，以文而祀乃不於奎而於

魁宜乎！今之應試而獲中者皆不識字之人與。又今人以榜前五名為五魁，漢書

酷吏傳所置皆其魁宿遊俠傳。閭裡之俠原涉為魁，師古曰，魁者，鬥之所用盛

而構之本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末為杓。淮南子註鬥第一星至第四為魁，第五

星至第七為杓故言根本者皆雲魁。說文魁，羹鬥也。趙宦光曰，鬥首曰魁，因

借凡首皆謂之魁，其見於經者書。333 

 

 自古以來，魁星就是主管人間文運之神，受讀書人的尊崇，宋人王柏撰〈題

魁星〉中就可以看到士人對魁星之情：                 

 

                                                 
333

 〔清〕顧炎武撰，《日知錄．魁》卷三十二，清乾隆刻本，頁 6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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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樞之宿為貪狼，引領三台朝帝旁。 

典司多士擅文場，名在第一聲播揚。 

因此氷炭癡児腸，彷佛肖象祈流光。334 

 

相傳魁星爺生前長相醜陋，麻面，腳破，唯志比天高，發奮圖強，高中狀元，

殿試時，皇帝覺得他長相難看，便問他臉上長的是什麼，他回答；「滿天星斗。」

皇帝再問腳又如何，他說：「獨腳躍龍門。」皇帝覺得他滿腹經綸，對答如流，

便點為魁首，取為狀元。讀書人也都希望能夠像魁星爺一樣獨佔鰲頭高中狀元，

因此，將他奉他為守護神，備受崇拜。335唐宋時期，皇宮正殿臺階正中央的石板

上，雕有龍和鰲的圖像，考中第一名的進士按規定要站在鰲頭之上，故稱獨佔鰲

頭。 

 

魁星造型在明代已經很流行，完全根據「魁」字字形演變而來，赤髮藍面立

於鰲頭之上，一腳向後翹起如大彎勾，一手捧鬥，一手執筆，點定科舉中試人的

名字，即「魁星點斗，獨佔鰲頭」。臺灣廣為流行崇奉五文昌，興廟供奉，文昌

諸神為文昌帝君、魁星爺、手握《春秋》的關聖帝君，朱熹夫子以及呂洞賓。至

於檳榔嶼並無特別為文昌祿神建廟，但各大廟宇都有五文昌的神像，信仰者都把

具有功能性的諸神集中安奉在廟裡，方便祭祀。 

 

（三）  關公主宰文教功祿 

 

文衡帝君就是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三國蜀漢河東解梁人，生於東漢桓

帝延熹三年（160 年），美鬚髯，有膽力，文武雙全，忠於漢室，並且志在春秋，

人稱之為關西夫子。由於性喜濟困扶危，因誤殺地方惡霸而逃亡至涿縣，因此與

劉備、張飛意氣相投，在桃園三結義，後助劉備南取荊州，西下巴蜀，蜀遂與魏、

吳鼎足而三。史書記載官渡之戰前，關羽初守下邳，為曹操所敗，劉備投奔袁紹，

關羽為曹所得，待以殊禮，拜偏將軍、意在收攏。袁紹售攻曹操時，關羽勇挫顏

良以報；曹操賜封漢壽亭侯作為表揚，而且賞賚益厚。當關羽獲劉備在袁紹軍營

無恙，乃掛印封金，回歸劉備陣營，被封為前將軍。關羽留督荊州，大破曹仁於

樊，擒於禁，斬龐德，水淹七軍，威震華夏。後孫權使呂蒙派軍襲荊州，關羽及

子平皆遇害。關羽被殺之地處於湖北當陽玉泉山。後被當地人立祠祀之。 

 

據稱帝君昇天後，屢顯聖蹟，蜀漢後主，追諡壯謬，後加封義勇王，明神宗

敕封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明崇禎時加封「真元顯應昭明

翼漢天尊」，清順治元年制定春秋二祭，順治九年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康熙

時加封「協天伏魔大帝」。帝君好讀春秋識禮，故被後人尊奉為五文昌之一，因

兼具忠義不欺的精神，傳說首創「原、收、出、存」記賬法，故又被奉為商界保

                                                 
334

 〔宋〕王柏撰，《魯齋集》卷二，民國續金華叢書本，頁 17。 
335

 參考際昌銳著，《歲時與神誕》，臺北市：臺灣省立博物館，1991，頁 227-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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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神，而且精於理財，被視為財神之一。 

 

關聖帝君原是道教神明，據《佛祖統紀卷．六智者傳》所載，隋開皇十一（600

年）佛教天臺宗開宗祖師智顗曾在玉泉山入定，定中見關帝顯靈，化玉泉山崎嶇

之地為平址，以供大師建寺弘法。之後，又向大師求受五戒，而成為正式佛門弟

子，由於關羽為一介武將，佛教乃尊之為伽藍護法，因此關公也成為佛教寺院護

法神。336潛明茲所著《中國神源》一書中認為，關羽從一個歷史人物得到民間口

碑，成為宗教神靈，構成了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關羽的藝術形象，基本上來自

小說《三國演義》，取材自晉．陳壽《三國志》、宋．斐松之《三國志注》以及參

考《後漢書》及《晉書》。337
 

 

關公為人誠信忠實，精於理財管賬，而且重義氣，允文允武，最受商賈的歡

迎，也是文儒學習的好榜樣，因此深入民心，成為啟發智慧的文教之神。 

 

（四） 呂仙師主文運昌盛 

 

五文昌之中的的呂洞賓，為道教之神孚佑帝君，即純陽祖師，姓呂諱喦，字

洞賓，道號純陽子，自號回道人，中原河中府永樂縣人。世人列為八仙之一，《續

文獻通考》載： 

 

呂喦字洞賓，蒲洲永樂縣人，貞元十目年四月十四日已時生，異香滿室，

天樂浮空，有白鶴飛入帳忽不見。338
 

     

金代詩人元好問的《唐詩鼓吹》卷六云： 

 

呂洞賓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攜家歸，終南學

道，莫測所往。339  

 

清人姚福均編輯的《鑄鼎餘聞》記載： 

 

宋范致明嶽陽風土記云：呂先生河中府唐禮部尚書渭之孫，海州刺史讓之

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去遊廬山遇異人授劒術，得長生不死之訣。340 

 

                                                 
336

 參考，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臺北縣三重市：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9，一版九

刷，頁 6712。 
337

 潛明茲著，《中國神源》，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 446-447。 
338

 潛龍居士編著，《中國民間諸神傳》，臺北縣板橋市：泉源出版社，1988.8，再版，頁 144。 
339 〔金〕元好問撰，《唐詩鼓吹》卷六，清順治十六年陸貽典錢朝鼒等刻本，頁 98。 
340

 玉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清〕姚福均編輯，《鑄鼎餘聞》，影印

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11，初版，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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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詩人梁儲在《鬱洲遺稿》題〈呂洞賔〉詩中曰： 

 

      煉得丹成欲度人，江湖來徃意殷勤，如何世上求仙者，不似枯楊觧識真？
341 

 

民間俗稱為呂祖仙師、純陽夫子、仙公、呂仙公、麻衣道人。據傳，呂祖仙

師生來仙風道骨，鶴頂龜背，鳳眼翠眉、稟性聰敏，日記萬言，出口成章，故成

為讀書人所尊祟的對象，把呂仙祖供奉為讀書人的守護神。臺灣民間將呂洞賓例

為八仙之一342、五文昌之一343及三恩主之一344。 

   

（五） 朱衣神輔文事掌功名 

 

科舉時代稱主試官為「朱衣使者」，因此，朱衣神君被民間信仰供奉為主管

科舉制度之神，受讀書人的崇奉，祈望能在考試中高中掄元。朱衣吏原是一神明， 

根據《鑄鼎餘閒》記載： 

 

〔宋〕趙德麟《侯鯖錄》云：歐陽公知貢舉，常覺座後有一朱衣人點頭，

然後其文入格。因語同列三歎，嘗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

頭。』345 

 

相傳宋代大儒歐陽修擔任主考官批卷時，常覺得一位身穿紅衣之神明，在冥

冥之中顯靈，總是以點頭來示意可否錄取。根據臺北文昌宮牌匾記載，指朱衣使

原是一神明，著朱衣者，並非專一人或一神，而是專指隸屬於某一職位者。 

 

    臺北文昌宮牌匾記載： 

 

『朱衣』與『朱熹』音近。『朱衣神君』係指宋代理學大師朱熹(西元

1130~1200)。朱熹曾在白鹿洞書院講學，首開書苑講學，教育平民之風氣。並

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編，詳加詮釋，編為『四書集注』。此書成

為儒家正宗教材，元明清三代，列為科舉考試官學，影響長達七、八百年。其

一生各類著作凡八十一種，真乃著作等身。後世推崇朱熹『集大成而續千百年

                                                 
341

 〔明〕梁儲撰，《鬱洲遺稿》卷八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頁 67。 
342

 八仙：中國道教和中國神話中的八位神仙，均由凡人得道：鍾漢離、張果老、韓湘子、鐵拐

李、曹國舅、呂洞賓、藍采和與何仙姑。 
343

 五文昌：道教中文昌帝君、魁星爺、朱衣神、孚佑帝君呂仙師、文衡帝君關雲長、合稱五文

昌，相傳皆具護持文運之職能。 
344

 三恩主：即鸞門三恩主。指儒宗神教的關聖帝君、孚佑帝君、司命灶君。據傳，由於天廷震

怒人類道德敗壞、倫理失序，故欲降災於人世，上述三位神明奏請玉帝，願降世勸人行善，慈心

救劫，有恩於世人，故被稱為「三恩主」。 
345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 第一輯，〔清〕姚福均撰，《鑄鼎餘閒》，臺北

市：臺灣學生，1989.11，初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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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理宋寶慶三年（西元 1227）追贈太

師，封徽國公，在其歿後二十七年，入祀孔廟。遠古有孔子，近古有朱熹，此

兩人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發出萬丈光芒，是無第三人可倫比。民間為念其功

德，紛紛祀奉朱熹為神明。  

 

朱熹為大文豪，士子自然會以聯想方式，首先想到朱氏與朱衣吏的關係，

希望朱子能點頭示意，讓試捲入格，考生中舉。朝廷百官位階不同，朝服顏色

也有分別，在百官制度下，著朱衣者就是指祭官、考試官。《後漢書．蔡邕傳》

有言： 

 

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
346
 

 

《玉堂雜記》載： 

 

朝殿日，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吏二人，自下馬處導至殿

門，此外唯有翰林學士有之。又禁門內許以茶鐐擔予自隨與執政等。347 

 

    此中反映了唯有高中狀元之後，才有機會被引薦到朝廷覲見皇帝接受嘉獎，

並任命為翰林學士。莘莘學子如何能不為前途而向朱衣神君祈願禱告！ 

 

   南宋理學家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生於宋朝高宗建炎四年，婺縣人（今

江西省婺源縣），後遷至建州（今福建省崇安縣）居住，晚年改號晦翁，自稱為

「雲谷老人」，又稱「滄州遁史」，謚文，又稱朱文公。於紹興年間入舉進士，曾

在高宗、孝宗、光宗、寧宗時期，先後任職運副使，煥章閣侍制，祕閣修撰，最

高到寶文閣侍制，並於宋寧宗二年罷官。朱熹以求學之法，首重於知其理，而後

行其道，以達真知境地。其學問可謂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民間信仰尊稱朱熹為朱

衣神君、文昌紫衣公或 朱夫子、朱衣公等。周凱《廈門志．祠廟》篇第一條即記

載著：「文昌廟祀梓潼帝君、魁星、朱衣之神。」顯見閩、臺民間對文昌帝君、

魁星爺和朱衣神等祿神的崇高敬仰。 

 

二、 檳榔嶼祿神信仰的類型 

 

民間信仰對祿神類型也分為天上星宿、道教神和佛教神幾大類神靈，其功能

性、形象和背景由來皆根據廟宇所供奉的神明塑像、圖像描繪和文字記載所誌，

尤其五昌神逢考試、晉爵和新春期間，是最多信眾前往膜拜祈願的時候，形成各

間廟宇都香火興盛，人潮往來擁擠，反映了民間宗教信仰的普遍化： 

 

                                                 
346

 〔南北朝〕範曄撰，《後漢書》卷六十下蔡邕列傳第五十下，百衲本景宋紹熙刻本，頁 806。 

347
 〔宋〕周必大撰，《玉堂雜記》卷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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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嶼民間祿神信仰類型 

 

類型 功能性 形象 傳說／由來 

星宿    

祿星 

又稱文曲星 

功名利祿 

升官進爵 

雍容慧顏，駕白驢，

左天聾、右地啞為陪

祀神陪侍，代表著：

「天機不可洩漏、文

運人不能知、文人須

謙卑少言」等意義。

天聾造型張目結舌，

憨厚質樸，手捧玉璽

盒；地啞目光炯炯，

欲言又忍，手執鐵如

意，分別代表治國政

和掌兵權。其形象也

有是坐相、穿袍、長

鬚、慈眉慧眼、頭戴

飾玉官帽，一幅書生

樣。 

《史記．天官書》：「鬥魁戴匡六星

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

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

六曰司祿。」348
 

《鑄鼎餘聞》：「國朝蔣超伯麓澞薈

錄云：斗第四星為文，曲，卯酉生

人所屬，斗第六星為丑，未生人所

屬。」349
 

文昌帝君 

又稱文昌梓

潼帝君 

主人間壽夭禍

福，文人仕

途、官祿升遷 

《神考》上：「帝君廟在梓州梓潼

縣，本梓潼神也。舊記曰：神本張

惡子，仕晉戰死而廟存。唐明皇狩

蜀，神迎於駟馬(萬裡)橋，追命左

丞相。僖宗播遷亦有助，封濟順

王。……《圖志》：神姓張諱亞子，

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

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
350

 

魁星 主宰文章興

衰 

造型醜陋，金身鬼

面，岐首、青臉、麻

面、獠牙、赤身、右

足踏魚鰲，左足踢北

斗，右手執筆，左手

拿金寶。 

 

《日知錄．魁》：「魁當奎之訛，奎

為文章之府，文士宜祀。亦屬調停

說耳。今祠觀中多祀其像，漸及學

宮，不知何時所起？樵書奉魁星踢

鬥圖，以為宜科名。魁字乃鬼抱鬥，

鬼之腳古轉為踢此鬥 。然所謂魁星

踢鬥者，不過藏一魁字以為得魁之

兆耳。抑有見魁星之象而得高科

者，夢魁星之降而奪錦標者，豈天

上真有藍面赤髮之精而為文星

哉？」351
 

《潛齋集》：「魁居鬥一為天樞，

                                                 
348

 〔漢〕司馬遷撰，《史記．天官書》，北京：京華出版社，1999，頁 117。 
349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資料彙編第一輯，〔清〕姚福均編輯，《鑄鼎餘閒》，影印本，

臺北市：臺灣學生，1989.11，初版，頁 41。 
350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清〕李調元撰．姚東升撰輯，《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神考．

釋神》排印本，臺灣：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8-10。 
351

 〔清〕顧炎武撰，《日知錄．魁》卷三十二，清乾隆刻本，頁 64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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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所以旋鬥杓而行乎周天也。志

天文者謂鬥璿璣四星皆為魁。」352

魁星信仰源自星宿崇拜。《史記．天

官書》指「魁為參首」353，意即魁

首或第一，因此就成為學子祈求的

目標。 

文衡帝君  

即關公，又

稱關聖帝

君、協天大

帝、恩主

公、關帝

爺、聖帝

祖、文衡聖

帝、帝君

祖、武財

神、 

尊號玄靈高

上帝、伏魔

大帝、蓋天

古佛等。 

主宰文教事

務、功名利祿 

美鬚髯、紅臉、有膽

力，武將打扮，左手

持春秋，右手撫鬚。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關

羽，字雲長，蒲州解良人也。當末

與琢郡張飛佐劉先主起義兵後，於

南陽臥龍岡三謁茅廬，請葛孔明宰

割山河，三分天下，國號為蜀。先

主 關公為荊州牧，不幸呂蒙設計公

乃不屈，即而亡追贈大將軍力葬於

玉泉山土。人感耳德歲時奉杞為護

國祚民廟，額曰義勇武安王，宋徽

宗加封尊號曰崇寧至道直君。」
354
歷

代帝王崇尚關公忠肝義膽，肉身雖

化，唯正氣長存，因此多所尊奉與

追封，全稱「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

顯關聖大帝」。明太祖頒令州縣必

須建置文、武二廟，文廟祀孔子，

武廟祀關公，受萬人香火，萬世留

芳。 

孚佑帝君、 

又稱呂祖仙

師、呂仙

公、純陽帝

君、純陽夫

子、純陽

子、仙公、

回道人、麻

衣道人、妙

道天尊等。 

文運昌盛 道士打扮，手執拂

塵，仙風道骨，鶴頂

龜背，鳳眼翠眉、遊

戲人間。 

 

 

 

 

 

 

 

 

《唐才子傳》曰：「巖字洞賔，京兆

人。禮部侍郞呂渭之孫也。鹹通初

中第兩調縣令，更値巢賊浩，然發

棲隱之志，攜家歸終南，自放跡江

湖。先是有鍾離權，字雲房，不知

何代何許人，以喪亂避地太白間，

入紫閣石壁上，得金誥玉籙深造，

希夷之㫖常髽䯻衣檞葉，隱見於世

岩，旣篤志大道，遊覽名山至太華

遇雲房，知爲異人拜以詩曰，先生

去後應須老乞與貧儒換骨丹。 

雲房許以法器，因爲著靈寶畢法十

二科志，究性命之㫖坐廬山中數十

                                                 
352

 〔宋〕何夢桂撰，《潛齋集．淳安縣學魁星樓記》卷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09。 
353

 〔漢〕司馬遷撰，《史記．天官書第五》卷二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330。 
354 《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引搜神記，臺北：聯經，1980.8，頁 674-676，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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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丹始就。逢苦竹眞人，乃能

驅役神鬼時及□世不復返也。與陳

圗南音響相接，或訪其室中甞白，

襴角帶賣墨於市，得者皆成黃金。

徃徃遨遊洞庭瀟湘湓浦間，自稱囘

道士時，傳已蟬蛻矣。」355
 

《佛法金湯編》：「呂巖真人，字洞

賔，京兆人也。唐末三舉不苐，偶

扵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

術。」356
 

《全五代詩卷十四》：「呂巖字洞

賓，禮部待郎渭之孫，蒲阪縣人。

鹹通中舉進士不第，遊長安值黃巢

亂，隱居終南山。漢時遇鍾離權得

道，年百餘歲貌如嬰兒，世傳有劍

術，時至陳摶室，不知所終。」357
 

朱衣神君，

又稱紫陽朱

夫子、文昌

紫衣公、朱

夫子、朱衣

公等 

輔文事掌功名 相傳此神著紅衣，能

細辨文章的優劣。 

《玉堂雜記》記載：「朝殿，皇太子、

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衣

吏二人，自下馬處導致殿門，此外

唯有翰林學士有之。」358
  

(附表 01-02) 

                                                                                     

祿神之中以文昌帝君、文魁夫子、孚佑帝君呂洞賓、關聖帝君與朱衣神君合 

祀，尊稱為五文昌，為中國、臺灣和東南亞等地區盛行供奉的神明。五文昌專司 

考試與功名的大權，能為莘莘學子添智慧或賜功名。據說，五文昌是「以經典教 

化世人，以道德規範人心，以善惡鑑察人性，以陰德增減功名」。359
 

 

三、 檳榔嶼祿神信仰的崇拜 

 

檳榔嶼華人的民間宗教信仰特色就是宗教混合，對於大部份民眾所能接受的 

神祇，都會虔誠尊奉。對於切身利益有關係的神祇更是民眾心目中最崇拜和勤加

祭祀的。祿神信仰是民眾追求神明賜福和功名利祿的神祇，父母為孩子學業和前

                                                 
355

 〔元〕辛文房撰，《唐才子傳》卷十，清佚存叢書本，頁 88-89。 

356
 〔明〕釋心泰，《佛法金湯編》卷十，明萬曆二十八年釋如惺刻本，頁 73。 

357 〔清〕李調元撰，《全五代詩．(漢)》全五代詩卷十四，清函海本，頁 137。 
358

 〔宋〕周必大撰，《玉堂雜記》卷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7。 
359

 見臺北市文昌宮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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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著想，都會帶著孩子到寺廟去祭祀祈求文昌帝君庇護，學校考試過關，順利升

上好班級、國家初級教育文憑及高級教育文憑考試成績特優，可以順利升上高中

及先修班，為大學深造作舖排。檳榔嶼沒有特別為五文昌建廟，一般寺廟裡除了

供奉一位主神之外，文昌帝君、文衡帝君關雲長、孚估帝君呂仙師列為八仙之一

的呂洞賓，世傳為唐進士，詣京師應舉，遇鍾離權授以仙訣，後修道成仙。為五

文昌之一。、魁星等皆作為配神祀奉。馬來西亞在各種大小政策下實施以巫裔為

主要利益的「固打制」(Quota)
360，導致許多優秀華人子弟升學無門，被迫赴國

外留學，而華人公務人員也因為受到政策制度的影響，空有滿腹才華與理想，也

難以順遂擢升高官職，因此，檳榔嶼華人家庭為孩子學業前途求助五文昌的情形

相當普遍，另一方面，民眾求功名利祿的情況也很明顯。 

 

檳榔嶼的寺廟大大小小約有整千座，在春節大年初一淩晨開始到十五都會開

放給善眾供奉貢品，焚香燃燭燒金紙祈禱祝願，並且為信徒點燃光明燈，一些較

具規模的寺廟也會舉行新春法會，如亞依淡極樂舉行一年一度「萬佛光明燈吉祥

大法會」，俗稱萬人燈會。每一盞宮燈都寫上善信的名字，以祈求佛法加持，消

災延壽，福智增長。檳榔嶼在庚寅虎嘯迎新春文化廟會上更推出忠義的關公、五

富皆備的郭子儀、賜予民間福財的財神爺、甚至漢人民族英雄岳飛及正直無私，

判案如神的包青天為新春廟會造勢，派送柑橘賀新歲，足見英雄和偉人在人民心

目中所受到的尊崇與敬仰，也可以從中想像到華人對理想願景的期盼。 

 

其他正廟、陰廟亦都有僧侶誦經、祈福、祭太歲，人山人海，煙霧迷漫。一

心想要祈求五福如願的民眾都會在子時一過便虔誠的先在家中祭祀家中神明之

後，趕赴到附近廟宇祈福許願。民間敬重神明，希望獲得神明賜福，因此，有不

少民眾也會搶先到寺廟，插下子夜之前的第一炷清香，先拔頭籌，期望贏得神明

賜予人間福，同時點燃一盞油燈，照亮人生事業，前景更加燦爛。 

 

（一） 檳榔嶼廣福宮祭祀文昌神 

 

檳榔嶼椰腳街的觀音亭廣福宮興建於 1800 年，是一座最負盛名的古廟。是 

檳榔嶼首府喬治市市區中心最早期的華人廟宇，用以維持檳榔嶼華人的宗教信仰

和協調早期華人社會的事務與活動。早期閩粵籍華人渡海南來，生命沒有保障，

因此，對於未知的前景，都需要通過求神問卜以釋疑慮和心安理得。觀音亭內碑

文記載： 

 

                                                 
360

 固打制度：是為保護弱勢族群，扶助少數民族而設的，即巫人佔 60%、華人佔 30%、印度人

和其他種族 10%。馬來西亞國內各所國立大學學位、獎學金、土著房屋、公共工程等等的大小

政策都設固打制。2009 年 10 月 10 日，檳州民政黨的黨報《政經藍海》刊登劉華才博士的一篇

〈對「固打制」說不〉的文章就提及，固打制度實施之後，卻好像是在保護多數族群，扶助政治

強勢的民族。固打制度造成數以萬計的優秀生和公共服務領域人才流失。劉博士指出，美國大學

曾實施固打制度，保留 10%大學名額給黑人學生，結果引起白人不滿，入稟聯邦法院，最終遭

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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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嶼之麓，有廣福宮者，閩粵人販商此地，建祀觀音佛祖也，以故，宮

名廣福。 

 

    觀音亭廣福宮並不是一間純佛教寺廟，亦非道觀，供奉的主神是觀世音菩

蕯，廟前古井還有一棵百年榕樹，被視為兒童保護神。當孩子出世時，家家都會

供上鮮花水果，向樹神默唸孩子的姓名和生辰八字，並且過契給樹神當乾兒子，

請樹神保佑孩子長大成人。守護廟堂、驅凶逐瘟癘抵禦百邪的就是虎爺，又稱虎

將軍，或太歲，一般善眾新春期間到廟拜太歲時，都是為了打小人與得貴人相助，

拜太歲時供奉一顆鴨蛋加上豬油請虎爺吃，意即吃掉小人，可除霉運行好運。 

 

最受婦女歡迎的就是後殿所供奉讀書人的守護神文昌帝君、關聖帝君和孔子

等神明。母親們在孩子入學讀書、考試時，都會帶著孩子到來祭拜。祭祀祿神的

祭品除了生果，還得準備連棵帶頭的生蔥、芹菜和豆腐，寓意聰慧、勤奮和柔順，

便於讓教師教導，考出優良成績。如果是粵籍人士除了生蔥、芹菜之外，還會供

上一把文士扇，代表功名成就的士人身份；四支新毛筆，代表文昌星，取意妙筆

生花，考試得心應手，甚至帶上准考證或準備應考的科目書本一起安置在供桌

上，祈求庇佑，祭祀完畢，還得將祭祀物品帶回家放到文昌位上，而祈求面試成

功、升官發財的民眾，都會祭祀生果、鮮花、點上清香、擺上糕餅以及為神明前

的香油燈添加香油。檳榔嶼祭拜五文昌的風氣雖然流行，但不像臺灣的香火這麼

的鼎盛。 

 

（二） 臺灣祭祀文昌神風氣鼎盛 

 

  臺灣各項大大小小的考試舉行前，各地有供奉文昌帝君的廟宇都擠滿了家

長、學生，甚至是欲參加公家機關考試的人，都會帶著寓意為「聰明」的蔥、取

意「勤快」的芹菜、象徵「好彩頭」的菜頭、意指「包中」的包子和粽子等到廟

中祭拜，接受法師祝福以及領取「開運文具組」與「開運錦囊」，期許榜上題名。

將心願寫在許願牌子上，期望諸文昌神能聽到和看到賜予祈福人達成心願，所以

懸掛在柱子上的許願牌真的是可以用籮筐來裝載。 

 

臺灣廟宇或宮殿為眾多學子燃點「金榜題名光明燈」，開啟智慧，增進信心

與精神寄託、求考運順利，金榜題名，學業進步，前途光明。點燈被視為破除昏

昧象徵。 

 

根據臺北松山慈祐宮農民曆所提供參拜文昌帝君程式： 

 

1. 供品：蔥：象徵聰明；芹菜：勤勞；桂花：求遇貴人；吉葉十二葉：完滿大

吉；菜頭：好菜頭。 

2. 用紅紙或紅線將蔥、白蘿蔔、芹菜等供品綁好，與准考證影本置於香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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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香默念：「弟子○○○，地址，就讀學校、考試名稱、考場、考試日 、准

考證號碼、誠心奉請文昌帝君降臨，準備○○○(供品)，以及金紙等供奉，

望燒化金紙後，文昌帝君與文魁夫子保佑弟子智慧大開、過目不忘、考運亨

通。 

4. 香過半後，將供品攜回，食物均可食用(不可與丸子、蛋一同熟煮來吃)，將

桂花葉、桔葉考前泡澡。 

 

第四節  壽喜：吉喜與祥壽信仰崇拜 

 

世人認為壽星是主吉祥的神靈，與福祿二星一樣影響世人的思想觀念最深，

因此崇拜福祿壽三尊吉神，可期四季迎祥，、延年益壽、財祿相隨，富貴逼人，

身安宅吉，瑞氣盈門，姻成婚合，喜慶滿堂，科甲崢嶸，經營獲益。因此，也有

人認為五福壽為先，福壽相併提，若無壽則等於無福消受。福祿壽等於是吉祥神，

民間信仰中吉祥神就是代表著趨吉避凶的喜神，而且喜神並「無星宿之說，也無

神形可辨」361，是世人渴望的理想幻象。 

 

一、 壽：壽星主人間福壽之長短 

 

（一） 星宿壽星：角亢、南極老人與南斗 

   

甲、  角亢在辰萬物始生 

 

南極於角、亢星宿，是天上二十八宿中東方蒼龍七宿中的第一與第二宿。七

宿依秩序排列為角、亢、氏、房、心、尾、箕，組成蒼龍形狀。角宿有二星，形

成龍角；亢宿有四顆星，直上高亢。由於角、亢為各宿之長，所以稱為壽星，主

長壽。362〔宋〕陳暘撰《樂書》云：    

 

      唐開元中置壽星壇於南郊，以千秋節日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祀典。
363 

 

    清人邵晋涵撰《爾雅正義》云： 

 

壽星，角亢也。〔註〕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天根氐也。〔註〕角亢

下繫於氐若本之有根。〔正義〕星名。始於角亢起，蒼龍之宿也。364 

                                                 
361

 殷偉、殷斐然編著，《中國喜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2，頁 1。 
362

 參考殷偉、殷斐然編著，《中國壽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2，頁 1。 
363

 〔宋〕陳暘撰，《樂書》卷一百九十一樂圖論，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517。 
364

 〔清〕邵晋涵撰，《爾雅正義》卷九，清乾隆刻本，頁 224。 



 

140 

 

 

    古代諸侯國常相征戰，擴展土地版圖，四處械鬥之下，導致兵荒馬亂，民不

聊生，星相家即預言星空壽星現，光芒明亮時，天下即太平，一旦壽星晦暗，則

兵起。國家發生天災人禍異象，都要請示朝廷巫師，祈求壽星顯現在吉祥的方向，

解决國家所面對的禍害。故《周禮正義》云： 

 

司巫掌群巫之政，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雲龍，角亢也。謂四月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 

 

    國家大旱，百榖枯萎，民無以食，朝廷遂委派巫師祈雨使百榖生長，讓天下

蒼生得以生存。故角、亢二星皆主壽。當天上星宿被人格化之後逐漸顯像形象化，

躋身為具有形象的壽星群之一員。於是南極老人星也應運而生，成為世人心中的

長壽典範。 

 

 

 

乙、  南極仙翁降福壽 

 

宋人有宿撰〈代中書樞宓院賀司天臺奏壽星見表〉亦云： 

 

   臣某等言伏睹司天監奏丙位上占見壽星出現，組明潤澤。謹按《景祐乾象

新書》占曰老人一星在弧失南，一名南極，主帝王福壽者。月旅陽中星昭丙次

前告壽星之兆，迥含明潤之輝，凡遇亨嘉同歡瑞福。365 

 

相傳南極老人星不只是福星，也是壽星，而且是掌國運興衰，帝王壽命長短

的神明。 

 

《史記．天官書》記載近地平線處： 

 

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366 

 

宋人潘自牧《記纂淵海》卷二亦云： 

 

傳記老人一星名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於丙春分之夕，沒

於丁。晉志：狼北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每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

                                                 
365

 〔宋〕胡宿撰，《文恭集》卷九，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頁 65。 
366

 〔漢〕司馬遷撰，《史記．天官書第五》卷二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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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時候於南郊。367 

 

  南極老人星，為壽星之一，可以為人主把壽命延長。民間的民俗畫像把天

上明亮的壽星，人格化之後，幻化為廣額白鬚，面潤紅光，笑容可掬，左手執拐，

右手捧桃的南極仙翁形象，並且成為主掌人間福壽之神。道教神仙體系中，南極

仙翁被尊稱為南極長生司命君。 

   

 宋代大文豪歐陽修在《太常因革禮》也有一首〈秋分享壽星〉云： 

 

有司享壽星於南郊，壽星南極老人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說者謂數起

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368
 

 

古代帝王都重視延壽求長生，因此祭祀壽星被列為朝廷的重要祭祀儀式之

一，而且在東漢仲秋之月都舉行敬老與祭祀壽星的儀式活動。耆老都是長壽之

人，身體康健、人生閱歷豐富，而且善於養生，敬老就是希望能獲得福德和延年

益壽。 

 

《後漢書．禮儀志》曰： 

 

仲秋之月，年始七十，授之以王，哺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王杖者九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 。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

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廟。」於是，民間的壽星形象一定是一拄長杖的老人。369  

 

角亢二宿與南極星和南極老人星，隨著社會的改變與人心的需求，後來遂都

衍化為有形象的神明，成為降福於民的長壽之星。 

 

丙、  南斗星君註長生 

 

南斗星也是屬自然星辰，位於南方，為六星所組成，形狀似牛，故名。民間

相信天上的星辰都具有決定人類命運的超自然力量，能主福壽，所以成為世人所

崇拜的對象。到了三國時期，南斗星被形象化成為南斗星君，並且流傳凡人受胎，

皆從南斗過北斗，所以產生「南斗註生，北斗註死」信仰崇拜。《廣成集．馬尚

書靽鬥醮詞》曰： 

 

伏聞清濁分形，高卑定位，南北禦死生之籍，隂陽有舒慘之殊，由是南斗

                                                 
367 〔宋〕潘自牧撰，《記纂淵海．壽星》卷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3。 

368
 〔宋〕歐陽修撰，《太常因革禮．新禮十三》卷八十，清廣雅書局叢書本，頁 233。 

369
 〔南北朝〕范曄撰，《後漢書．禮儀志第五》卷九十五，百衲本景宋紹熙刻本，頁 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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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神六宮衆聖，紀功舉善克揚不死之文，主籙定年唯啟長生之本。370 

 

干寶《搜神記》記載一則管閣指點顏超向南斗星君求壽的故事： 

 

管輅至平原，見顏超貌主夭亡。顏父乃求輅延命。輅曰：『子歸，覓清酒

鹿脯一斤，卯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二人圍位，次但酌酒置脯，飲盡更斟，

以盡為度。若問汝，汝但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 

顏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碁，頻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

不顧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顏在，叱曰：『何故在此？』顏惟拜之。南面坐者語

曰：『適來飲他酒脯，寧無情乎？』北坐者曰：『文書已定。』南坐者曰：『借

文書看之。』見超壽止可十九歲，乃取筆挑上語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顏

拜而回。管語顏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斗，南邊坐人是南

斗。南斗註生，北斗註死。凡人受胎，皆從南斗過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
371 

上達朝廷天子下至庶民凡夫，對天上星宿可以決定人壽命的長短深信不疑，

因此，自周秦時期以來，歷朝歷代的皇帝皆將壽星祭祀，列為國家的重要祀典之

一，一直到明朝始廢，但民間延至今天仍然盛行祭祀壽神祈求增壽添福。 

 

（二） 檳榔嶼道教壽神的信仰 

 

甲、  西王母與天地同壽 

 

婦女慶祝壽誕時，常出現「中天婺煥」、「婺星耀天」、「寶婺騰輝」、「寶婺星 

輝」等賀詞，所指乃為天上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婺女星，在天空中光彩四射，因此

也被世人視為主福壽的女星宿。在道教信仰中的地位極為尊貴的西王母，民間稱

為王母娘娘，也稱為瑤池金母，又稱金母、金母元君，擁有長生不死靈藥和食之

可與天地同壽的仙蟠桃，同樣被世人視為長壽神。 

西王母，原是古代西方一個原始部族的首領，受動物崇拜及圖騰崇拜之下被

神化後成為半人半獸的女神，東漢末由道教羅致神仙譜系列中，變化成雍容華貴

的道教神仙統轄天上眾女神，道教更指稱西王母為道教第一尊神元始天尊的女

兒，並且成為玉皇大帝的配偶。戰國至漢時期的《山海經．西山經》、《山海經．

大荒西經》、《山海經．海內北經》分別描述西王母的原始形態是介於半人獸之

神，「司天之厲及五殘」，屬於凶神類。 

                                                 
370 〔五代〕杜光庭撰，《廣成集》卷六，四部叢刊景明正統道藏本，頁 35-36。 
371

 東晉．干寶撰，何意華，汪有原、曾令先譯注，《搜神記》，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2，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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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西山經》形容西王母司災厲五刑殘殺之氣時的形貌曰： 

      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372 

 

《山海經．大荒西經》亦描繪西王母的形象： 

    

      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373
 

 

《山海經．海內北經》則形容其形貌仍是戴勝，並且有強壯善飛的猛禽供其

使喚： 

 

 西王母梯幾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374 

 

進入西晉時期，張華擷取《漢武故事》與《漢武內傳》片斷寫成《博物志． 

史補》說：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時西王母遺使白鹿，告帝當來，

乃供帳承華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於殿西南面，東

向坐，頭上戴七勝，青氣鬰鬰如雲。有三青鳥，如烏大，俠侍母旁。時設九微

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輒

以核著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為？』帝曰：『此核甘美，欲種之。』母笑曰：

『此桃三千年一生實。』……」375 

 

仙桃三千年才結一次果實，顯見西王母因食仙桃，竟達到了長生不死而得永

生的境界，可以說堪與天地同壽。此時的西王母已人格神化為母儀天下的天界仙

母，主人間福壽之命，是世人所尊崇的神靈。 

 

漢成帝幸甘泉泰颭汾陰後土，舉行郊祀敬祭神明，楊雄奉召寫下《甘泉賦》

表揚帝王功績以及微諷帝王應關注政事而迴避女色，賦辭中亦有提及： 

 

  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376 

 

清人李調元撰《神考．西王母》云： 

 

  世傳王母為天上之神。……《吳越春秋．陰謀傳》：大夫種進九術，一曰

                                                 
372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西山經》，臺北：裡仁，2004.2，臺權版二刷，頁 50。 
373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西山經》，臺北：裡仁，2004.2，臺權版二刷，頁 407。 
374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西山經》，臺北：裡仁，2004.2，臺權版二刷，頁 306。 
375

 晉．張華著，祝鴻傑譯注，《博物志新譯》，上海：上海學出版社，2010.1，頁 209。 
376

 國學網，集部《文選》卷七〈甘泉賦〉，http://www.guoxue.com/jibu/wenxuan/wx_0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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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天事鬼，以求其福。越王乃立果郊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祭陰，名曰西

王母。事之一年，國不被災。由是祈福壽者，循以為習，設為貴婦人像祀之。

今之西王母所倣也。377 

 

清人褚仁穫在《堅瓠集．西王母考》中，對西王母的神話傳說亦作了一番考

證後說： 

 

      《爾雅》西王母乃西方荒僻之國。賈誼《新書》堯西見王母訓，又漢貳師

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㨿此則。西王母猶國名，女眞人姓胡。母其實非婦

人也，而以西王母爲婦人者，由汲塚《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廵狩宴瑤池，而王

母捧觴。又《漢武外傳》以七夕㑹于甘泉，王母捧仙桃而下。《山海經》西王

母梯幾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靑鳥爲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之墟。

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是亦奇形怪狀，未

聞有仙桃瑤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盻之態，而世乃繪圖以祝人壽者，本於甘泉賦

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之句。涇州回山有王母宮，陶穀撰紀欲躋之祀典流傳，至

今遂爲勝事也。378 

 

    西王母從一個刑罰凶神變化而成為一位雍容高貴的長壽女神，正體現出人們

對生活品質和生命延壽的追求，嚮往蓬萊仙境、崑崙神話和不死藥，期望得長生

不老。 

 

乙、  彭祖注重養生致壽 

 

至於神話傳說中的彭祖，亦是世人所津津樂道的壽星翁。彭祖主要是懂得養

生致壽，最後得道，活到八百歲高齡，才昇仙。彭祖的神奇傳說可見先秦典籍，

如春秋道家人物莊子以神話寓言所著作的《莊子》、宣揚道教神仙信仰的《列仙

傳》、東晉干寶撰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的《搜神記》、晉朝葛洪的《神仙傳》以

及道教經典裡都有記錄彭祖的事跡。據《列仙傳》記載： 

 

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鏗。帝顓項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

壽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

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地即有虎跡雲。後升仙而去。379 

 

據傳彭祖世壽原來只有二十歲，因在田邊耕種時，見到八位穿白衣服者經

過，恐怕犛牛濺汙他們的白衣服，便把牛牽住讓路，這八位穿白衣服者原是仙人，

                                                 
377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清〕李調元撰．姚東升撰輯，《神考．

釋神》，排印本，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32。 
378

 〔清〕褚人穫撰，《堅瓠集．西王母考》秘集卷六，清康熙刻本，頁 866。 
379

 邱鶴亭註譯，《列仙傳今譯．神仙傳今譯》《神仙傳．彭祖》卷一，陝西省：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6，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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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彭祖的行為感動，便各贈彭祖一百歲，加上本來的二十歲，總共是活了八百

二十歲。
380
《史記》記載，堯帝封賜彭祖於大彭，大彭國成為夏、商時期的方國。

彭祖受封便把籛鏗改為彭祖，今日的徐州則是彭祖受封的地方，成為彭祖文化發

源地。2008 年 10 月 12 日第八屆彭氏宗親聯誼大會祭祖大典就在檳榔嶼的彭氏

聯宗會新置會所舉行，從福建泉州請來的彭祖樟木雕像就安奉在會所內供奉。檳

榔嶼的彭氏宗親分別來自廣西、廣東、福建等籍貫，都聚首一起聯誼和參加祭典

儀式。檳榔嶼寺廟也都有供奉彭祖為長壽之神。 

 

    彭祖是世俗崇拜的偶像，一直是以凡人的身份活在世間，所吃的食物都是平

常人都可以吃到的，而非晨飲露珠，日食眾芳以為糧，只因機緣巧遇才獲得仙人

賜壽，才能成為老壽星。所以彭祖除了受仙人恩寵之外，他在食物方面也應該是

嚴挑細選，才能養生，且因為他是人不是神，一直活到八百歲才逝世。因此後人

對於他的長壽秘訣極感與趣，認為他才是人間長壽王。 

 

〔元〕路洪希文撰，《續軒渠集》曰： 

 

荘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夀

考之所好，春食朝霞日始赤黃氣，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秋食淪隂日沒後赤黃

氣，冬食沆瀣北方夜半氣並天地玄黃，是為六氣。381 

 

    彭祖平常注重頤養六氣，一年四季皆如故，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

保持身體的新陳代謝，健康無恙，自然長壽。 

 

丙、 長壽麻姑獻瑞 

 

道教典籍最早記載麻姑事跡，把麻姑納入道教神仙譜系之中。宋人李昉的《太

平廣記．麻姑》卷六十五仙女中就記載了東晉．葛洪《神仙傳．麻姑傳》的傳說，

東海人王遠，字方平，舉孝廉，當上中散太夫，精通『天文圖韱河洛之要』，後

棄官入山修道成仙：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教其屍解，復遺人召麻姑相

問。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於頂中作髻，餘髮散

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字，皆世所無有也。麻姑入

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廚，皆金玉杯盤無限也。餚膳多是諸花

果，而香氣達於內外。擗脯行之，如松柏炙，雲是麟脯也。麻姑自說：『接待

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又淺於往昔，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

                                                 
380

 參閱林進源主編，《臺灣民間信仰神明大圖鑑》，臺北市：進源書局，2007.4，再版，頁 292。 

381
 〔元〕洪希文撰，《續軒渠集》卷五七言律詩上，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

庫全書本，頁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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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旭言每中復揚塵也。』又說『麻姑鳥爪。』蔡經

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忽，即

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著

經背，亦不見有持鞭者。……宴畢，方平、麻姑命駕，升天而去，蕭鼓、道從

如初焉。382 

 

麻姑模樣漂亮美麗，又會仙術丹方，卻只有其「手爪似鳥」長得較奇特。麻

姑自謂「已見東海三次變為桑田」，「再見蓬萊之水更淺於往昔」，可見麻姑是

個女壽仙。其信仰在檳榔嶼亦算普遍，新春年節中，麻姑獻壽圖是民俗年畫中重

要的題材之一，所以檳榔嶼的華人家庭都會不免俗地掛一幅麻姑獻壽圖像，以求

吉利。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 》卷二百三十二引《續文獻通考》傳麻姑與方平

本為兄妹關係，漢桓帝時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卷二百三十七亦引《登州府志》

指麻姑為北朝十六國後趙時期一位殘暴將軍麻秋的女兒，或為建昌人，修道於牟

州東南姑餘山，政和中封真人；卷二百七十則引《太平清話》說，麻姑姓黎，字

瓊仙，是唐代宮廷釋放出來的宮人。種種典籍的記載對麻姑的描述雖各有異，但

絕不影響民間對麻姑長壽不老的崇敬。 

 

（三） 檳榔嶼佛教壽神信仰 

 

甲、  長壽三佛賜福智長壽 

 

(1)  無量壽佛壽命無量 

   

除了民間宗教信仰的壽神之外，佛教也有長壽之神。藏密佛教尊奉的三尊長

壽佛為無量壽佛、白度母和尊勝佛母，是最為常見的一組長壽神像。最為民眾所

熟悉的無量壽佛即阿彌陀佛，為西方極樂世界的教主，藏密的《胎藏曼陀羅大鈔》

則稱之為甘露王，認為此佛「服甘露不老不死，故名無量壽矣。」無量壽佛，威

神光明，最尊第一。祂光明無限，故壽命也無限，代表著福智和長壽。 

 

    無量壽佛(梵 Amitāyus)，即阿彌陀佛(梵 Amitā-buddha)。密教以阿彌陀佛之

應化身為為無量光佛(梵 Amitābha)。「無量」，是指空間、時間、數量上的無限，

即言不可計量之意。《法華義疏》卷十： 

 

    六情不能量，故名無量；又不墮三世，名為無量；又言無空、有之量，故

稱無量。383 

                                                 
382

 〔宋〕李昉撰，《太平廣記》卷六十女仙五，民國景明嘉靖談愷刻本，頁 232。 
383

 參考《攝大乘論》卷八、《勝鬘經寶窟卷》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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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無量壽經》卷上記載，久遠的年代，自在王佛住世時，有一位國王發無

上道心，捨了王位出家，名為法藏比丘，跟隨自在王佛修行，歷經五劫之思慮而

發殊勝之四十八願。384此後，不斷積聚功德，而於距今十劫之前，願行圓滿，號

阿彌陀佛，成為西方淨土門之主，能接引念佛人往極樂的西方淨土，故又稱接引

佛。佛語阿難： 

 

      無量壽，壽命長久，不可稱計。又有無數聲聞之眾，神智洞達，威力自在，

能於掌中持一切世界。385
 

 

     佛教於西元前六世紀誕生於印度，西漢時期傳入中國，與中國固有的儒、 

道文化產生多次的衝突和融合，最後逐漸形成佛、道、儒三家文化相互融通的文 

化格局。無量壽佛的思想對華人社會群眾影響深遠，使得傳統文化變得更加豐富 

多采。 

 

(2)  白度母救拔八難 

 

    長壽菩蕯白度母，在雙身像和曼荼羅中，佛母現身為男本尊的配偶「明妃」

（vidyā-rājñ），為破愚闇之智慧光明，現溫柔、善良，智慧相，具有懷柔之功德，

能攝受眾生，救苦救難，濟度眾生。佛母梵名「多羅」（Tārā），故又稱多羅菩蕯，

或多羅觀音，為觀世音菩蕯之化身。多羅菩蕯的西藏名 Sgrol-ma，意為救度母，

而梵名 Tārā，意譯為眼睛或瞳子。 

 

白度母廣渡眾生，據傳能救八難，即由獅子、大象、蟒蛇、水害、水災、盜

賊、非人（夜叉、惡鬼等）、鐐銬等災難，為世人增長福壽。386
 祂的面、手、腳

共有七隻眼睛，故又稱為七眼佛母。 

 

    據《大方廣曼殊室利經觀自在菩蕯授記品》載： 

       

       觀自在菩蕯入普光明多羅三昧，以三昧力，由眼中放大光明，多羅菩蕯

即由光明中而生。387 

 

    在密宗造像中，白度母一頭二臂，頭戴五佛冠，髮烏黑，三分份之二挽成頂

髻盤，三份之一分成兩綹披肩，右手作接引印置於膝上，代表佈施和平與八正道、

圓滿覺悟之意； 左手當胸以三寶印，象徵救拔八難之苦，手上撚一支烏巴拉花，

                                                 
384

 文軍著，《無量壽佛經．序》，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8，頁 2。 
385

 文軍著，《白話無量壽經．法藏因地第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8，頁 5-6。 
385

 文軍著，《白話無量壽經》，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8，頁 20。 
386

 參考馬書田、馬書俠著，《全像福壽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10，第一版，頁 136-147。 
387

 見《佛光大辭典》第三冊，多羅菩蕯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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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三朵，分別半開、含苞、盛開，是表佛、法、僧三寶之意。388  

 

    白度母的真言密咒：嗡 達列 都達列 班雜 阿優 刻 娑哈 

 

(3)  尊勝佛母除煩消障 

 

尊勝佛母，全稱為頂髻尊勝佛母、佛頂尊勝佛母。佛頂，意譯髻、頂髻、肉

髻相、無見頂相，為佛三十二相之一。佛之頂相乃常人所無法見到之殊勝相，必

須具有最上、最勝的無量功德，才能感召。 

  

佛頂尊勝佛母的形象為三面八臂，乃是一位慈悲救世的天女，能淨切惡道、

消除罪障，為人增長壽命、往生極樂之功德。密宗認為，供奉佛頂尊勝佛母並持

誦其真言，可得長壽。佛母正面是白色臉，表示平息災障；右邊是黃色臉，表示

諸法增益；左邊藍色臉，表示降伏之法。389
 

 

尊勝佛母的長壽法門很少見於長壽灌頂法會，而是一種私人性質委託專業法

師主持的祛病儀式。由於尊勝法母可以同時為修持者及其師尊、家庭、親友及依

附者同時加持，故尊勝佛母千供法會比較受到富有大家庭的歡迎。 

 

據《尊勝佛頂修瑜伽本尊真言品》記載，持誦尊勝佛母心咒，能利益無邊

眾生，減滅一切重罪，得眾生愛敬，也能增長壽。 

 

尊勝佛母心咒：阿密栗都 都婆 娑婆訶 

 

藏密所尊奉的長壽三尊極受藏蒙信徒崇拜，信奉藏密的華人信徒亦認為一起

供奉三尊佛像是福壽吉祥的象徵。三壽佛以無量壽佛居中，長壽菩蕯白度母居

左，尊勝佛母居右，以長壽和健康作為祂們的主要職能，因此獲得尊崇。 

 

乙、 吉祥長壽五佛母佑康壽 

 

祥壽五佛母，或稱祥壽五天母，即祥壽佛母紮西次仁瑪（Tashi Tseringma）、

翠顏佛母婷吉希桑瑪(Ting gyi Shal Zangma)、彗貞佛母米玉洛桑瑪(Miyo 

Lozangma)、冠詠佛母決班震桑瑪(Chopen Drinzangma)和施仁佛母達嘎卓桑瑪

(Tekar Drozangma)，為藏密著名護法空行母。俗稱為長壽五姊妹、長壽五仙女，

雪山五長壽女神，為蓮師五智慧空行母，亦是大成就者密勒日巴(Milarepa)的五

位秘密空行母。祥壽五佛母均慈眉善目，為舞蹈身姿，著白絲衣，身上飾以各種

珍寶瓔珞、耳環、鐲釵，並且配置不同坐騎，惟職能皆相同，能夠護佑善信趨凶

                                                 
388

 隱塵著，《西藏唐卡：探索藏傳佛教歷史》，臺北縣中和市：羚羊文化，2005.11，初版，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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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塵著，《西藏唐卡：探索藏傳佛教歷史》，臺北縣中和市：羚羊文化，2005.11，初版，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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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獲得康壽。 

 

根據藏族間傳說，喜馬拉雅山以珠穆郎瑪峰為首的五座山峰，就是雪山五長

壽女神，其中翠顏佛母是珠穆朗瑪峰的主神，故珠峰曾被稱為「翠妃雪峰」。五

長壽女神在卡熱桑瓦遇到蓮花生大師，想藉神通制服大師，結果反被手師以神力

手印壓伏於掌下，因此誓願永遠守護佛法。390檳榔嶼以佛教寺廟居多，各種神明

的傳說撫慰著當地華人的心靈，成為信眾們的精神寄託中心，最為民眾耳熟能

詳，並且認為最具靈驗效能和功益性的神祇，無論是來自緬甸寺廟、泰國寺廟、

印度寺廟、道觀、佛寺、禪寺、一般綜合型廟宇中的各類福、祿、壽、喜、財神

明等等，一直以來都受到民眾虔誠的尊奉，在民間香火不斷。 

 

二、 檳榔嶼壽神信仰類型 

 

民間所尊崇的壽神結合了福和祿兩位神祇的特徵，並且將福祿壽三位神明的

形象視為三位一體。如果只求延壽者，多是身體虛弱、長期多病、罹患難治的惡

疾或是嚴重傷患，性命危在旦外者。檳榔嶼多數信眾供奉祭祀的民間壽神大致上

列表如下： 

 

民間壽神信仰類型 

 

類型 功能性 形象 傳說／由來 

星宿    

角、亢星宿 主長壽 二十八宿中東方

蒼龍七宿中的第

一宿和第二宿。

星座明亮光耀 

〔南北朝〕庾季才《靈臺秘苑》卷三：「角

亢，壽星之次。」
391

 

《靈臺秘苑》：「亢宿距南第二星去極九十

六度明大則民無疾臣納忠天下安暗則政

弱。」「角宿距極去九十七度半，係南星，

星明太平，㣲小不明，王道失政動搖。」
392 

                                                 
390

 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財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2009.6，二版，頁 123-126。 
391

 〔南北朝〕庾季才撰，《靈臺秘苑》卷三，清文淵略四庫全書本，頁 13。 
392

 〔南北朝〕庾季才撰，《靈臺秘苑》卷十一東方七宿，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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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星 

或稱南極星， 

又稱南極仙

翁、南極老

人、長生大

帝。 

主長壽 老人星擬人化之

後的形象是廣額

白鬚、髮短耳

長、面容紅潤，

坐騎為白鹿或白

鶴，持拐杖，捧

仙桃。 

《事類備要》：「事類弧南狼北國，在辰，

夢拜壽星，議饗壽星。」
393

 

〔西漢〕司馬遷《史記．天官書》：「有大

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

起。」394  

《文獻通考》：「宋中興天文志：『南極老

人在弧矢，南司天下人民壽算。』」
395

 

道教壽神體系    

南斗星君396 主長壽 穿著紅袍、外貌

俊美。 

 

《唐開元占經》：「黃帝占曰：南斗一名鈇

鉞；春秋佐助期曰：南斗主爵祿，神名帙

瞻。……甘氏曰：南斗天子夀命之期也，

故曰將有天下之事占於南斗也。」397
 

《天元玉曆祥異賦》：「晉書曰：南斗為天

廟丞相大宰之位，倉白雲入，多風，赤雲

入，兵起。」398
 

南斗星君和北斗星君為道教所供奉的重

要天神，南斗掌管南斗六星，司理世人的

壽命長短。 

西王母 

俗稱王母娘

娘、王母、金

母、阿母、瑤

池金母、龜山

金母、龜臺金

母、西池金

母、瑤池老

母、仙母等 

主長壽 身著黃錦祫襡，

文采鮮明，光儀

淑穆。帶靈飛，

腰分頭之劍。頭

上大華結，戴太

真晨嬰，履元瓊

鳳文之舄。 

道教尊稱為九靈太妙龜山金母、太氣九光

龜臺金母元君。其形象與神格經歷兩次大

進化，出現三種不同的形象： 

《山海經。西次三經》：「西王母其狀如

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

之厲及五殘。」郭璞雲：「主知災厲五刑

殘殺之氣也。」
399

 

先秦《穆天子傳》，周穆王與西王母酬酢

賦詩，饋贈流連，是一位天姿掩藹，容顏

絕世的女神形象。 

東晉葛洪《枕中書》指元始天尊與大元聖

                                                 
393〔宋〕謝維新編，《事類備要．天文問．壽星 南極老人星》前集卷二，清文淵閣四庫書本，頁

15。「老人一星在──，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日見於丙。春分之夕，沒于丁晉志。──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星，每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之時候於南郊。」 
394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天官書》卷二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339。 
395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象緯考二》卷二百七十九，清浙江書局本，頁 4403。 
396

 南斗星君：原為天府星。後為道教所羅列，稱為南斗星君，管轄南斗六星。民間傳說南斗六

星的尊號為：「天府」司命上相鎮國真君、「天相」司祿上相鎮嶽真君、「天梁」延壽保命真君、「天

同」益算保生真君、天樞度厄「文昌」煉魂真君、「天機街上生監簿大理真君。《星經》：「南斗六

星，主天子壽命，亦主宰相爵祿之位。」 
397

 〔唐〕瞿曇悉達撰，《唐開元占經》卷六十一北方七宿占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358。 
398

 〔明〕佚名撰，《天元玉曆祥異賦》〈雲氣入鬥宿一名南斗星占〉，舊鈔本，頁 56。 
399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山經柬釋卷二》，臺北市：裡仁書局，1995，初版，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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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扶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又生九光

元女。號曰太真西王母，所治群仙無量

也。漢．劉安《淮南子．覽冥訓》以及漢

代成書的《漢武帝內傳》所敘述的西王

母，擁有不死藥與壽桃，成了與天地同壽

的長壽神。 

彭祖 主長壽 慈眉善眼，前額

寬廣，美髯垂

胸，手持鳥頭長

拐象徵長壽，道

風仙骨。 

《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也。姓

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

歴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

導引行氣。」400
 

《雲笈七籤》：「彭祖者，殷大夫。歷夏至

商比年七百，常食桂得道導引法，云：導

引除百病延年益壽要術也。」
401
 

《萬姓統譜》：「彭祖，彭姓也，陸終

氏之子，支孫氏焉。」402
 

麻姑 主長壽 仙女模樣，或騰

雲，伴以祥鶴；

或騎鹿，伴以青

松； 或直身持盤

作貢獻狀，盤中

盛以仙桃、美

酒、佛手等吉祥

象徵物。 

據《神仙傳》記載，麻姑為道教神人物，

修道於牟州東南姑餘山。 

佛教壽神體系    

無量壽佛 

即阿彌陀佛 

主延壽、

福、樂 

紅色身，頭戴天

冠，身著五彩天

衣，雙手結禪，

托寶瓶，結跏趺

坐在蓮花座

上，法座後背景

為極樂世界，上

界間有五色光

環，內中各有無

量壽佛三尊，下

界佛塔，拱門處

西藏密教視阿彌陀佛為無量光、無量壽二

佛。無量光佛主智慧，無量壽佛主延壽福

樂。《無量壽經》卷上有言：「無量壽佛，

威神光明，最尊第一。」據《般舟三昧經》

卷上所載，阿彌陀佛有三十二相，光明徹

照，端正無比。光中極尊，佛中之王。如

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403 

                                                 
400

 〔漢〕劉向撰，《列仙傳》卷上，明正統道藏本，頁 4。 
401

 〔宋〕張君房撰，《雲笈七籤》雲笈七籖卷之三十四仕四，四部叢刊景明正統道藏本，頁 324。 
402

 〔明〕淩迪知撰，《萬姓統譜》卷一百三十，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087。 
403

 參考《佛光大辭典》第六冊，頁 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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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量壽佛之

身顯現，以其化

身無量，遍滿空

虛。 

白度母 

全稱為聖救度

佛母， 

又稱救度母，

多羅母， 

多羅菩蕯。 

消除疾病畏

懼和痛苦，

增長福壽。 

面部有三眼，雙

手和雙足又各生

一眼。 

Tārā意譯為「眼」。據《度母本源經》載，

觀世音菩薩在無量劫前，利益眾生，濟度

眾生，脫離生死輪回。一天，觀世音菩薩

用其聖眼，觀察六道眾生，發現眾生仍受

苦難，雙眼流出淚水，化出 21 尊不同顏

色的度母，與觀世音菩蕯共渡脫無量眾生

之事業。
404

 

尊勝佛母，全

稱為頂髻尊勝

佛母， 

增壽添福德 單身坐勢，三面

八臂。三面：正

臉白色，有三

目，平視，口微，

雙身垂肩，戴耳

環，頭梳高髻，

戴花冠；左臉藍

色，現忿怒相，

三目圓睜，眉毛

倒豎，張嘴怒

吼，雅齒外露，

頭戴圓環，上有

火焰飾物；右臉

黃色，現慈祥

相，三目微閉，

下視，雙唇緊

閉，頭飾同左

臉。八臂：兩主

臂在胸前，右手

執羯摩杵，左手

結威懾印，執金

剛索；第二右手

持蓮花莖，花心

上有阿彌，左手

結無畏印；第三

與無量壽佛和白度母合稱為長壽三尊。 

藏密佛經言：「尊勝佛母是一尊救苦度難

的女性菩蕯，修其法門，能增壽命，長福

慧，消業障，除凶災。」406 

                                                 
404

 馬書田、馬書俠著，《全像福壽財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10，第 1 版，頁 136-137。 
406

 隱塵著，《西藏唐卡：探索藏傳佛教歷史》，臺北縣中和市：羚羊文化，2005.11，初版一刷，

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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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持箭，左手

拿弓；第四右手

結施願印，左手

結，上托甘露寶

瓶，瓶口有一朵

盛的鮮花。足結

金跏趺坐，身著

天絹衣裙，眾寶

莊嚴。
405

 

祥壽五佛母 主福壽、先

知、衣田、

財富和牲

畜。 

祥壽五佛母以各

自顏色的法相和

各種法器示現： 

祥壽佛母：身白

色，慈眉善目，

一面二臂，右手

高舉金剛杵，左

手蜇一長壽寶

瓶，飾以各種珍

寶瓔、耳環、鐲

釵。座下騎一雪

白頭綠鬃獅。 

慧貞佛母：身黃

色，慈眉善目，

一面二臂，右手

施敬奉寶物手

印，左手捧一裝

滿糧食的珍寶

盤，飾以各種珍

寶瓔、耳環、鐲

釵。座下騎一猛

虎。 

冠詠佛母：身紅

色，慈眉善目，

一面二臂，右手

持一寶匣，左手

握一寶珠，飾以

各種珍寶瓔、耳

為蓮花生大師五智慧空行母、大成就者米

拉日巴的五位空行母、西藏密宗五護法空

行母。祥壽五佛母及她們所代表的珠穆朗

瑪峰地區的五座神神是藏地主要草藥採

集區。根據藏文祀文獻所載，五位長壽女

神所居之處，有清澈的山泉、湖泊與瀑

布，遍地花草和大片森林，鳥獸可自由在

空中盤旋和在林間遊蕩，與世俗完全隔

絕。
407

 

                                                 
405

 參考呂鐵鋼主編《藏密修法秘典》卷二〈佛頂尊勝佛母念誦略軌〉，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407

  馬書田、馬書俠著，《全像福壽財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10，頁 14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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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鐲釵。座下

騎一鹿。 

翠顏佛母：身藍

色，慈眉善目，

一面二臂，右手

持一面鏡子，左

手持一飾有旗幡

的長棍，飾以各

種珍寶瓔、耳

環、鐲釵。座下

騎一頭野驢。 

施仁佛母：身綠

色，慈眉善目，

一面二臂，右手

持一捆草，左手

持一條盤繞的

蛇，飾以各種珍

寶瓔、耳環、鐲

釵。座下騎綠松

石色青龍。 

 

                                                        (附表：01-03) 

 

（一） 檳榔嶼壽神信仰 

  

〔漢〕班固撰，《白虎通德論》曰：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408 

 

「壽」在《說文》中被解釋為「久也」，就是指人的生命年歲可以活得長久

有壽。在祝頌語辭中，常稱「松柏長青」、「如旭日東升」、「如月盈之恆」、「壽比

南山」；在祝壽的活動上，滿耳都是壽酒、壽筵、壽慶，被祝福的耆老一定就是

壽星翁或是壽星婆。人之壽是非常可貴的為五星之先。 

 

從天上星宿信仰來看，越是光明閃耀的星宿越是主壽，比喻壽命之長有如光

明閃亮的星辰。世上百歲之人為人年之正數，故人在世上活得越久，越表示生長

在太平盛世，生活富足，才能頤養天年。 

 

                                                 
408

 〔漢〕班固撰，《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徳論卷第八，四部叢刊景元大德覆宋監本，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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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一生勞碌奔波，也只為了在退休之役能養老、終老，享受天年，因此祈

求壽長，才能享受世俗生活的樂趣。 

 

檳榔嶼華人在平常也都會在各壽神神誕日到寺廟奉祭敬香，祈求如願。在新

春節日裡總會大事鋪張，在家裡擺上福、祿．壽三吉神像，廳堂牆壁上也要掛上

百事如意圖、麻姑獻壽畫、壽天白鹿圖、群仙祝壽圖等等，取其吉祥如意，福壽

延綿之兆。藏密教唐卡的流行，也為春節進行了宗教文化多元的彙集和融和現象。 

 

檳榔嶼宗教繁雜，有佛教、道教、治儒釋道於一爐的真空教、緬甸的小乘佛

教，暹羅佛教、藏傳佛教、禪宗、淡米爾教、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不拜

偶像的伊斯蘭教等等，各種神佛觀念都在民間根深蒂固地成長，在相互相容相斥

之下，華人都以其靈驗功能作為前提，有神有拜有保佑的心理，為自己的命軍一

直作最好的改變。 

 

三、 喜：吉祥喜神象徵福祿壽 

 

追溯喜神的淵源應與《山海經．中次三經》中所描述的略帶點關係。： 

 

吉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而虎尾，是好居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神

動天地氣也。 

 

郭璞解釋：「吉猶善也。」409而《呂氏春秋．音初》也有類似記載泰逢能興雲雨：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

或曰后來見良日也 ，之子是必大吉。410
 

 

宋人徐元杰在〈曹子至父喜神賛〉云： 

 

肖天地形元只這箇，得我同有要你什麽，本來面目冷眼看破，動動靜靜非

爾非我，相對長春燥濕水火，爾我俱融無可不可。  行状411 

 

這說明了喜神沒有神形可辨，在農曆新年要迎接喜神時，只能依靠曆書按天

干地支和八卦來辨定其方位，設祭供奉求喜。翻閱曆書查明喜神於何日何時辰位

居那一方，屆時，信眾就會在家門口或到寺廟舉行迎神祭祀儀式，按喜神所居方

位膜拜迎接。古老的民間農事風俗活動，就是在迎接喜神的日子為神牛披紅，以

鼓樂相送，並由司牛官鳴鞭，謂之「鞭春」，祈求人畜兩旺，五穀豐登。 

                                                 
409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臺權版二刷，頁 128。 
410

  〔秦〕呂不韋撰，《呂氏春秋．音初》，呂氏春秋第六卷季夏紀第六，四部叢刊景明刊本，頁

41。 
411

 〔宋〕徐元杰撰，《楳野集》卷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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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春」，又謂之「打春」，即鞭土牛，土牛就是用來犂田的水牛。這是在立

春舉行的活動。宋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記載立春節前一天，開封府進春牛

入禁中鞭春。在中國東北地方，則用秫秸、彩紙紥成春牛，拂曉前由村莊一長者

帶隊，男抬春牛，女用綢縀結成春花戴頭上，孩子們則拿著各式風爭，隨隊走向

田野，天浮白後，即由帶隊長者手執春鞭打春牛，口唸頌詞： 

  

 一打風調雨順，二打地肥土暄，三打三陽開泰，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榖

豐登，六打六合同春。412 

 

 鞭打完畢，再抬著春牛沿地壟慢慢往前移動一段路程後，將春牛放到地

上，拿起鎬頭向正南方的農祥星方位奮臂刨土，以示該年農事活動已開始，隨後

將春牛焚化。庶民雜相堵觀。  

 

檳榔嶼並沒有鞭春牛的習俗，因為隨著科技發達而走向工業化貿易區，但民

間在慶祝新年春節時都會利用假期在新年期間好好養精蓄銳。未婚青年男女也會

乘此佳節到向掌管婚姻的喜神祈求良緣。檳榔嶼寺廟裡掌管婚姻的喜神，包括了

千里姻緣一線牽的月下老人；保佑家庭幸福平安的吉祥神萬回；婚姻和睦同心、

合好相諧的和合二仙。 

 

（一）   喜鵲與喜蛛寓意吉祥 

 

甲、  人有喜徵則鵲鳴 

 

除了人格神化之外，鳥類也具有喜神的本質和功能，自古以來喜鵲便有嘉瑞

之譽，喜鵲喜歡與人為鄰，民間視之為吉祥鳥，俗語常言：「聽得喜鵲門前叫，

家中必有喜事到」。喜鵲警覺性高，遇到危險，負責守望的喜鵲就會即刻昂首啼

鳴，然後結伴飛走，因此，被人民視為具有先知先覺的預測功能。在信奉蕯滿教

的滿族人都相信喜鵲具有溝通人神的能力，可以為人神互遞信息，而且是滿族漁

獵人民的警哨，在遇到危險時能高聲鳴叫，起了預警作用，因此，被賦予護佑漁

民和狩獵人免受災殃的神聖職能。 

 

宋代作者徐集孫的一首七絕〈喜鵲寺〉就道出了喜鵲善於觀察環境，一遇到

風吹草動，就會作出警覺性的反應： 

  

自後非無禪可問，多因險處怕人窺。413 

 

                                                 
412

 鄭傳寅、張健主編，《中國民俗辭典》，香港：商務、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87.8，第 1

版，頁鄉 230-231。 
413

 〔宋〕陳思編，《兩宋名賢小集》卷二百九十九竹所吟稿，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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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夢見喜鵲，是有晋爵蟬冠的意象，或是白晝就聞喜鵲門前叫，這是令人

最感喜悅的事情。晚唐女詩人魚玄機有一首七絕〈迎李近仁員外〉： 

 

今日喜時聞喜鵲，昨宵燈下拜燈花； 

焚香出户迎潘岳，不羡牽牛織女家。414 

 

詩中道出了民間習俗的喜兆，一是喜鵲報喜，二是燈花結子，盼得情人來相

聚更是喜上加喜。 

 

昔時賢文有云：「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時莫強求。」《西京雜記》就記載

了一段非天命不可取的對話：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

之曰：有之。夫目瞤得酒食，燈火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小旣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瞤則呪之火則拜之，乾鵲噪則餧之，蜘蛛集則放之，況

天下大寳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爲信，應人

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415 

 

滿族神話傳說流行一則神鵲銜朱果的故事，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說

天降三位姊妹仙女，在長白山東北布庫里山下的布爾瑚里湖泊沐浴，大姊恩古

倫，二姊正古倫，小妹佛古倫沐浴後上岸時，一隻神鵲銜了一顆朱果放在佛古倫

的衣服上，佛古倫在穿衣服時，順手把朱果含在口內，卻意外溜進腹中，結果懷

孕了。不久，生下一子，就是清朝皇帝的始祖愛新覺羅．布庫哩雍順。416漢人的

愛情神話故事中一年一度淒美的牛郎織女鵲橋相會，喜鵲還成了兩性結合的媒

介，同時滿族神話傳說，相傳喜鵲是造福者，為人類來穀種，使人類生產生活起

了重大改變，同時也是滿族皇帝或英雄人物的拯救者，使他們脫困，從而豐富了

喜鵲在滿族民間神話傳說中的神性形象，被敬為喜神。  

 

乙、  喜蛛寓意百事喜 

 

昆蟲類的蜘蛛，身體小足細長，俗呼為蟢子。「蟢」與「喜」諧音，蜘蛛就

稱為「喜蛛」，結網捕捉細小蚊蟲類。蜘蛛也叫長跂、蠨蛸。 

 

蠨蛸，小䵹鼄長脚者，俗呼為喜子。陸璣疏云：蠨蛸，長踦，一名長脚。

                                                 
414

 〔五代〕韋糓撰，《才調集》卷十古律雜歌詩一百首，四部叢刊景清錢曾述古堂景宋鈔本，頁

110。 
415

 〔晋〕葛洪撰，《西京雜記》卷三，四部叢刊景明嘉靖本，頁 10。 
416

 殷偉、殷斐然編著，《中國喜文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2，頁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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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417 

 

從漢代開始，蜘蛛就成為民間習俗所流行的喜從天降。晉．葛洪《西京雜記》

記載：「夫目瞤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午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顯然見到蜘蛛聚集是一個喜兆，諸事皆會順心順意，大吉大利。 

 

傳說在白晝看到蜘蛛，表示人有喜樂之瑞，《酉陽雜俎》有一則故事描述主

人翁鄭絪見到蟢子後，果真有喜兆出現： 

 

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絶，乃移於安仁西門宅

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

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絶，翌日拜相。 
418

 

 

唐人張鷟的《朝野僉載》記載，唐睿宗景雲二年（712）八月的一個早晨，

鴻臚寺丞張文成忽然發現有一隻大蜘蛛從門樑上的一張蜘蛛網上懸空往下垂，恰

好就縣吊在眼前，他不禁歡呼：「喜從天降！喜從天降！」果然，唐高祖的舊居

院內有棵柿樹，枯而復活，唐睿宗視為祥瑞，頒詔大赦天下，百官進爵，張文成

依加官，其子張不宰適蔭補之齡，也被授博野縣尉，令人羡慕。 

 

《事類備要》針對蜘蛛類型而言： 

 

      蜘蛛大腹深灰色，多於空中作圓網，然亦數種在地布網者名土蜘蛛，網 

絡羃草上者名草蜘蛛。長踦者名蠨蛸，小而長脚者名蟢子，能於空中作懸網状。

如魚罾者亦名䖦蟱，然有赤斑者、有五色者、有大身上有刺毛者、有薄小者惟

在屋西面有網，身長凥大腹内有蒼黄膿者，為真其大者身徑數寸而踦長數倍， 

其網羅竹栢盡死。419 

 

換言之，不是凡看到蜘蛛就是吉兆，而是得看到沿絲線懸吊著的長腳小蜘

蛛才是有喜事降臨，因為身形小，所以都可以沿著絲線掉落到人的衣服上。如

果是大蜘蛛，得提防是含有劇毒的毒蜘蛛，避之則吉為上計。 

 

四、 檳榔嶼迎喜神的習俗 

 

檳榔嶼的廣東籍華人對「輸」、「書」諧音都很禁忌，尤其在新春年節期間，

更是噤聲不談書，並且一貫將皇曆或曆書，又稱為通書或農民曆，一律稱作「通

勝」，取其好兆頭，期望在買馬票、六合彩、多多博彩、賭字花、千字票、萬字

                                                 
417

 〔宋〕羅願撰，《爾雅翼》，卷二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77。 
418

 〔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唐段少卿酉陽雜爼前集卷之四，四部叢刊景明本，頁 27。 
419

 〔宋〕謝維新《事類備要》別集卷九十四蟲豸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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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上馬場賭馬、到朋友家中聚賭或者上首都吉隆坡雲頂高原的賭場賭博都能一

本萬利，過五關斬六將，大殺四方，通勝到底。甚至因利乘便，乾脆把「通勝」

掛到住宅顯眼的角落，一年更新一本。其他籍貫的華人自然耳濡目染，在新年期

間也絕口不談「書」，而且選擇穿著適合自己顏色的服飾和配帶吉祥物件才出門

賀年，連家裡買的新年飲料都要精挑細選取名吉利和洋溢著喜氣的牌子，如百事

可樂(Pepsi-cola)、七喜(7 up)、可口可樂(Coca-cola)、山吉士(Sunkist)等等，希望

在新的一年裡有個嶄新的展望和豐盛的收益。 

 

春節正月初一迎接喜神的時辰，民間信仰者都按「通勝」上的指示或報刊上

的報導，在某個時辰往某方向迎神，就會迎接得好運到。民眾在迎接喜神時，都

會換上新衣，打扮得衣冠整齊，耐心等候良辰吉時的來臨，神聖的時刻一到，大

家便不約而同急忙走出大門，朝神聖的空間和吉利的方位走去，心中虔誠地默念

著當值喜神的名號，並且許願祈求。一路上抬頭仰望，充滿「出門見喜」、「抬頭

見喜」的吉祥象徵意義，然後再一路趕往寺廟點燃三柱清香，面向喜神到來的方

向跪拜，虔誠禱告，希望在新的一年裡喜事連連，萬事勝意，福壽康寧。有些華

人家庭除了到寺廟中拜喜神，也在家中設案擺上供品迎喜神，燒香點燭焚金紙，

以茶酒酹地，通宵達旦燈火通明，將喜神迎進家裡來，祈求全年吉利，家裡氣氛

熱鬧，雖然喜神無形象，但是喜自心崁洋溢出來，那種無法言喻的澎湃心情，就

是喜氣的象徵。 

 

第五節    檳榔嶼春節祈富求財習俗 

 

  檳榔嶼的華人相沿成俗的春節活動中，以春節祈富求財顯得最為熱鬧，尤其

是迎接財神時徹夜不眠，由心理支配著理想而產生對未來大富大貴的幻想，就等

待著良辰吉時迎接財神進家門的那一刻。 

 

  檳榔嶼各族人士都瞭解華人對於吉慶賀喜迎接財神的心理，因此，在春節期

間，負責打掃社區公寓住宅或是組屋區的印、巫籍工友，跟著垃圾車沿區清理垃

圾的工友，打掃街道的清潔工友，甚至是無業游民，也都會特別自動沿街逐戶上

門向住屋主人連聲祝賀：「恭禧發財！恭禧發財！Gong Xi Fa Chai！Gong Xi Fa 

Chai！」或是用廣東話祝頌：「Gong Xi Fatt Choy! Gong Xi Fatt Choy!」甚至福建

話也派上用場：「Keong Hee Huat Chai! Keong Hee Huat Chai!」，並且雙手還會不

斷作揖，直到主人翁掏出紅包發給一人一封，主人給得開心，工友收得愉快，。

由於上門道賀的印、巫籍工友為數不少，而且一年之中僅此一次，為了大眾同樂，

萬事如願，住屋主人通常都會預先象徵式包一些放在身邊，準備在愉快的新春佳

節裡，發個紅包同歡共樂，同時事主也利市發財共沾如願喜氣。這些工友就在華

人新春年節中，也算發了一筆小橫財，額外多了一些收入。他們對新年求財的渴

望其實和華人族群的心理是頗相類似的。華人新年對他們而言，也深具不同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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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 

 

  檳榔嶼各地寺廟的門前在新年春節期間都會突然增添了許多伸手將軍，男女

老少，各種膚色都有，有些甚至攜老帶幼全家出動，有者更是「輪流值班」，全

日夜守候「財神爺」入廟進香，準備在新春期間發一筆新年利市橫財，真是尉為

奇觀。華人去寺廟祭祀時都特別隨身用大皮包帶一大堆沉重的零錢，有求必應，

慷慨解囊施捨一分換得一份福報的心情，走進寺廟祈求神明賜財福，然後腳步輕

鬆、身無掛礙地走出來，彷彿脫胎換骨似的，信眾頗得其中精髓。《說文解字》

云：「財，人所寶也。」天下人熙來攘往還都不是為了追求財寶，「有了千田想萬

田，得了銀山想金山。」只為了擺脫窮神，迎富神，享受富裕人生！ 

 

一、 檳榔嶼財神的神話傳說與類型 

 

財神信仰是民間信仰中屬於群體神明形象的信仰，從古代開始，每一個朝代

的商賈都有不同的個體財神崇拜，民眾經歷了從現實生活中的需求，相沿成襲，

使到這項習俗成為一項鮮明財神信仰的社會特徵。根據〔東晉〕干寶《搜神記》

和〔五代〕王仁裕《玉堂閒話》的記載，其中就有言及「錢神」的崇拜，自古以

來，就掌握了「錢神論」的道理： 

 

錢神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

皆有。420 

 

一直到明代才轉化為財神信仰，而個體財神歷代繁衍，逐漸塑造出各司其職

的龐大財神團，為華夏子民掌管了天下財富，受到各行業界與各階層人士所普遍

膜拜的神祇和崇敬的對象。 

 

民眾在現實生活中殷切渴望獲得充裕財富來提升個人享受和滿足個人慾望

需求，因此除了人物形象的財神崇拜之外，也借助與得其他方面的靈來作為溝通

或交會，以期獲得財運亨通、金玉滿堂。人類長期的生活經驗與體會，累積了豐

富的神話、傳說和稗官野史或歷史故事敘述，民間就產生了普遍多元的財神信

仰。根據財神本源分類，就出現了人格神化財神、自然界星辰財神、土地財神、

水火財神、植物財神、動物財神、器物財神等等421，從人格財神信仰之中又劃分

出正財神、偏財神、文財神、武財神、小財神、童子財神、地方性財神等類型，

而一般民間廟宇所供奉的財神，主要都歸納於人格財神和自然界財神類型，分屬

道教神仙與佛教神佛菩薩的兩大體係。 

 

                                                 
420

 〔明〕楊慎撰《譯苑醍醐》卷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8。 
421

 臺灣省政府顧問簡榮聰，〈觀．臺灣 9〉「臺灣人發財實錄─尋找財神爺(一)」，2011.4.8，國立

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www.nmth.gov.tw/Portals/0/epaper/110428/coverstory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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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榔嶼民間財神信仰系列 

 

民間財神 功能性 形象 傳說／由來 

星宿    

祿存星 司貴爵,掌壽

機之宿, 主管

功名利祿 

文官打扮，手捧金元

寶。 

為財祿之星。位於北斗星之上有六顆

星，合稱文昌宮。祿星為第六顆星。《星

學大成》：「人馬宫禄存星 又名文章

星讀書進身文學。」422
 

《古今律曆考》：「北斗居中天第一，

貪狼星第三，祿存星為東斗主，算第

二巨門星，第四文曲星為四斗記名，

第六武曲星正居本位。」423
 

天府星424
 

 

主財帛、田

宅、才能、賢

明、福德、財

祿與衣食富

足。 

 

 

《明文衡》：「天府星，形月魄挾灝氣

於蓬瀛。」425
 

《沅湘耆舊集》：「天府星，惟六，第

六竟何司爾？實稱司祿。」426
 

象徵天上財庫，屬南面帝王，與北面

帝王紫微星遙遙相對，同為首領之

星。天府化氣為令，五行屬戊土，乃

為廣司之星。 

道教財神體系    

文財神比干 招財進寶， 

 

臉龐清瞿嚴肅，頭戴

宰相烏紗帽，身著繡

蟒袍，手捧如意，足

蹬元寶，五綹冉鬚，

文官打扮。 

〔漢〕司馬遷撰，《史記．殷本紀》：「微

子數諌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

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廼强諌紂紂

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

心。」427 

殷紂王叔父，因納言勸諫，被剖膛挖

心。比干無心，自然無私心，無偏無

向，辦事公道，適合司職財神職。  

文財神范蠡 

又稱陶朱公 

致富 文官打扮、頭戴宰相

紗帽，五綹長鬚，手

〔漢〕班固《漢書》：「浮江湖變姓名

適齊為鴟夷子。之陶為朱公。以為陶

                                                 
422

 〔明〕萬民英撰，《星學大成》卷十四三辰通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70。 
423

 〔明〕邢雲路撰，《古今律曆考》卷二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270。 
424

 天府星又稱為南斗星君，與北斗星君並稱。 
425

 〔明〕程敏政輯，《明文衡．宋濂撰〈奉制撰蟠桃亥賦「有序」〉》，皇明文衡卷之二，四部叢

刊景明本，頁 12。 
426

 〔清〕鄧顯鶴輯，《沅湘耆舊集》〈秋杪陪曾晴峰張平溪兩學師暨諸友登塔〉卷一百二十六，

清道光二十三年鄧氏南邨艸堂刻本。 
427

 〔漢〕司馬遷撰，《史記．殷本紀》卷三，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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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如意，身著蟒袍，

足蹬元寶。 

 

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廼治産積居與時逐。」428 

春秋戰國時期助越王勾踐成就霸業，

功成身退，赴齊國經商成巨富，淡薄

名利。為人足智多謀、仗義疏財，濟

世救貧。相傳他埋名隐姓，定居陶邑，

自號陶朱公。 

財帛星君429
 

 

賜財運、福運 錦衣玉帶、冠冕朝

靴，臉白鬚長，面帶

笑容，左手捧著一隻

金元寶，右手拿著寫

有招財進寶的卷

軸，相貌厚重祥和，

專管天下金銀財

帛，具富貴無限之

相。 

 

又稱增福財神，與福、祿、壽、喜合

稱五福財神。傳說他是玉皇大帝帳下

的太白金星，屬於金神。在天庭的職

銜是「都天致富財帛星君」，專管天下

的金銀財帛。《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增

福相公》載：「李相公諱祖，兼管隋朝

三品以上官人衣飯祿料，及在世居民

每歲分定合有衣食之祿。至後唐明宗

朝天天成元年，贈為神君增福相公。」
430
增福相公在民間信仰的崇拜中逐漸

衍化提升等級成為增福財神。 

武財神、五路

財神趙公明 

又稱金龍如意

正一龍虎玄壇

真君 

賞罰訴訟、保

病禳災、買賣

求財、宜利和

合、招財進

寶、迎祥納

福。 

頭戴鐵冠，黑面濃

鬚，著戎裝持鋼鞭，

身上有定海珠、縛龍

索，身跨黑虎。民間

供奉趙公明財神

像，周圍常畫有聚寶

盆、大元寶、寶珠、

珊瑚等寶物，以加強

財源輻輳之效。 

原為五方諸神之一，為陰神，屬道教

冥神，即五大瘟神之一，後為道教護

法，掌賞罰訴訟、保病禳災，買賣求

財。《封神演義》中，被姜子牙按元始

天尊旨意封趙公明為財神，手下擁有

招寶、納珍、招財、利市四神。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稱其手下有八

王猛將、六毒大神 ，五方雷神、五方

猖兵，二十八將等。道教又將其與官

馬元帥、關羽、溫瓊合為四大天將。431 

武財神關雲長 

又稱關聖帝君 

賜福鎭宅，護

佑平安，招財

進寶。 

有坐像亦有站像，紅

臉美髯，著甲冑，手

持春秋閱讀或持關

刀，一臉正義凜然。 

《素書》：「曹操彊用關羽而終歸劉

備，此不畜也。」432 

《諸葛武侯文集》：「關羽水軍精甲萬

人，劉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

之眾遠來疲敝，前追豫州一日一夜行

                                                 
428

 〔漢〕班固《漢書》卷九十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1382。 
429

 可參考本論文「民間福神信仰系列」中的增福財神，又稱財帛星君。 
430

 王秋桂資料提供，《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增福相公》，臺北：聯經，1980.8，第二次印行，頁

850。 
431王秋桂資料提供，《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增福相公》，臺北：聯經，1980.8，第二次印行，頁 142-143。 
432

 〔漢〕黃石公撰，【宋】張商英注，《素書》，明漢魏叢書本，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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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
433

 

三國時期蜀國大將關羽，字雲長，英

勇善戰，忠義兩全，被稱為武聖人，

受儒、釋、道崇信及民間百姓崇拜。

明清時代，有武王、武聖之尊，被民

間附會成具有司命祿科舉，治病除災

驅邪避惡的全能法力，受民間各行業

同人視為行業神。關公為人長於算

數，講信用、重義氣，為商賈發財致

富之守護神。 

五路財神： 

東路蕭昇、南

路陳九公、中

路趙公明、西

路曹寶、北路

姚少司。 

迎祥納福、商

賈買賣 

東路財神──蕭昇

神尊，招財天尊。 

南路財神──陳九

公神尊，招財使者。 

中路財神──趙公

明神尊，迎神納福。 

西路財神──曹寶

神尊，納珍天尊。 

北路財神──姚少

司神尊，利市。 

趙公明受道家供奉為道教神後，受玉

皇大帝封為三十六天官之首，率領東

南西北四路財神，掌管天下財庫。 

東路財神蕭昇稱為招財天尊、南路財

神陳九公為招財使者、西路財神曹寶

稱號納珍天尊、北路財神姚少司尊為

利市仙官。蕭昇與曹寶同為武夷山散

人，先後分隕於趙公明的金鞭和十絕

陣之落魂陣中；陳九公與姚少司則為

峨嵋山羅浮洞趙公明的弟子，為營救

趙公明而分別被楊戩及哪吒所殺，四

人皆為《封神演義》中人物死後封神

上榜。 

                                                 
433

 〔三國〕諸葛亮撰，《諸葛武侯文集》諸葛武候文集卷之二，清正誼全書本，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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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顯華光大

帝，434即五顯

財神的統稱：

顯聰昭聖孚仁

福善王、顯明

昭聖孚義福善

王、顯正昭聖

孚智福善王、

顯直昭聖孚愛

福善王、顯德

昭聖孚信福善

王。 

使人致富發

財。 

生前劫富濟貧，死後

懲惡揚善，保佑窮苦

百姓。畫像中的五顯

神皆穿官服雙手拿

笏。 

 

流行於江西德興婺源一帶。五顯神皆

人歿為神，歷來諸書記載各異。兄弟

五人封號首字皆為「顯」，故稱五顯財

神。 

《三教流搜神大全》卷二記載，光啟

年中，婺源之民王喻在城北園林，見

五神人自天而降，自稱受天之命，當

食此方，福佑斯人，言訖，升天而去。

王喻遂聚集百姓建廟奉祀。 

《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五一引

《江西通志》認為德與五顯神發跡於

隋代：「靈順廟，在德與縣東南學左，

隋駙馬張蒙逐獵，遇五神指山穴雙銀

笋銀寶始發，立廟祀之。」其顯靈屢

聞於朝，屢有褒封。有功於國，福佑

於民。435 

利市仙官 迎祥納珍，賜

財富。 

多半被畫於財神的

兩側，也有單獨出

現。 

相傳為趙公明門徒姚少司，在《封神

演義》中被封為迎祥納珍的利市仙

官。利市，即指走運、吉利、買賣有

所利潤之意，最受商人歡迎，逢新年，

大門上必貼利市仙官，以圖吉利、發

財。 

                                                 
434

 五顯華光大帝：佛教稱為華光天王佛，道教稱作五顯靈官馬元帥，臺南市八吉境鎮五帝廟主

祀神稱為五顯大帝。追溯神佛源流，第一世妙吉祥，原為佛祖法堂前之蓮花油燈，聽經問法日久，

獲佛祖做法，化成人身。第二世三眼靈光天王馬子貞，因妙吉祥觸犯天規，被罰謫降凡塵投胎；

佛祖在送妙吉祥投胎前賜祂「五通」：一通天、二通地、三通風、四通水、五通火。又用手法一

指頂門，賜祂開天眼。馬耳山馬氏金母生下一子，臉有三眼，故取名三眼華光天王。第三世投胎

出生於斗梓宮赤鬚炎玄天王之家，臉上有三眼，左、右手掌各有一「靈」、「耀」字，取名為三眼

靈光天王靈耀，玉皇大帝賜祂左印右劍，掌管南天門，被封為火部大元帥、明輔大元帥，托夢千

田國王為祂建「天王祠」，顯赫佑民。第四世投胎到中界南京徽州府婺源縣蕭家，「五通」化為一

肉球產下，剖開肉球後出現五兄弟，即五顯華光大帝。 
435王秋桂資料提供，《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增福相公》，臺北：聯經，1980.8，第二次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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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正神 賜財、財福、

保安康。 

似古代地方員外裝

扮，頭戴錢帽，帽沿

兩條布鬚下垂抵

肩。面龐豐盈，兩眼

微瞇，白髮、白鬍

鬚，露出慈祥仁厚的

微笑，身坐太師椅，

右手執如意，左手拿

元寶，圓弧肚腹，兩

腿分開自然下垂。有

些神像則右手執手

杖，左手拿元寶。虎

爺，是福德正神的使

者。 

《道門通教必用集》：「福德正神，增

助威光，保寧國界。」
436

 

《梨園集成》：「福德正神我本有威

靈，燒香換水好事奏天庭。」
437

 

相傳周朝上大夫家僕張德明或張福

德，因家中小女主人殷切思念遠方就

官的父親，便伴隨小女主人千里尋

父。一日，途中遇上大風雲，家僕脫

下外套為小女主人加溫保命，卻犠牲

了自己。臨終時，空中出現「南天門

大福德正神」九個大字，為家僕封號。

上大夫念其忠誠，建廟奉祀。 

另有傳說，指周朝總稅官張福德，生

於周武王二月二日，為人聰穎、溫順、

心善、孝悌。為官清廉，勤政愛民，

上奏朝廷，懇請減輕百姓賦稅，獲皇

上批准，造福社稷。至周穆王三年辭

世，享年 102 歲。有一貧戶以四塊大石

圍成石屋奉祀，由貧轉富，百姓感其

神恩保佑，乃合資建廟並塑金身膜

拜，尊稱為「福德正神」，商人常祀之，

以求生意發展，財源廣進。 

檳榔嶼的福德正神則是指清末民初因

船難上岸定居，後來成為海珠嶼大伯

公廟的開山地主張理、丘兆進和馬福

春。 

劉海 賜財富 道士打扮，身邊有一

隻金蟾蜍，可辟邪賜

財。 

本名劉操，號海蟾子，五代時期的窮

道士。傳說，劉海收服金蟾，金蟾會

吐錢，故劉海帶著金蟾雲遊四海，到

處救濟窮人，故被人們稱為活財神。 

佛教財神體系    

                                                 
436

 〔宋〕呂太古編，《道門通教必用集》，卷八威儀篇，明正統道藏本，頁 56。 
437

 〔清〕李世忠撰，《梨園集成．鬧天宮》，清光緒六年竹友齋刻本，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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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持國天王

多咤，梵名

Dhrta-rastra 

 

慈悲為懷，保

護眾生，護持

國土。 

使眾生具足財

寶福德，安居

樂業、財寶充

盈、福德增長 

白色身、穿甲冑、頭

戴一頂插有孔雀羽

毛及紅纓盔甲，遮住

雙耳，手持琵琶，是

主樂神。 

佛教四大天王之一。佛教分宇宙為

欲、色、無色三界，世間一切眾生均

在三界中輪迴不已。在三界中以欲界

為最低一界，欲界天共有六重，第一

重為四大天王所居之處，是欲界初天

的天王，離人間最近，與人間關係極

為密切。 

南方增長天王

毗琉璃，梵名

Virudhaka 

傳令眾生，增

長善根，護持

佛法。賜財寶

福德。 

青色身，穿甲冑，手

握寶劍，保護佛法不

受侵犯。 

四大天王之一，也是藏密財神之一，

是誓願守護世界眾生的護法財神。 

廣目天王留博

叉，梵名 

Virapaksa 

守護眾生遠離

惡事、財寶豐

盈、增壽命。 

紅色身，前額有一

目，頭戴寶冠，身披

鎧甲，甲冑上著天

衣，右手托寶塔，左

手挽赤龍，護佑眾

生。 

四大天王中的西方天王，為佛教中重

要的財富守護神。能以凈天眼隨時觀

察，護持人民。 

北方多聞天王

毗沙門，梵名

Vaishravana，

又稱施財天、

財寶天王。 

賜財緣、福德

和長壽，滿足

眾生對財富的

需求。 

綠色身著甲冑，珍貴

珠寶綴滿身上，右手

持寶幡，左手托一隻

雪白吐寶鼠，能吐出

各種珍寶，用以制服

魔眾，護持人民財

富。 

比喻以福、德名聞四方，乃古印度的

財神護法。在藏傳佛教中，是具有無

邊威力的護法神，更是密宗增益法中

的重要要本尊。 

大臂觀世音菩

蕯，又稱千手

觀音 

遂眾生所願、

增財富、資

糧、珍寶，事

業成功。 

頭載寶冠，具十一

面，長有千手、千

眼，每一手掌各具一

眼。胸前雙手合十，

身披瓔珞，立於蓮花

臺上。 

名副其實的財神本尊。密宗經典 《千

手千眼觀世音菩蕯廣大圓滿無碍大心

院羅尼經》載，觀音菩蕯在「無量億

劫」前聽千光王靜住如來說法，發誓

要「利益安樂一切眾生 」，於是身上

長出千眼以遍觀世間，長出千手以遍

護眾生。 

尊勝佛母 

長壽三尊之一 

增長壽命及福

慧、消除罪

業、免除凶

災。 

尊勝佛母壇城外圓

內方，佛母位於中央

大明圓內，三面八

臂，上各三眼，以花

蔓，天衣，寶冠、瓔

珞等嚴飾，坐於蓮花

月輪上。 

多供在無量壽佛右邊，左邊為白度

母，三尊佛像象徵福壽吉祥。(見壽神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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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佛，又稱

笑佛、幸運

佛、快樂佛、

歡喜佛，梵名

Maitreya 

賜安樂、富

貴、財富。 

 

 

彌勒佛的形象是笑

口常開，喜氣洋洋，

肥頭耷耳，袒胸露

腹，大肚滾圓，手掐

串珠，箕踞而坐。 

彌勒俗姓阿逸多，意即無能勝，為三

世佛之一：過去佛、燃燈佛，現釋迦

牟尼、未來佛彌勒佛。彌勒佛生於印

度波羅奈國，跟隨舅父阿波離申修

行。後來親近佛陀，佛陀為之授記，

將來在龍華樹下三會度眾，成為末世

眾生美好的希望。民間傳說彌勒佛於

五代時降生於明州(今浙江)奉化縣， 

母親難產而死，由阿羅漢轉世的金山

寺住持法明禪師帶回寺院撫養，長大

後收為門徒，賜法號「契比」，後梁貞

明三年，端坐在獄林寺盤石上示寂。 

現今廟宇供奉的大肚彌勒佛， 

相傳是根據五代時期契此和尚，即布

袋和尚的形像塑造的，祂並非佛教三

世佛中的未來彌勒佛原形。 

地藏菩蕯，梵

名 Ksitigarbha 

消災增福，延

壽命、生智

慧、賜財富，

滿足所願。 

左手持如意珠，右手

結說法印，照天人之

五衰而除其苦惱，專

門濟度天道。 

地藏如同大地承載萬物，蘊藏無數財

寶資源和善根種子。據佛教典籍記

載，在釋尊圓寂後到彌勒菩蕯成道的

一段無佛時代，地荿菩為救眾生，誓

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

不成佛。」地藏菩蕯具有承載眾生苦

難高尚德行，遍知一切生命法要，伏

藏功德。 

寶藏天女又名

吉祥天女，財

富女神，梵名 

Śrī-mahā-devī 

 

 

象徵幸運和財

富，施福德予

眾生，滿足眾

生所需的資

財，使眾生快

樂。 

一般多作頭戴花

冠，身著紫袍金帶烏

靴。右手結施無畏印

或把蓮花，象徵吉

祥；左手把如意珠，

象徵財富；或雙手把

蓮花，雙手拋灑金

錢。身邊有一對或數

隻白象相隨。在印度

有四臂、八臂之像。 

古印度神話傳說吉祥天母的出生是在

創造世界時，踞於蓮花上，逐水漂流；

另一傳說，則是天神與宿敵阿修羅攪

乳海時湧現的第三寶，手持蓮花，坐

在大蓮花上，故有乳海之女的稱號。

婆羅門教與印度教則把她塑造為毗濕

奴之妃、愛神之母、財神毗沙門之妹，

主司命運和財富。最後被金剛手菩蕯

降伏，成為佛教重要護法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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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頭財神，

Maharya- 

nandikesvara， 

又稱大聖歡喜

大自在天神 

財富、智慧、

吉祥、滿足一

切眾生所願 

大象頭，長鼻，兩對

長牙、長有雙臂或四

臂或十二臂，圓腹，

一腿盤坐一腿屈立

地坐在蓮花座上。兩

臂的形象為左、右兩

手各持戰斧和盤陀

兩樣法器，四臂以上

的形象則為每隻手

中各持象牙、果木、

甜肉、念珠、蛇、索

套、蓮花等不同的法

器。頭戴頭飾、脖頸

掛項飾、手腕佩帶腕

飾。以老鼠為座騎。

唐卡中的象頭神形

象是象頭大腹，缺一

牙，有四臂，乘鼠。 

印度最受歡迎和知名度最高的神明之

一。印度神話傳說，象頭神甘內什是

濕婆神（大自在天）和雪山神女帕爾

瓦緹之子，是雪山神女在濕婆神外出

時所生。一天，雪山神女洗澡時，吩

咐兒子守在門外，不讓外人進入。濕

婆神正巧回家，被阻擋在外，爆發誤

會，憤怒之下斬下兒子的頭。雪山神

女發現丈夫把兒子殺了，失聲痛哭，

濕婆神才知道鑄成大錯，去急求守護

生命之神毗濕奴，獲得指示在歸途中

把碰到的第一種生物的頭斬下，放到

兒子身上，其子將復活。濕婆神在途

中碰到第一種生物是萬神之王因陀羅

的坐騎大象，因此這就是象頭神的由

來。濕婆神為彌補其子，便命令所有

天神都要全力幫助象頭神掃除一切障

礙，實現其目標。 

善財童子，梵

名

Sudhanakumâra 

施財富 

 

立於觀世音菩蕯像

的左側，另側為龍女

尊者，合稱為金童玉

女。 

出生時天降無數珍寶財物。《西遊記》

中描述紅孩兒即為善財童子。《華嚴

經．入法界品》記載善財童子，是修

菩蕯道行者之光輝榜樣，發起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後，從文殊菩蕯處漸

次南行，經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最

後修行圓滿，證入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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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財神藏巴

拉．色波 

又稱黃布祿金

剛 

主司財富，增

長富德、壽

命、智慧、物

質及精神上之

受用 

全身金黃，頭戴花

冠，身著天衣，頭頂

梳髮髻，長有鬍鬚。

上身裸露，下身著

裙。以藍色蓮花及珠

寶瓔珞為裝飾，胸前

掛烏巴拉念珠。肚大

身小，雙手具大力，

右持摩尼寶珠，左手

抱一隻大鼬，鼬裡含

寶珠，象徵財寶。兩

腿彎曲，以如意坐安

坐於蓮華月輪上，左

腳曲，右腳踏一隻白

色海螺。 

屬於密教護法神，藏名藏拉色波，是

藏傳佛教各大教派普遍供養的五姓財

神之一，為五姓財神之首。傳說釋迦

牟尼佛於中印度摩揭陀國的靈鶁山講

解大般若經義時，諸方魔道前來搗

亂，令山崩塌，並以碎石攻擊佛陀，

此時黃財神現身庇護，化解危機，並

在佛院感召下，皈依佛法，發願在未

來世幫助一切貧苦眾生。
438

 

綠財神瞻巴拉 

為東方金剛不

動佛所現的應

化身 

賜予世財、法

財，令一切作

為成功，圓

滿，凈化噩

運，摒除障

礙，增長富

饒，  

一頭二臂三目，頭戴

五佛寶冠，上披彩帶

天衣堂裙，以眾寶瓔

珞作為報身裝飾，右

手持滿願寶果，左手

握吐寶鼠，右足輕踩

於白螺之上。 

受佛陀釋迦牟尼囑託，為一切貧苦大

眾轉法輪，賜予世財、法財，為五姓

財神之一，居於五姓財神的中央，是

由無上瑜迦部的不二續「時輪金剛本

續」所傳出，為東方不動佛所現的應

化身。439
 

白財神，又名

白寶藏王，又

稱騎龍布祿金

剛 

【相傳為觀世

音菩蕯的慈悲

心化身】 

主司智慧、功

德及財富 

頭戴五冠佛，頭有火

焰，一面二臂，怒髮

上衝，面上三目圓

睜，口張開，一臉憤

怒相，身披綢縀，以

各種寶物飾身。左手

持三股戟，右手持短

棍，以綠龍為坐騎，

蓮花月輪為座。 

密藏佛教五姓財神之一，相傳為觀世

音菩蕯悲心所化現，以身為白色，表

示能使一切眾生具足潔白妙好之財

寶，能祛除疾病，除去一切貧苦和罪

惡障礙，增長一切善業，使一切受用

資具財物富饒增上。440
 

紅財神閻婆羅 

為金剛蕯埵之

化現，又名紅

色金剛手菩蕯 

財源茂盛，解

救一切貧窮困

苦眾生。 

一面二臂，二目善怒

面，頭戴五花冠，以

各種寶物為飾，面色

朱紅，右持噴焰摩尼

密藏蕯迦派極為重視紅財神的修法及

教言。能招聚人、財、食等諸受用自

在富饒的無比功德。據說紅財神是印

度成就者傳給卓彌譯師，再傳給薩迦

                                                 
438

 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財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生出版社，2009.6，第二版，頁 192；

馬書田、馬書俠著，《全像福壽財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10，第一版，頁 269-271。 
439

 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財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生出版社，2009.6，第二版，頁 206。 
440

 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財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生出版社，2009.6，第二版，頁 198；

馬書田、馬書俠著，《全像福壽財神》，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10，第一版，頁 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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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珠，左手握吐寶鼬

鼠，以如意姿安坐於

蓮花座上，懷抱明

妃。明妃身紅色，一

面二臂，右手持如意

寶，左手持盛滿甘的

顱器，雙腳左伸，右

腳纏抱紅財神。 

派祖師，成為薩迦派的密傳財神，因

此沒有任何傳說流傳在民間。
441

 

黑財神霧神 

（贊布綠那

布） 

 

 

主司才能及權

勢，可庇佑消

除怨敵、偷

盜、噩運、病

魔等障，使諸

受用財富增

長，滿足眾生

求財之欲望。 

身形矮胖，一面二

臂，三目圓睜，脖子

上掛著一條蛇。大肚

福相，紅髮黑膚裸

體，髮鬚眉赤紅如

火，頭戴珠寶瓔珞，

八龍王為飾，生殖器

上竪，輝光靠背，頭

頂飾火焰，憤怒象

徵。右手擎盈血顱器

於胸，左手握吐寶

鼠，兩足以古曲左伸

姿勢威立，踏於黃色

持財天之背，安坐蓮

花月輪座上。 

施財見效神速，稱為財神王。相傳古

印度娑婆羅國國王平婆王，接受鄰國

受戰亂之苦的難民投靠，卻得不斷地

付出錢財來安撫霸道的國家，才不會

受到鄰國舉兵侵犯，但因此國庫虛

空。平婆王一時走投無路，想跳江自

盡，江中忽現一皮膚黝黑的六歲童

子，要他向佛陀祈求賜予力量渡過難

關， 

經過多次考驗，平婆王終於以眾生利

益為前提，終於獲得感應，使財富失

而復得。這童子便是黑財神。442
 

                                                     (附表：01-05)  

 

(一)   佛道財神共融致富人間 

 

財神的人格神化形象是由偉人、英雄、梟傑、驍將、先民的祖籍信仰、慈善 

家、富甲一方的濟世救貧大財主、各種行業的始創者以及神話傳說中的傳奇人

物，經過民眾長期美化和賦予其崇高品格及豐富內涵所幻化塑造出來的，其形體

也是經歷了世代庶民的豐碩想像力所美化的藝術現象。人格神化財神涵蓋量龐

大，包括了道教界神仙體系和佛教界諸佛菩蕯。民間信仰者將商朝殷紂王底下忠

臣比干、越國能官又能商的的范蠡、明初財富天下的沈萬山、道教神仙體系的財

帛星君、玉封至富財帛星君、文昌帝君、天官、封官土地公等列入文財神，武財

神則為趙公明和關雲長。偏財神就指行業神祇或兼業神祇，如三眼五顯華光大帝

二郎神、專司金銀財寶、迎祥納福的五路財神(趙玄壇趙公明、招寶天尊蕭升、

納珍天尊曹寶、招財使者陳九公、利市仙官姚少司)。多以童子形像出現，侍在

                                                 
441

 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財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生出版社，2009.6，第二版，頁 208。 
442

 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財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學生出版社，2009.6，第二版，頁 2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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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財神跟前的手托寶盤或元寶的童子財神，即指利市仙官、招財童子、招財龍

女、進寶童子、劉海等。當然地域性不同，地方財神信仰也就有別，如明清江浙

一帶供奉傳說是抗倭英雄的金元七總管、明初因將青蛙放生而獲得聚寶盆成為財

富天下的沈萬三、各社區土地神、拿督公(即東南亞一帶對大伯公的尊稱)和福德

正神、印度教和藏密教的象頭神等等。 

 

人靠神力，草望春生，檳榔嶼華人對財帛星君、玉封至富財帛星君、天官、

土地公、拿督公、大伯公或福德正神、文財神范蠡和沈萬三、武財神趙公明、義

薄雲天的關雲長、有求必應的象頭神及各行業的祖師爺最為人民熟悉和最能吸引

民眾誠心祈求庇佑的神明。 

 

甲、 玉封至富財帛星君降鸞 

 

    玉封至富財帛星君廟成立於 1978 年 12 月 14 日，最初是設在檳榔嶼亞依淡

亞也布底律金都茶室樓上，玉封至富財帛星君降鸞，旨示建廟廣導有緣人。舉凡

善男信女到此廟共沾神恩，有意皈依者皆可求得一位天神作為師尊，指引清修，

並且能消災解難、逢凶化吉、凈化生性、增進智慧、賜福添壽，保佑平安，這是

此廟有異於其他道廟之處。目前該廟已在檳榔嶼成立馬來西亞玉封至富財帛星總

廟，分廟遍佈全國各地及新加坡達 18 間。 

 

    總廟所供奉的師尊為玉皇萬歲爺，即玉皇大帝，是道教與神界中的無上天

帝，掌管昊天天界三十三天、三十六罡及七十二地煞。大殿五主神為玉封至富財

帛星君、都天大五雷師公443、西天佛公444、濟公活佛、譯公爺445；廟內亦奉祀南

海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蕯，福德正神、五福財神；地藏王菩薩、二郎神五顯華光大

帝446及天地造化大天尊447、沈萬三448、玄天上帝449和武財神趙公明等神明。。 

 

                                                 
443

 都天大五雷師公：一組有三十七位，以五位為主師，即風、雷、雲、雨、電。其他 32 位為雷

部天將，即施雨神。 
444

 西天佛公：佛教稱彌勒佛，或布袋佛，南方人稱之為西天佛公，道教稱之為無量壽佛，北方

人稱為西天笑佛。未成正果前，為一名宰豬屠夫，一日遇一大師經過要去修道，並謂任何人皆可

成佛，祇要他放下屠刀，立地就能成佛。最後他捨棄自身受點化成佛。 
445

 譯公爺：原名譚峭，元朝歸善人，自幼失怙性恃，由祖母撫養長大。兒時屢顯神蹟，能與猛

虎嬉戲、預知未來、呼風喚雨、治病如神，十二歲得道。顯蹟惠州、惠東一帶的漁港。祂法相有

三：像童子；道長打扮；面部紫黑，道家稱之為紫宵真人。 
446

 二郎神經玉皇封賜為五顯華光大帝，五顯者即長壽、姻緣、子女、財運與健康。 
447

 天地造化大天尊：又稱西天如來，道教稱之為上祖，掌管西天極樂雷音界，法身盤膝跏趺雙

手捧球。 
448

 沈萬三：蘇州城南周莊的沈萬三是明代巨富。 
449

 玄天上帝：又稱為玄天真武大帝。相傳在洛陽得道。前身為一名肉販，遇一高人指點，用屠

刀破腹將腸胃取出，連刀一起拋落洛陽河中，高人認為連刀也拋下河，恐傷及無辜撈魚捕蝦者，

他二話不說跳入河中把刀子取出埋入土中，而成道。其腸胃化為蛇龜，作亂人間，玉帝敕令玄天

降凡收妖，玄天向呂祖仙師借得雌雄劍，將龜蛇收伏。其金身手持寶劍，左腳踏龜右腳踩蛇，號

稱北帝，掌管北方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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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稱為財帛星君收作門徒的廟主張渭波說，1978 年天上掉下一顆充滿無限

能量的財帛星，使到人間充滿法喜。因為「永生天」每三百年循環一次封神法會，

所有經過三百年修煉得道的神、仙、佛、菩蕯，仍未有法號者，待時機一到即下

凡間救世，尋封神法號，由玉帝冊封財帛星君為主帥，領導群神下凡，廣結有緣

者，行善積德。常言道：「健康就是財富。」財帛星君又稱都天至富財帛星君，

是一位文武財神，也是一位掌管天庫的財政司，賜財賜福也賜康寧，但卻不是讓

人求財問正字的偏財神。從商之人最喜歡前往擲盃祈求財神爺恩准捧回一個盛有

五穀和財寶的大元寶回家供奉，讓事業大展鴻圖。 

  

乙、 文財神：范蠡與沈萬山 

 

    民眾要求美滿富福的生活，在春迎財神的民俗活動中就可看到華人經商家庭

裡都張貼了財神像。檳榔嶼華人非常注重好兆頭，因此一般家庭都不以橫死的比

干像為主，文財神范蠡和活財神沈萬山的畫像是最受歡迎的。前者賺的是正財，

後者所獲是橫財，小心使用才是致富之道。 

 

(1) 智慧財神范蠡 

 

春秋時期吳、越二國戰事連連，范蠡當時是越王勾踐的大臣。周敬王二十六

年(公元前 494 年)，吳越兩國在夫(今江蘇蘇州)决戰，越王勾踐戰敗投降求和，

在范蠡陪同下前往吳國為人質及為奴隸，服侍吳王夫差，並且表現得忠心耿耿的

模樣，終於被夫差釋放回國。勾踐回國後臥薪嚐膽十年，終於在范蠡的智謀之下，

打敗吳國，最後成就霸業。司馬遷在《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 

 

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450 

 

范蠡看清越王勾踐的猜忌心，於是不眷戀論功獎賞，急流湧退，帶著西施離

開吳國到齊國隱姓埋名經商致富，後因為賢能而被推薦為卿相，他不想久受尊名

之累，便辭官封印，把巨資散盡，遠走他鄉，到今天山東定陶一帶，自稱為陶朱

公，全力從商成為商賈巨富，並且富而樂善好施，成為民眾心目中的財神。 

 

久居官場，范蠡深深瞭解到久享尊名，並非祥兆。他對財富本質徹悟，散盡

家財到陶地經商，是長期研究地理環境和經商交易的流通關卡，因此從商致資巨

財又成巨富。他超脫世俗的氣度與智慧才是他受到萬世敬仰崇拜的原因。 

 

〔漢〕劉向撰《列仙傳．范蠡》云： 

 

范蠡，字少伯，徐人也。事周師太公望，好服柱飲水。為越大夫佐勾踐破

                                                 
450

 司馬遷著，《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京華出版社，1999，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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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後，乗輕舟入海，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更後百餘年見於陶爲陶朱君，財累

億萬，號陶朱公，後棄之蘭陵賣藥，後人世世識見之。
451
 

 

(2) 沈萬山富可敵國 

 

    元末明初，金陵出了一名活財神沈萬山，字仲榮，又名沈萬三，原名沈富。

其致富原因傳說有三： 

 

1. 家有聚寶盆 

 

王肯堂《鬱岡齋筆塵》記載： 

   

    俗傳沈三家有聚寶盆，以物投之，隨手輒滿，用是致富敵國，後為高皇

帝碎而埋之金陵南門下，故名門為聚寶門。 

 

2. 學得煉金術 

 

《張三豐先生全集》云： 

 

  沈萬山亦作萬三，為秦淮漁戶，由三豐傳燒煉黃白之術而致富。 

 

3. 龍王報恩致富 

 

民間傳說沈萬山曾捕獲一尾金魚，金魚作人言，自認為龍王，意外落難，哀

求沈萬山放之。後沈萬山下網捕魚皆得利，龍王並贈以金寶入網，故網獲聚

寶盆，遂以此致富。 

 

明清兩代文人筆記多有記述沈萬山的傳奇事跡，其中明人郎瑛在《七修類稿》 

第八卷中記述了沈萬山的傳說： 

 

      國初，南都沈萬三秀者，甚富……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乃其所築。太

祖嘗犒軍，萬三代出犒銀，上曰，朕有百萬軍，汝能遍濟之乎？對曰，每一軍

犒金一两。上曰，此雖汝，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彼固富敵國，

然未嘗為不法事，奈何殺之。得流雲南。其婿餘十舍，亦流潮州。今聞二家子

孫尚富，富乃點化之術也。 

 

     《明史．后妃列傳．太祖孝慈高皇后》也有記載，沈萬山因富可敵國，獲

罪於朱元璋，因而在發配雲南途中，客死異鄉。所以財富不可露眼，才不致於

                                                 
451

 〔漢〕劉向撰《列仙傳．范蠡》卷上，明正統道藏本，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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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意外，遭殺生之禍，尤其現今社會百物上揚，經濟不理想，治安欠佳，為

了子孫長久計，和自己的生命安危，還是要保持低調，毋須張揚。雖言人無橫

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但橫財總非正財，還是安份守己靠自己的努力經營事

業才是上策。 

  

丙、 武財神：關雲長與趙公明 

 

(1) 道德化財神關羽 

 

    關聖帝君為三國時代蜀國名將，名關羽，字雲長，河東解良人(今山西解虞

縣)。據陳壽所撰的《三國志》記載，東漢末年， 關羽亡命涿郡，投奔劉備，與

張飛等三人義結金蘭，共誓生死，傳為佳話。 

 

    關羽為人忠貫日月，義薄雲天，赤壁之戰前，曹操東徵小沛，大敗劉備，俘

虜關羽，由於賞識其為人，親自為他鬆綁並封他為偏將軍、漢壽亭侯，意圖收攏

關羽。當關羽得知劉備消息，即封金掛印，如數歸還。 

  

    如此不重財富的關羽被視為財神崇拜，據民間傳說大約是在清代，乾隆皇帝

早朝，常聞身後有申葉靴板之聲，心裡很驚奇，一日，回頭驚問是身後是何人保

駕，聞聲曰：「關雲長」。因此，乾隆皇帝便把關羽封為財神，從此，關帝廟門就

有一幅對聯「漢為文武將，清封福祿神」，楹聯橫批「協天大帝」。 

 

    關聖帝君是道教的封號，佛家也把關帝封為護法伽藍，成為佛道兩教的護

法。據《佛祖統記．智者傳》記載，隋文帝開皇十二年(592)，天臺山僧人智顗

赴當陽縣，夜見一長髯神人，自稱是漢將關羽，為當陽山主，願皈依佛法，作佛

門弟子，供護佛法。智顗言於晉王楊廣，遂封關羽為伽藍神。 

 

    關公死後，聖跡頻傳，蜀漢、北宋、南宋、元朝乃至清朝朝廷都追加封號，

道光年間封為「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羽贊宣德關聖大帝」長

達二十六字。關公的祭祀自宋以來便被列入國家祭祀大典。關公信仰一直到了今

天仍然在民間非常盛行。 

 

(2) 趙公明迎祥納福 

 

    檳榔嶼寺廟，尤其是供道教神祇的廟宇普遍上認為趙公明是道教正財神，因

此都設有趙公明的神像，廣泛性受人尊奉。財神真君趙朗又作玄朗，字公明，又

稱趙玄壇。其事跡在《搜神記》、《真誥》、《武王伐紂平話》、《封神演義》、《黃河

陣》、《封神榜》、《七箭書》、《剪梅錄》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皆有記載。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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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印旭、張家成著，《中國財神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12，第 1 版，頁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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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公明在道教中原被作為瘟神或冥神之類的惡神，經太上老君命令張天師佈陣降

服後，開始以財神和善神形象出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記載： 

 

趙元帥，姓趙諱公明，終南山人也。自秦時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成，

欽奉玉帝旨，名為神宵副帥。……昔漢祖天 師修煉仙丹，龍神奏帝請威猛神

吏為之守護，由是元帥上奉玉旨，授正一玄壇元帥。……驅雷役電，喚雨呼風，

除剪瘧，病禳災，元帥之功莫大焉。至如顯伸抑，或能之解釋，公平買賣求財，

公能之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對神禱，無不如意。故上天聖號為高上神

宵王府大都督、五方之巡御史、三界大都督、應元昭烈，掌士定命，設帳吏二

十八宿都總管上清正一玄壇飛虎金輪執法趙元帥。453
 

 

明．許仲琳所著《封神演義》裡，姜子牙奉元始天尊之命按玉符金冊封神，

趙公明被封為「金龍如意正一龍虎玄壇真君」，又稱「財神真君」，專司金銀財寶、

迎祥納福、率領招寶天尊蕭升、納珍天尊曹寶、招財使者陳九公，利市仙官姚少

司等合稱為「五路財神」，統管人間一切金銀財寶，並且成為具有賜財能力的武

財神，非常受民間敬仰膜拜奉祀。 

 

丁、 檳榔嶼佛教財神信仰 

 

佛教視一切眾生相皆為假象，認為誠心有所施才會有所得，因此，佛教的財

神都是在眾生祈求時，以其福份而施放財寶，並不鼓勵無限。佛教諸神都含有慈

悲心，故都可以稱得上財神，施於世人物質與精神上的一切所需，如觀世音菩蕯、

文殊菩蕯、普賢菩蕯、地藏王菩蕯、濟公活佛、布袋和尚，象頭神菩蕯、吉祥天

女等等皆是。本文只列數位菩蕯作為財神代表。 

 

(1) 四大天王護持眾生 

    

    四大天王即指東面之持國天(梵 Dhŗtarāşţra)、南面之增長天(梵 Virūdhaka)、

西面之廣目天(梵 Virūpāşa) 及北面之多聞天(梵 Dhanada)等。 

 

東方持國天王的「持國」，意為慈悲為懷，保護眾生，護持國家，住在須彌

山黃金埵，身為白色著甲冑手持琵琶，是主樂神，以音樂來凈化眾生，使眾生皈

依，負責守護東勝神州，為二十諸天中的第四天王。持國天是佛教的護法善神，

藏傳佛教的二十天之一，十六善神之一。 

 

在唐卡中的持國天形象為白色身，象徵他所護持的法是正法、善法。手持琵

琶象徵風調雨順，護持修善百姓或修道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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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令》卷三，載《中國民間巷信仰資料匯編》第一輯第 3 冊，臺北

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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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增長天王能令眾生善根增長，護持佛法，住須彌山琉璃埵，身為青色著

甲冑手握寶劍，以保護佛法不受侵犯，負責守護南瞻部洲，為二十諸天中的第五

天王。 

 

據《陀羅尼集經》載，其甲冑與東方持國天其相似，右手持矛，矛根著地。

《般若守護十六善神王形體》亦記載，增長天身赤紫，紺髮，臉顯忿怒相，身穿

甲冑，一手叉腰，一手持金剛杵。金剛杵象徵著堅不可摧之道，常代表著圓滿佛

性。金剛杵在古印度吠陀神話中，是大天神因陀羅的主要武器，用來控制電閃雷

鳴。佛陀從因陀羅手中接過金剛杵後，將杵上的股叉並攏一起，成為一根和平主

杖。454
 

 

西方廣目天王能以凈天眼常觀護閻浮提，護持人民，住須彌山白雲埵，身為

紅色著甲冑。在《佛母大孔雀明王經》中，說祂是大龍王，以無量百千諸龍而為

眷屬，為群龍首領，故手纏一赤龍或紅繩索，以赤龍或紅繩索將不信奉佛教回拉

轉變他們的意識或念頭使其皈依，右手執一根長矛，象徵刺向各種謬見與邪見，

代表著智慧能克服身、語、意的過失。負責守護西牛賀洲，為二十諸天中的第六

天王，也是十六善神之一。455
 

 

北方多聞天王能賜福德並知聞四方，住須彌山水晶埵，身為綠色著甲冑右持

寶傘或寶幡，左手握神鼠，腳踩二隻惡鬼象徵制服妖魔邪惡護持人民財富，故又

名施財天，是古印度財神。傳聞多聞天曾助唐明皇退蕃兵而獲得諸道州府城西北

及營寨並設其相供養，為二十諸天中的第三天王。 

 

在蔓荼羅中的形象是披甲冑，左掌握塔，古持寶棒，有坐像和立像，身邊有

五個隨從童子，分別為禪尼只、獨鍵、那咤、鳩跋羅和甘露。在藏密中，被尊奉

為財神，因祂能賜予眾生以福慧與利益。唐代不空大師和宋代法天法師都曾筆譯

《佛說毗沙門天王經》，經文為多聞天所講述的佛教經典。456
 

 

四天王與眾天眾之壽量為五百歲。其一晝夜相當於人間五十年。四天王皆施

財施福德，為佛教四大護法。 

      

(2) 象頭財神有求必應 

 

檳榔嶼華人對於具有靈驗性的神祇都非常崇信，因此對於印度教中最受歡迎

                                                 
454參考瓊那．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天龍八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9，第一版，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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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考瓊那．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天龍八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9，第

一版，頁 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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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瓊那．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天龍八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9，第一

版，頁 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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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知名度最高的象頭財神也顯得極為喜愛。象頭財神稱為大聖歡喜天(梵名

Nandikesvara)，可賜予眾生福祿、富貴、智慧、吉祥平安、滿足一切眾生所願。 

 

象頭財神在藏密中稱為毗那夜迦，是一位智慧善神。印度神話記載象頭財神

是印度天神濕婆和雪山神女帕爾瓦緹結合所生的兒子，在分娩時，濕婆神因為外

出擔任公務而沒看到孩子的誕生。當孩子長大成青 少年時，濕婆神才回家，卻

因為一場誤會爆發口角，而憤怒地把兒子的頭斬下，後來，濕婆神才知道鑄成大

錯，悔恨地跑去求救於守護生命之神毗濕奴，最後獲得毗濕奴指示濕婆神在歸途

上碰到第一種生物之際，即將其頭砍下，放到兒子頸項上，其子將可復活。因此，

濕婆神將途中遇到的第一種生物萬神之王因陀羅的大象坐騎的頭砍下，救活其

子。從此，濕婆神命令所有天神全力幫助象頭神掃除一切障礙，實現目標，以彌

補其錯手殺子的過失，於是象頭神就成為一位有求必應的神明。 

 

唐卡中象頭財神紅色人身，白色象頭，一面十二臂，胸前雙手分別持嗄巴拉

碗和金剛杵；左手分別持木杵、弓、天杖、白色法螺和三叉，而右手所持為鐵錘、

箭、鐵鉤、寶劍和矛，擁有神力，能隨眾生，清除障礙。457
 

 

無論求財、求職、求平安，求事事如意，眾信都認為跪拜象頭神一定會靈驗。

檳榔嶼凡有印度人聚集的社區，一定會立廟供奉象頭神，華人在新轎車出廠後除

了駕到觀音廟祈求觀世音菩蕯保佑平安；一般都會駕駛到象頭財神廟前祈求吉祥

平安，高中字花，贏得獎金。筆者親身體驗，將甫出廠新轎車移到象頭財神廟前，

請祭師為轎車灑凈水和誦經保吉祥平安，也順道祈願投注車牌號碼能開出頭獎。 

 

首先車主奉獻五色碎花和鮮奶祭拜象頭神 ，敬香之後，由祭師手捧一個盤

子，內盛四盞小油燈點燃起小火苖，然後一缽清水放入碎花。儀式開始時，祭師

會將一小撮香灰用手指沾起，點在車主額頭上，以保吉祥平安，然後祭師開始圍

繞著轎身轉圈，口中唸唸有詞，並且對車身，四個輪胎和車牌灑上花水，並且在

四個輪胎旁各放下一盞小油燈，最後車主被要求在車子前面用力摔破一顆椰子，

讓椰子汁濺灑一地，椰子汁和花水皆具凈化作用，這樣才算儀式完成。 

 

(3) 善財童子普渡眾生 

 

    善財童子為觀世音座下的一名童子，根據《華嚴經．入法界品》記載，文殊

師利在福城東住壯嚴幢娑羅林中，其時福城有五百童子，善財為其中一人。輪到

善財時，種種珍寶自然湧生，故相師名此兒善財。善財具慧根，傳說在福城遇到

文殊菩蕯，受到指引，四處流浪參訪高人，以四十多年的時間行遍一百一十座城，

參訪馬五十三位善知識，觀世音菩蕯是第二十七位，直到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參

                                                 
457

 象頭財神的形象是根據清代．西藏布本設色唐卡所繪。參閱瓊那．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天

龍八部》，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9，第 1 版，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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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始結束。善財最後遇上普賢才得以成圓滿，得到佛法後回到觀世音菩薩身邊，

協助觀世音菩蕯教化眾生，現童子身，成為觀世音菩蕯的左近侍。 

 

善財在《西遊記》中被描述成為牛魔王與鐵扇公主所生的兒子紅孩兒。在民

間宗宗教信仰的崇拜下，民間善男信女因為善財的「財」字，就誤以為是一位財

神爺，是一位招財童子，而加以供奉。根據《法華經．入法界品》所載，善財其

實不愛財，一心只想修行成佛，最後終達成願望。 

     

(4) 五姓藏巴拉主財源廣進 

 

五姓財神藏巴拉(梵 Jambhala)，是藏傳佛教各大教派所供養的財神共稱，能

使眾生消除貧苦、災厄，增長一切善法，富饒自在。信仰者根據藏巴拉神身上的

顏色，尊稱祂們為白財神、黃財神、紅財神、綠財色和黑財神。在藏密佛教之中

五姓財神或五姓藏巴拉的形象為裸露上半身軀，圓肚皮，呈現略為溫和的嚴肅

相，左手持有不斷地吐出各種珍寶的吐寶鼠，右手持各種寶器，滿足眾生求財的

願望。 

 

五姓財神藏巴拉來自古印度具有財神屬性的夜叉神俱毗羅(Kubera)。意譯作

不好身。乃毗沙門天王之別名。俱毗羅原為印度教之財神。是世界上一切財富的

守護者，北方之保護神，又是夜叉與緊那羅之王，住在吉羅娑山(梵 Kailāsa)，形

貌醜陋，三腿一眼，另一眼僅為一黃色痕記。佛教以之為護法四大天王之一。在

藏密佛教中，五姓財神的原始形象只是一個財神屬姓的神，手中拿著一袋黃金或

是一隻會吐出珠寶的碩鼠。後來隨著藏傳佛教的發展影響，依不同修持需要而衍

生出五尊不同顏色的藏巴拉，配合五方佛的概念而形成五姓財神。 

 

黃藏巴拉是五姓財神之中流傳最為廣泛的財神神，主司財富，其功德是增長

福德、壽命、智慧、物質及精神上的受用。據傳釋迦牟尼於印度摩揭陀國的靈鷲

山講解佛法時，受諸方妖魔百般破壞，獲黃財神庇護，使佛祖無恙，後來在佛祖

感召下，皈依佛法，發願於未來世拯救眾生親近佛法，成為佛教的大護法神。 

 

白藏巴拉主司智慧，功德及財富，其功德是祛病、除貧苦、增長善業、使眾

生得財富。相傳為觀世音菩蕯悲心所化現。阿底峽尊者在途中遇見一貧病交加即

將餓死的人，阿底峽身無分文，就想割肉喂食卻遭拒。阿底峽感到無力求助眾生

擺脫輪迴之苦而流淚。這時空中一陣雷聲，面前出現觀世音菩蕯，看見阿底峽的

悲心流淚，故菩蕯右眼流出淚水幻化出救度母，左眼流出的淚水幻化出白財神。 

 

紅藏巴拉的功德是能招聚人、財、食等諸多財福。據說紅財神是印度成就者

傳給卓彌譯師，再傳給薩迦派祖師，成為薩迦派密傳財神，故無傳說流傳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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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藏巴拉受釋迦牟尼佛囑咐，為一切貧苦眾轉大法輪，賜予世財、法財。其

功德是令一切事業圓滿成功，化解惡運障礙，成就願望，使眾生得財富。 

 

黑藏巴拉主司才能及權勢。是一位施財立即見效的財神，被尊稱為財神王。

根據經文記載，黑財神是由最上諸佛之心所幻化而成，可以滿足一切願望，消解

惡運和貧窮。其功德是消除怨敵、偷盗、病魔等障礙，能令眾生受用增長。據傳，

古印度娑婆羅國國王平婆王篤信佛教，愛好和平、勤政愛民、國富民強，接納鄰

國因戰爭受苦的逃難老百姓，而引起鄰國舉兵攻伐。平婆王以錢財安撫，但卻無

法應付勒索無度的支付，平婆王走投無路想投江自盡。水中突現一黑童子語平婆

王祈求佛陀救助，並指向河岸邊然後出現一幢華麗的水晶屋，童子說水晶屋可聚

集無數財富，而且可消災彌禍，要他以虔誠心祈求觀世音菩蕯，經過考驗，平婆

王終於被帶到水晶屋，裡面堆滿了他所失去財富。失去只是一個假象，只有不為

自己，而為眾生利益著想者，才能讓財富失而復得。黑童子就是黑財神。458
 

 

(二)   自然神與招財寶 

 

古民從事農耕，對於自然界的各種災害與農時秩序都非常重視，並且認為生

長在自然界的各種動物、植物、器物，甚至土地、山川和風、雷、雨等自然現象

都具有靈性，對大自然因為心理畏懼而出現尊敬和崇拜的行為。民眾相信自然神

賜福人類並賦予宿食和生養條件，為了達到更美滿富裕的生活條件，普遍心理上

不免逐漸衍生出財神信仰，藉此象徵民眾追求富貴、圓滿、多財多利為最高的理

想目標，也使現實人生充滿希望和願景，並且充分反映在萬象更新的農曆春節的

迎財神民俗活動當中。這些自然界神化財神大致上可以分成天上財星(其中概括

了道教神仙體系和佛教諸神佛菩蕯)、動植物財神如龍、鳳、三足蟾蜍、貔貅、

麒麟、龜、魚、鼠、招財貓等等；植物財神：如金錢樹、金錢草、發財樹、福木

等等；器物財神如元寶、如意、薰爐(香爐)、圓形方孔古錢、胸佩、捾絭、布袋、

寶盒、聚寶盆、年畫、水晶、石頭、道家雜寶、佛門七珍等等。財神信仰普及，

民眾除了供奉諸財神之外，對於財神所持有的寶物和各種足以帶來招財進寶的吉

祥器物也認為會獲得財神加持，具有財神賜富的能力，因此獲得民眾隨身攜帶器

物，招來財富，更加貼切心理需求。 

 

 

 

 

 

 

 

                                                 
458

 五姓財神的神話傳說與職能，可參考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財神》，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

版社，2006.6，第二版，頁 18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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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動植物與器物財神類型 

 

動物財神 象徵 傳說／由來 

吐寶鼠 賜財和珍寶  藏密財神屬性的重要持物 

八大龍王459
 主福瑞和財富 居住在天上、地下或海中，能滿足眾生所求所願。 

三足蟾蜍 主富貴吉祥、辟邪、賜

財富。 

據傳為月精，仍奔月嫦娥化。又傳蟾蜍如日中之三

足烏，故稱三足蟾蜍。民間相信「得金蟾者必大富」。 

貔貅 招財聚寶，轉禍為祥，

驅災避邪、加強好運，

保合家平安。 

《史記》：「貔貅，貙虎。《索隠書》云：如虎如

貔。《爾雅》云：貔，白狐。《禮》曰：前有摰獸，

則載貔貅是也。」460
 

與龍、鳳、龜、麒麟合稱為招財神獸，為古代五大

瑞獸。據古書記載，貔貅龍頭、馬身、麟腳、形狀

如獅，毛色灰白，會飛。一角稱為「天鹿」（天祿），

含天賜福祿之意；二角稱為「辟邪」，意即驅走邪

氣。相傳貔貅獨犯天條，被玉帝處罰只能以四面八

方之財為食，並且吞食萬物而不瀉。貔貅造型演變

成口大、腹大、無肛門，只吃不拉，象徵招財聚寶。

俗諺有云：「一摸貔貅運程旺盛，再摸貔貅財運滾

滾，三摸貔貅平歩青雲。」 

麒麟 象徵祥瑞 《春秋左傳正義》：「公羊傳曰：麟有王者則至無王

者則不至。孝經援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

言麟為聖王之嘉瑞也。」461
 

相傳仁德之世才會出現的神獸、瑞獸，為四靈之

首。漢．許慎《說文解字》：「麒，仁獸也，麋身牛

尾一角；麐，牝麒也。」長相形狀是麋身、牛尾、

馬蹄、魚鱗片、獨角、角端有肉，黃色。 

龜 象徵高壽 《春秋左傳正義》：「龜、龍、白虎，並為瑞應。……

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462
 

《述異記》：「龜千年生毛，龜壽，五千年謂之神

龜，萬年曰靈龜。」463
 

《本草綱目》：「龜、鹿皆靈而有壽。」464
 

                                                 
459

 八大龍王：《法華經．序品》列難陀龍王、跋羅陀龍王、娑伽羅龍王、和修吉龍王、德叉迦龍

王、阿那婆達多龍王、摩那斯龍王、優鉢羅龍王等為八大龍王。 
460

 〔漢〕司馬遷撰，《史記》卷一，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3。 
461

 〔周〕左秋明撰，《春秋左傳正義》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五十九，清阮刻十三經注疏本，

頁 1288。 
462

 〔周〕左大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

一，清刻十三經注疏本，頁 25。 
463

 〔南北朝〕任昉撰，《述異記》卷上，明漢魏叢書本，頁 3。 
464

 〔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卷四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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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長壽，因此龜也被用作占卜問吉凶。 

鹿 寓意吉祥，實現美好願

望 

《大戴禮記注》：「龜龍麟鳯所謂四靈。龍非風不

舉，龜非火不兆，鳯非梧不棲，麟非藪不止。」465
 

〈鐵拐李度金童玉女雜劇〉：「〔鐵柺云〕這裏是洞

天福地，但能到此吃仙桃飲甘露，伴猿鶴與龜鹿齊

壽。」466
 

鹿在古代文化中就被視為瑞獸神畜，尤其是白鹿，

受到許多民族的崇拜。在佛教故事中，鹿常以正

義、善良、吉祥的化身出現，如《九色鹿》描述九

色鹿是菩蕯化身，以救人于溺的善行感化差一點便

恩將仇報的國王，使到國王很自責，下令不得再逐

鹿，於是數千鹿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

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災害不生。」 

魚 寓意事業繁榮、豐裕富

足、昌盛、富貴、吉祥。 

魚游水中，暢通無礙。如金魚、金龍魚、都被人視

為風水魚。   

招財貓 舉左手招福、右手招財 流行於日本和臺灣。雄貓舉右手，象徵招財進寶，

帶來好運；雌貓舉左手，象徵廣結善緣，人潮滾滾。

檳榔嶼華人商店也順應潮流有此擺飾。 

植物財神   

金錢樹 寓意富足、高貴、祥

和、富貴榮華。 

澤米芋，學名 Zamioculcas zamiifolia，又名金錢樹，

屬多年生草本植物。葉片肥厚多肉、橢圓具光澤。 

如意樹 寓意吉祥、清凈、財

運；俱寶無漏、福智圓

滿、永生不死。 

據說處於極樂土之中央，繁葉似錦、重疊茂盛。 

金錢草 葉片長如銅錢，故稱。

寓意錢財滾滾。 

為報春花科草本植物過路黃，學名 Lysimachia 

Christinae Hance，中草藥。味甘淡微寒，可除濕退

黃，利尿通淋，解毒消腫。還可用來治療結石病。

世人認為此草非常了不起，比金錢還貴重，故稱金

錢草。 

發財樹 寓意吉祥、正財順利、

橫財就手。 

學名 Pachira macrocarpa, 音譯為「帕彩拉．馬科羅

巴」，帕彩拉的諧音讀成「發財啦」，於是就成為

寓意吉祥的「發財樹」。 

器物財神   

長壽瓶 象徵延年益壽 為無量壽佛的手持物 

密宗五寶 象徵一切珍寶 《陀羅尼集經》卷四：「金、銀、珍珠、珊瑚、琥

                                                 
465

 〔漢〕戴德撰，〔南北朝〕盧辨注，《大戴禮記注》卷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 50。 
466

 〔明〕臧懋循撰，《元曲選》鐵拐李度金童玉女雜劇，明萬曆刻本，頁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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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 

佛寶七珍 象徵平安、吉祥、好運

道 

《阿彌陀經》、《大智度論》卷十：「金、銀、琉璃、

頗梨(玻璃)，意譯作水晶、車渠(硨磲)，即白珊瑚、

赤珠、瑪璃。」 

如意 寓意吉祥、如願以償。 清《事物異名錄》稱之為「爪杖」，與日常生活中

的「不求人」搔背工具相似，其形態發展保留了

實用功能。另一種則強調吉祥含義，在魏晉南北

朝時期，即成為帝王及達顯要之玩物。 

《清史稿．奉觴稱慶》云：「乾隆十六年六十壽、

二十六年七十壽、三十六年八十壽，慶典以次加

隆。先期日進壽禮九九，先以上親製詩文書畫，次

則如意、佛像、冠服、簪飾、金玉、犀象、瑪瑙、

水晶、玻璃、琺瑯、彝鼎、甆器、書畫、綺繡、幣

帛、花果諸外國珍品靡不具備。」467
 

聚寶盆 象徵聚財聚福，資源豐

富。 

《今古奇觀》云：「一願得鄧家鋼山；二願得郭家

金穴；三願得石崇的聚寶盆；四願得呂純陽祖師點

石爲金這個手指頭。」468
 

相傳財源聚之不盡的聚寶盆為石崇、陶朱公與沈萬

三所擁有。漢代流行一則歌謠：「琉璃窗、朱漆門，

堂上供著大財神，大財神，出凡塵，三聚三散越王

臣；越王臣，富貴身，手裡捧個聚寶盆；聚寶盆；

聚寶盆，天下聞，財源滾滾滿乾坤。」469明朝沈萬

三，名秀，字仲榮，排行第三，故有所稱。據清．

褚人獲《堅瓠集》和明．周八龍《挑燈集異》記載，

沈萬三原為一名漁夫，夢見百餘名婢女乞命。次日

天亮，見一漁翁捕獲百餘隻青蛙正欲殺死，沈萬三

心中突感悟，於是買下如數放生到池塘中。青蛙通

宵達旦鳴叫不竭，沈萬三前往觀看，發現青蛙環聚

在一隻瓦盆，覺得奇怪便拾回家。一日，其妻無意

掉下一個銀釵在盆中，盆中竟然積滿銀釵，以錢銀

試之亦如此，因此沈萬三遂富甲天下。 

                                                

 (附表：01-04) 

   

 

 

                                                 
467

 〔民國〕趙爾巽，《清史稿》列傳一，民國十七年清史館本，頁 2695。 
468

 〔明〕抱甕老人撰，《今古奇觀》卷三十一，清初刊本，頁 400。 
469

 釋印旭、張家成著，《中國財神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12，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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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佛教財神的財寶觀 

 

世人喜愛財富，喜歡光彩耀目的金銀、瓔珞、珠寶、珍珠。財神行善布施，

為眾生散財，所以民眾都喜歡財神，崇拜財神，希望財神賜予福報。佛教常用佛

寶來形容諸佛菩薩，尤其西藏密宗的諸佛菩蕯，財神和財寶本尊也都是由各種稀

世珍寶飾身，用以形容諸神佛及法門的崇高尊貴，並且具有福慧圓滿之意。 

 

印度佛教漢傳，經歷了漢朝至東晉的發展時期，才在南北朝時期與漢文化習

俗融合貫通，經過不斷相互吸收，彼此借鑒而使到漢傳佛教在漢人傳統文化上充

實發展，終於在隨唐時期創造立說，並且在宋以降又經歷了儒化過程，最後形成

漢人傳統文化的一部份。漢邦華人對於幸福人生觀和心理需求，主要就是追求消

災得福、延年益壽、財運亨通等解决基本生存和生活的實際之道上，因此，佛教

也適應循眾從俗概念，通過各種佛教儀式為民眾求福、求財、求壽、求安適。許

多具有賜福降財神奇力量的財神就在民眾的祭拜中負起了吉祥、財富、幸福、成

功等功能性。佛教也認為求財之人，要懂得拜財神的本意，學會財神「捨」的精

神，才會有所得，這是佛教與世俗所持有不同的財寶觀念。 

 

佛教認為如果世間具足財富資糧，世人就會在智慧與慈悲的無上菩提心主導

下，成就智慧圓滿的佛果。為了滿足眾生圓滿世間福德的願望，佛教根據世人不

同的需求面，設置了許多財神和財寶本尊，賜予眾生財富和康寧。西藏密宗在十

七世紀一幅布本設色的唐卡中，繪了出藏密〈財神護法曼荼羅〉，其中為中央主

尊財神護法毗沙門，主尊下方為白財神及其眷屬、兩側為財寶天王即毗沙門天王

的化身。壇城第二圈有八個方位，有八位護法分屬八方，分別持有不同的器物，

第三圈繪有八位龍女，手托摩尼寶。壇城最外圈繪有四大天王，守護東、南、西、

北四方。唐卡上界還繪有金剛上師及歷代傳承上師的佛神之像。470
 

 

佛教財神信仰和民間財神信仰之間都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但是在求財祈福

的觀念上卻顯得南轅北轍： 

 

1. 世俗財神的出現，主要是商業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物質需求以及統治者維護政 

權的精神象徵；佛教財神卻是為了吸引信眾解决生活困境。 

2. 與道教融合的世俗財神都是積極入世的；而密藏財神卻是以入世手段作為出

世目的。 

3. 自然萬物和歷史英雄人物被神化為財神後受到民眾崇信可賜財祿、添福壽、

                                                 
470 唐卡：藏文稱 thang-ka 或是孤唐 sku-thang，興於西元八世紀。「唐」的本意是「平坦」，「孤」

的本意是「身體」，引伸為「佛神之像」。唐卡所繪可以是皈依境的壇城、本尊壇城、咒輪或是法

座壇城，可用筆繪、版印、緙絲、刺繡、織錦、貼花等形式。由於具有宗教象徵意義，故不能隨

意更改手印、持物和形相。唐卡〈財神護法曼茶羅〉可參考諾布旺典著，《唐卡中的財神》，西安：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6，2 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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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凶趨吉；藏密財神皆源自藏傳佛教，引導眾生覺悟財富的自在，捨一分得一分

利益、捨全部得一切，擁有無數的財寶可從事無盡的善行。 

4. 「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世俗求財祈福是為了私欲下的發財致富，

延壽平安；佛教卻是先滿足世人欲求，繼而為世人驅除貪念，達到福慧圓滿的結

果。 

 

    無論如何，世俗人性對於財神總是有所欲求的，從萬物有靈的角度出發，相

互產生交感自然會有所應驗，站在宗教道德和倫理規範的普遍價值觀上相信取之

有道，便是達到心中幸福美好生活所追求的目標了。由於各路財神所形成的財神

集團數量太龐大，故搜羅在民間財神信仰系列中的財神只是部份較為民眾所熟悉

的神明而已。 

 

第六節  檳榔嶼土地神文化的傳承 

 

   在五福神之中，就數財神數量最多，而且分類最為廣泛，足以證明「人無橫

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檳榔嶼華人的先祖大多是由明至清期間，因為恥仕清

朝、或具反清復明思想、或是清末經濟崩潰、政治腐敗、加上革命思想蔓延、軍

閥割據、戰禍頻繁，人民生活困頓，顚沛流離，於是民心思變，紛紛相率避難逃

亡，冒險往海外移殖，加上英人佔領檳榔嶼，大量招攬華人，從事開墾，因此許

多華人為了生計，冒險南渡應召而來，操木匠、泥水匠、金屬匠各業，並且有兼

為商人，店員及墾植業者，顯而易見，人類求生存之基本慾望和天賦權利就是對

於財富的渴望和生活安寧的追求是多麼的殷切。乾隆五十三年（1788），根據英

海峽殖地政府檔案記錄，華人登陸馬來亞的人數已佔全人口的五分之二以上，尤

其在檳榔嶼的丹絨（Tanjung）一隅之地，華人更是集聚成市後成為行政中心。471
 

 

十九世紀初，除自由移民之外，當時也有過番472謀生的有力壯年，由於身無

分文，甘心情願被賣「豬仔」到南洋。他們受到客販誘以甘言大利，但也不乏以

武力威脅者，招募南渡，在檳榔嶼、新加坡、吉隆坡、霹歷一帶發揮了刻苦耐勞、

勤奮不輟的民族性和傳統精神，並且展開一段人生的血淚史蹟。 

 

    由於族群利益的需求，回顧早期的華人社會，各同鄉會及各籍貫社團組織，

多從私會黨開始形成祕密團體，後期再紛紛組織成立宗親會、各姓氏公司、同鄉

會、互助社、會館，甚至是廟宇作為聯誼之處，並且在具有「民族熔爐」稱號的

社會中與當地巫人、印人、歐洲人、混種人和其他少數民族互助共存。 

    

                                                 
471

 丹絨：為檳榔嶼首府喬治市的市區，由各籍人土登岸後匯聚而居所形成的熱鬧城市。可參考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印，《馬來亞華僑志》，臺北市：華僑志編纂委員會，1959，頁 82。 
472

 過番：即出洋到番地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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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檳榔嶼華人大都來自閩、粵二地的閩南人、廣東人、廣西人、客家人、潮州

人、海南人、福州人、福清人和興化人以及閩粵以外各省的三江人。因此，有些

會館附設神龕供奉原鄉神明及先賢，遺風迄今猶存，其主要任務是興辦學校、救

濟同鄉、主持祭祀、建設桑梓、經營八墓及慈善事業、排難解紛，以及推展各種

公益運動，同時與廟宇文化性質略有相同，皆是文化血緣的重歸，異鄉心情的慰

藉。 

  

    檳榔嶼南渡華人的生活習俗大都保持一樣，不易被同化；土生土長的華人，

其智識程度雖然較高，生活不免受到洋化和本地色彩的影響，但是固有的民族習

性，如尊重倫理道德、勤勞儉樸的社會生活；一般禮俗、歲時節令、和崇教信仰

自由等傳統文化，仍然少有變化。 

 

源自於古代中國民間宗教信仰的土地神觀念的文化延續，檳榔嶼華人社會對

於地方財神信仰非常的虔誠，尤其是福德正神的信仰，經歷了區域性的變革後，

就是形成了今日百福千祿的財神信仰，從歷史脈絡來分析，可以釐清當時檳榔嶼

華人社會崇拜各類地方聖跡的土地神、大伯公和拿督公等神祗是地方社區的守護

神時的背景發展。雖然土地神、大伯公和拿督公，在眾神中的地位不高，祇屬於

地方性的小神，但卻與社區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接近，保護著人民的產業和財富

經濟。尤其檳榔嶼丹絨道光海珠嶼大伯公廟裡供奉著大伯公被尊為開山主、財神

爺、客家人最早移民的先祖，其信仰與華人聚落的發展歷史息息相關。 

 

一、 檳榔嶼唐番地主財神的時空演變 

 

道教《土地經》云： 

 

吾在山中為之山神土地．吾在鄉中為之田園土地，吾在人間為之住宅土

地，吾在寺院為之伽藍，吾在宮殿為之真君，吾在州縣為之城惶。 

 

顯而易見，土地神官職雖小，但卻無處不在，而且稱謂也不少。檳榔嶼華人

把土地神稱為福德正神、大伯公、伯公、本頭公、土地公以及本宅土地神等。原

始馬來民族所膜拜的「聖地之神」(Datuk Keramat)，也是屬於土地神，就稱為拿

督公，華人視為番邦土地神。山中土地神的坐騎是老虎，故與土地神同祀，至於

守護墳墓的土地神則被稱為後土。473各行業的信眾對土地神信仰，十分虔誠敬奉。 

 

土地神是先人在地方上有特殊貢獻，備受地方百姓愛戴，死後受後人景仰和

崇拜，故立廟紀念和供奉，也有自然萬物深具靈性，多次顯像其靈驗性而受到人

民敬奉，因此，各地區土地神由來的記載皆有不同。根據中國民間故事的記載，

                                                 
473

 參考《知識份子與社會文化》〈大伯公與華族民間信仰〉，增訂本全文在 2002 年初由孝恩文化

基金會在網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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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很久以前，有一名義僕，因主人出外行醫經月不返，小姐牽掛父親，於是央

求義僕帶她四處探訪父親的下落。一日，途中遇上大雪，前不著店，後不巴村，

兩人始終找不到棲身處。義僕將外衣除下給小姐御寒，自己最終卻凍死他鄉。就

在義僕斷氣臥屍之處，竟然出現「福德」兩個大字。後人為記念義僕的忠貞行為，

尊奉他為土地公神，請其英魂永遠掌管和保佑地方上的親善和睦。這可能土地公

又稱為后土、或福德正神的原因。土地神為地方性財神，能賜福延壽保平安。 

 

天地與自然萬物的崇拜皆來自社稷與農業的關係，古代君王祭祀「天、地、 

社、稷」，而土地公本就是天地之神，民間是不得祭祀的。後來土地公由自然之

神衍化為人格之神後，時空演變下，民間也開始祭祀。根據古書的記載，土地公

可以分為后土、土正、社神、社公、土地公、大伯公、福德正神等等稱謂。 

 

《孝經》曰： 

 

社者，土地之主也，土地廣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以為社而祀之，報功

也。474 

 

社稷，又是土地神與穀神之謂，百穀皆由土所生，象徵了土地具有多產的生

育能力，因此人類的生存與繁榮，仰賴土地的供養，社稷崇拜就自然成為民間重

要信仰之一。 

 

〔漢〕班固撰，《白虎通德論》曰： 

 

人非土不立，非榖不食，土地廣不可徧敬也，五榖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

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榖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475 

 

因此「社」或「土」都是指土地神，而「土」，亦指祭祀土地神的神壇。土

的概念，在廣泛集體的一面而言，所指的就是後土，即指地，與「皇天」相對應；

另一方面，土也有專一性與地方社區相聯繫的一面。周朝（約前 1027-前 265）

已制定社稷崇拜的祭祀，並且到了漢代（前 206-前 220）對於土地神的祭祀，更

是盛行，一直流傳到今天，在世界各角落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土地神的信仰。 

 

（一） 五方五土龍神與唐番地主財神信仰 

 

    檳榔嶼有宗教信仰的華人家庭，在遷新居或新遷入舊宅時，傳統上除了在家

裡安正神敬奉之外，也都會在神案底下安奉五方五土龍神和唐番地主財神的地主

壇，主要是招五方財寶進門，得中外貴人扶持。五方五土龍神與唐番地主財神，

                                                 
474 〔清〕皮錫瑞撰，《孝經鄭注疏》卷上，清光緖刻師伏堂叢書本，頁 15。 
475

 〔漢〕班固撰，《白虎通德論》白虎通德論卷第二，四部叢刊景元大德覆宋監本，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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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是家中的地基主，或地主財神，新馬一帶及檳榔嶼華人稱之為地主公，為

家庭守護神，司一家之禍福。 

 

    華人對於風水一向以來十分重視，當新房子動土興建時，勢必影響和驚擾到

東、南、西、北、中五方和金、木、水、火、土五土的神靈，因此新屋子落成，

一定要安定五方五土的神靈，使居家安寧，一家大小出入平安。 

 

元代佚名所撰《法海遺珠．五方安土符》云： 

 

符命吿下，某家五方五土、土公土母、五方鎮宅龍王、四時司命、十二月

建太嵗将軍，太嵗太陰，黄旛豹尾緑碧黄黒紫，一切神吏土司禁忌百靈神衆咸

凖。 476 

 

五方鎭宅龍王或龍神，就是指房屋座向所屬的山頭裡的龍脈，「山管人丁，

水管財」，故從代表著「龍」的山裡，尋找出龍脈，請出龍神，然後牽龍回家，

安定龍神。唐、番地主財神顧名思義，「唐」指唐人，「番」指原住民、馬來人

或非華人，華人的地域性觀念很強，加上民間宗教儒、釋、道三教組合，再加上

傳統習俗與功利思想，因此對於各方各族的神明都會十分尊敬。祭祀地基主時，

上清香五支及供奉鮮花、水果，禮敬五方五土神靈、前後地主財神保佑一家人出

入平安，並且庇佑家宅人丁興旺，「地藏天下寶，主納世間財」。 

 

（二） 蕃地拿督公信仰 

 

新馬華人把非華人的土地公尊稱為「拿督公」(Datuk Gong)，或閩南語的「籃

卓公」或「嗱啅公」(Nah Toh Gong)等等。拿督或公的本意就是受人尊敬的長者，

或居高位者，一般馬來人家庭稱呼自己的祖父或者爺爺也是 Datuk，拿督公原本

是馬來西亞原住民所信仰的地方守護神，其地位與地主神、山神和家中地基主地

位是有差異的，與華人所信奉的「大伯公」的屬性則略有相以之處，故也可謂之

神明之意。 

 

拿督公信仰是南洋原始土著的神靈、祖靈和守護靈的崇拜，無論入深山獸獵

或下海漁獵，都要祭祀拿督公。華人五千年以來都有祭祀土地神的習俗，因此，

初到僑居地時，或决定落地生根後便會入鄉隨俗，除了奉祀原鄉神明，也同時敬

祀拿督公或拿督娘(Datuk Mak)，祈求地方和睦，萬事順心順意。尤其是公寓式

大樓或組屋式大樓單位的居民，在大樓範圍內都會安奉華人大伯公或土地公以及

非華人的拿督公，作為鎮宅護民的地基主和賜福財神。根據人類學家陳志明的研

究心得，認為拿督公信仰是源自馬來西華人將原有的土地神信仰，結合了馬來人

信仰中的回教徒「聖墓」(Tombs of Muslim Saints)守護靈(Keramat)，以及傳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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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佚名所撰，《法海遺珠》卷三十， 明正統道藏本，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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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所產生的庶物崇拜而形成的一種具本土色彩的獨特信仰。477
 

 

自從回教成為馬來西亞國教之後，只信奉上蒼阿拉為唯一真神之外，拿督公

信仰便遂漸在馬來人宗教文化信仰圈中消失，反而成為新馬華人新興的地方性神

明信仰。民間相信某些地方發生靈異非常事件時，都是因為一些「靈」無人安撫，

和缺乏安身之所，所以都會竭盡可能建廟蓋瓦安頓這些地方性的「靈」，並且祈

求獲得庇佑。各種族人民基於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環境的差異，都會為這些

「靈」冠上不同的稱呼，巫人就稱之為拿督公。據傳聞，拿督公有青臉和紅臉之

分，青臉神祇兇神惡煞，脾氣暴燥，易降殃禍，一般出現在郊野偏遠地區；而紅

臉神祇和靄慈祥，祈求多如願吉祥，獲得地方上的居民供奉。 

 

相傳每一座深山野林裡，都有拿督公駐守，而且拿督公無處不在，凡是幽谷、

形成漩渦的海面、百年老樹或是長相奇特的樹木、奇形怪狀的巨岩、土丘、洞穴

等，可能都是拿督公安居之處。拿督公不是只有單獨一個而已，而是屬於群體性

的神明，據說是族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去世後，受到後人敬仰膜拜，其墳墓可能就

會發展為拿督公的神位，或是擇吉處而居，成為人民的守護之靈。凡信徒遇到商

場失利，情場失意或是投資失敗、旱災水患蟲禍等等，都可求諸於拿督公。 

 

華人社會賦予拿督公的形像就是一身傳統馬來服裝的打扮，頭戴宋谷帽

(Songkok)，手持奇利士短刃(Keris)或馬來手杖(Tongkat)，著傳統紗籠(Sarung)配

白色長袖無領棉織布衫，祭祀時可用鮮花、檳榔、栳葉、煙捲、煙草和水果，燭

臺上的蠟燭是白色的，並且還得燃燒甘文煙，使到香氣與煙氣裊裊，有助身心的

安寧與平靜，至於是否要以清香供奉，一般都看供奉的環境與民眾的信仰而定。

大體上，拿督公無真正形象，一般人只在空地上逢星期五下午朝天空祭祀，供品

就放置在空地上，但不能用豬肉，因為拿督公是回教徒；而大樓居民，一般都根

據華人供奉的儀式，為拿督公搭建袖珍型廟祠，掛上牌匾橫彩，甚至在周圍插上

三角形紅黃黑旗幟，並且燒香焚金銀紙和燃白燭供奉。結合華人的土地神崇拜，

這就是唐番地主合祀的觀念。 

 

二、 檳榔嶼福德正神信仰 

 

在十八世紀英殖民政府開闢檳榔嶼後，檳榔嶼華人在經濟社會結構上嶄露頭

角，發展穩定，各地廟宇、會館或者行會通常與關帝同祀的大伯公崇拜，開始跨

區域與跨社區整合成為華人共同尊奉的大伯公。 

 

檳榔嶼丹絨道光海珠嶼福德正神廟是全檳最早興建起來的一間大伯公廟，廟

                                                 
477

 參考吳詩興撰，〈傳承與創造：福德正神信仰與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

國文學系宗教與文化研究室印行，2011.12。作者考究拿督公起源，多數被視為源自傳統象徵聖

蹟崇拜的「科拉邁」(Keramat)的演變有關。這種聖蹟可以含括聖者、聖地、聖物和聖墓的崇拜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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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供奉的大伯公是三位患難相交的義兄弟，廟內並無立像。建廟之初，存在著錯

綜複雜的福建幫和客家幫的社群爭執，使閩南人和客家人之間因此而延續將近兩

個世紀的不和，導致分祠出現，分別在喬治市區內另創二廟，即大伯公街（King 

Street）的福德祠廟由永定、大埔、惠州、增城、嘉應等五屬的客家人管理，佔

地 9996 平方公尺，是海珠嶼福德正神廟傳衍的香火；本頭公巷寶福社福德正神

所主祀的大伯公，被視為檳榔嶼商賈的財富守護神，長期蔭庇檳榔嶼華人社會的

財富源源不絕，由福建人主持，佔地 1 萬 4865 平方公尺，都是歷史悠久的古廟，

每年各別舉行慶典儀式，不過仍視海珠嶼的大伯公廟為主廟。原籍五屬的客家

人，視海珠嶼大伯公廟為一個主體，由五屬客家會館派出信理員共管海珠嶼大伯

公廟的業權及舉辦祭祀活動。   

 

約乾隆年間的 18 世紀中葉時期，許多漢人不滿清廷異族執政，陸續離開自

己居住的土地，遠渡重洋南來墾荒。當時有一艘船隻在靠近檳榔嶼的南中國海海

域上，不幸遇到惡風浪而傾覆，當時有 3 名船客在海上掙扎求生存，幾經折騰，

歷盡千辛才攀上一艘殘破的小舢舨，安全登陸檳榔嶼的海珠嶼岸上。當時檳榔嶼

尚未建埠發展，三位落難客就是後來成為海珠嶼大伯公廟的開山地主張理、丘兆

進和馬福春。 

 

根據《馬星華人志》記載，遠在 1786 年 7 月 11 日英人萊特開闢檳榔嶼前，

島上只有 58 人居住，其中包括少數華人之外，簡直是人跡罕至。478曾任檳榔嶼

鍾靈中學校長的顧因明曾與王旦華英譯英作者書蠹（Bookworm）所著有關檳榔

嶼事蹟的《檳榔嶼開闢史》中撰寫了一篇序文提及：「萊特初抵檳島，居民 58

人」479。《馬來亞華僑史》也記載，馬來亞華民事務官巴素（Victor Purcell）博士

話說： 

 

一位姓邱的客家鐵匠、一位姓張的教書先生及一位姓馬的燒炭人，他們都

被尊奉為華僑的開闢者。480
 

 

所以合理推論當時張理、丘兆進和馬福春等已在此落籍。因為，在他們先後

仙逝之後，一座用以紀念他們三人的大伯公廟於 1799 年在海珠嶼興建起來，在

廟旁的一小塊園丘上還築有三位伯公的墳墓。所以，華裔史學者都認為他們是最

早抵達此地的華人先驅者。 

 

這三位先賢，經歷了生死一線間的搏鬥才活過來，因此深感人世無常，越發

對生命感到可貴，也對三人之間生死共難的友情彌足珍惜，遂結為義兄弟，依序

以張氏為長兄，丘氏排中間，馬氏稱三弟。他們三人在現在廟址的地點興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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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簡陋住所一起居住，平常在家便互相論道勵志，外出則和群眾一起講信修睦。

張理知識最豐富，所以對當地居民無法處理的問題都會釋疑解惑，並且授業傳

道，有教無類；丘兆進為鐵匠出身，亦學有專長，在荒僻的土地上，協助當地居

民造橋鋪路建築房屋修楫殘破的棲息之簷；馬福春過去曾經營炭窰，對武器製作

非常有研究，因此便為當地居民打製一些簡單的農耕器具和廚房用具和鐵製用

品，各竭所能去提昇當地居民的生活品質，深獲當地居民的愛戴和尊敬。 

 

有一天晚上，張理在岩石洞中打坐，竟然坐化。其遺體就被埋葬在岩洞旁邊

的曠地上，碑上刻有：開山地主張公之墓。不久，丘公亦歿，安葬之處就與張公

為鄰，碑上刻有：大城清兆丘公墓。嘉慶四十年，馬公卒，安葬在兩位義兄墳墓

的左下方，碑上寫著：永定福春馬府君之墓。 

 

檳榔嶼受英國統治後逐漸被發展，各族移民人數日增，大家都感受到張丘二

公的流風遺澤和三公之義，因此敬仰之心遞增，尊稱他們為大伯公，意即客家人

對長輩的稱謂，並且他們的事蹟也逐漸被神化。大伯公廟主要是讓信徒祈求祝

願，保佑出入平安、鴻運高照、東成西就、生意興隆、吉祥如意、獲貴人扶持、

財運亨通。 

 

檳榔嶼大伯公又稱福德正神崇拜，是脫胎於中國古代的社稷崇拜，南洋一帶

稱呼大伯公為大舶公、蕃舶主都綱、過蕃神、財神、水神、人格神、秘密會社龍

頭、社神、鄉土神等多重身分，甚至與拿督公、土地公，合為「三位一體的神」；

換言之，檳城的大伯公崇拜，雖然脫胎於中國古代的社稷崇拜，卻比傳統的後土

或社神崇拜還具多元文化內涵，因為這位客家大伯公不只是華人在檳榔嶼的開山

主，還是客家人的先祖，而且祭祀者皆來自不同籍貫的華人。大伯公在早期，也

被華人移民尊稱為「本頭公」，故本頭公巷的福德正神也敬奉為大伯公。檳榔嶼

丹絨道光（Tanjung Tokong）海珠嶼福德正神廟，興建在一個老漁村的最盡頭，

因此那個地方的馬來名稱為 Tanjung Tokong，即神廟存在的岬角。 

 

嘉慶巳末年(1799 年)，先賢胡靖就在張公坐化之岩興建大伯公廟以為紀念。

1834 年，五屬客族同鄉因為海珠嶼廟地面積狹小，加購相連地區的 1 依格又 30

方尺土地，定於每年農曆二月十六日慶祝大伯公誕。該廟曾於 1864、1909 和 1921

年重修，並於 1957 年重新修整正廟天門及公所辦室處的建築屋，維持到今天這

個模樣。這座海珠嶼福德正神廟結合了街屋、廟宇和戲臺的建築結構，成為檳榔

嶼華人發展的一個重要歷史見證。它曾是當地秘密會社建德堂的總部，過去一場

私會黨之間的鬥爭就在此發生，有鑑於廟宇曾是秘密會社基地，因此建成的廟宇

門樓並不顯得突出，防御性地隱藏在街屋圍合的廣場之內，並且由同慶社、寶福

社、清和社及福建公司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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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象徵經濟走向的請火儀式 

 

農曆新年期間，檳榔嶼有兩場備受矚目的神廟「請火」儀式，一場在海 

珠嶼大伯公廟，另一場在萬腳蘭清水祖師廟或稱蛇廟。前者的請火儀式逾百年之

久，儀式是秘密進行，不公開給觀眾參觀，但聞名遐邇，慕名而來者常把廟宇廣

場擠得水洩不通，而後者則是屬於社區性質，規模較小，歷史較近，並且是公開

予人觀看的。 

 

（一） 寶福社大伯公廟的請火儀式 

 

    寶福社大伯公請火的歷史源於十七世紀，由當時興建於 1844 年 12 月 31 日

的建德堂所推動，其背景是結合了當時秘密會社的組織，而請火儀式也是一項秘

密會社內部組織的儀式。基於英殖民地政府實施社團法令後被迫解散，改由 1890

所成立的寶福社繼承請火儀式的傳統。 

 

本頭公巷寶福社的福德正神或大伯公，於每年農曆元宵前夕都會在丹絨道光

海珠嶼大伯公廟舉行「請火」儀式，測定檳榔嶼全年上、中、下三季的經濟前景，

這是農曆新春最後元宵節前夕的一個盛大、隆重而又熱鬧的活動。遠在一百多年

前，馬來亞仰賴錫米和樹膠等天然資源發展經濟的時期，檳榔嶼是主要運輸港

口，當時福德正神大伯公的請火儀式 ，已深深影響著檳榔嶼華人社會的經濟走

向。 

 

本頭公巷的寶福社福德正神廟理事會同人會在元宵節中午舉行祭祀大伯公

儀式，由寶福社值年爐主、頭家與理事們向大伯公進行祭拜，下午二時半左右即

抬起香擔及大伯公金身，從寶福社福德正神廟開始出遊，抵達頭條路後，改乘特

備巴士前往丹絨道光海珠嶼大伯公廟內供奉上座，然後籌辦晚上的請火儀式。 

 

當天晚上十一時半左右，爐主、頭家及理事們就開始準備「請火」。「請火」

儀式沒有固定時間，「請火」的吉時是以海珠嶼海岸外的一塊礁石為依據。當潮

水高漲淹蓋過該礁石時，就開始舉行「請火」儀式。火勢的強弱與請火時間的快

慢沒有很大關係，有時迅速在幾秒鐘內便成功請火，有時卻得花十來分鐘才成功

請火。 

 

民眾大多在十點左右開始到廟裡焚上清香祈願，等到吉時一到，理事會同人

就會把善眾請出廟外等候，關上廟門，只留下理事會同人留在廟內幫忙。儀式結

束後，理事會同人會向外界公佈結果，然後重新把廟門打開，供善眾膜拜。 

 

寶福社理事會顧問林榮順說：「『請火』，其實是以前私會黨的一種儀式，

初期只供社友參與，完全不對外公開。寶福社的前身是保護福建人利益的私會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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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堂，到了 1890 年，英殖民地政府對付私會黨組織，建德堂才登記成為公開

社團寶福社。1900 年後，寶福社才跟膜拜大伯公的民間信仰牽上關系，而「請

火」儀式才開始向外公布請火結果。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檳榔嶼的

經濟仰賴橡膠和錫米出口貿易撐起，於是，「請火」儀式開始演變為預測橡膠和

錫米價格。現在，卻是預測國家經濟。 

 

由於是項儀式申請燃放鞭炮，因此，從晚上八時開始，每隔十來分鐘便有信

眾在廟前燃放鞭炮，當理事會理事將廟前鐵閘關上，熄燈準備進入請火儀式時 

燃放鞭炮和煙火的聲音響徹雲霄，2012 年的炮竹聲響更是逾 30 分鐘不停，空中

的七彩煙花也把整個天亮照耀得如同白晝。根據前往等待請火結果的善眾表示，

2012 年的鞭炮聲最響，而且人潮絡繹不絕，非常熱鬧。 

 

請火儀式結束後，清晨五時至下午六時左右，值年爐主、頭家、理事及社友

將會護送大伯公香擔，從主廟啟程前往各有關廟宇及預定社友俵家參春賜福，最

後停留在檳榔嶼城隍廟，並於元宵節晚上從城隍廟出發舉行大伯公神輦巡境遊

行，遊行路線沿崔耀才路、社尾街、打鐵街，緞羅申街、中街、土庫街、義興街、

椰腳街、牛幹冬街、賣菜街、新街、義福街、煙筒巷、港仔墘、遝田仔、打石街、

打銅仔等，再回到寶福社。 

 

林榮順表示，寶福社每 12 年舉行一次大規模的巡境遊行，所有與寶福社福

德正神廟有來往的神廟都會受邀參與遊行盛會。至於 2010 年是最近一次的大規

模巡境遊行盛會。 

 

（二）萬腳蘭蛇廟的請火儀式 

 

位於檳榔嶼峇六拜萬腳蘭蛇廟（Bayan Lepas Pengkalan Snake Temple）是一

間道教寺廟，建於 1873 年，又稱為青龍廟，原是一間清水師祖廟，名為「清雲

巖」，也稱作「興福宮」。廟宇建竣後，竟來了數條青蛇在廟中樑柱、神案、香爐、

燭臺、神龕上盤踞，也不傷害人，只食用案上供品，驅之不離。白天青蛇受嬝嬝

香煙薰得昏沈入睡，晚上才四處爬行，吞食信眾供奉的雞蛋，長期下來，已喪失

野生動物的覓食本能。據傳，每當清水祖師寶誕時，更有無數的青蛇從後山湧入

廟中，尉為奇觀，「蛇廟」之名就此傳開，享譽各地。時至今日，由於附近的森

林土地開發成自由工業貿易區，野生青蛇的數量已日益減少，因此廟方，借由人

工繁殖的方法，培育出一批小青蛇來，成為廟中特色。   

 

根據廟祝表示，興建蛇廟的地段，大約在 1850 年左右，原本就蓋有一座小

廟，廟裡供奉著一位具有治療疑難雜症非凡能力的祖師公。當時有一位英藉商人

在此地經商，居住在附近的一棟英式大洋房裡，由於長年痼疾纏身，屢治不癒，

令他十分懊惱。一次，經朋友推薦他到廟中求神治病，竟藥到病除，商人不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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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决定在回國之前把有關地段捐獻出來，作為興建廟宇用途，因此，就成為今

天的清雲巖。 

 

清雲巖供奉的清水祖師481，俗名陳照應，生於書香世家，為宋福建著名理學

家陳知柔的後裔，幼年即在大雲院出家，以「道行精嚴」聞名閩南，晚年隱居福

建安溪為僧，1109 年圓寂於清水巖，鄉人為紀念其造橋鋪路，求天降甘露和施

藥救人無數的功績，而立廟祭祀。安溪一名陳姓鄉人南遷到檳榔嶼時，就把家鄉

的清水祖師也傳衍到此。 

 

萬腳蘭蛇廟或清雲巖的「請火」儀式，過去一直都是以小規模形式在社區內

舉行，屬於地方性的「請火」儀式，近年來通過旅遊業發展的影響，才開始興盛

與熱鬧起來。「請火」儀式，每年選擇在清水祖師聖誕元月初六前夕舉行。初五

晚上，本頭公巷清河社理事們就相繼到蛇廟準備請火儀式，恭請該社的清水祖師

金身和神鑾到蛇廟，供奉清水祖師的忠應慈濟宮、西日落洞中雲岩清水祖師廟、

道壇達士館濟寶宮等也都會先後參與請火儀式祈求平安。清河社創於 1843 年，

請火儀式是先賢流傳下來的傳統，請火儀式後的香火將請回清河社供奉。 

 

這項儀式是完全對外公開的。「請火」時，廟宇內外都站滿圍觀的人群。等

到吉時一到，蛇廟同仁就把香爐裡的香枝撚斷，如數放入香爐中，並以扇子搧動

香頭，待火勢竄起時，就撒入大量檀香粉減緩上揚的猛烈火勢，然後再搧風，等

火勢再度竄起，就再次撒入檀香粉。如此重複 3 次，根據當時火勢的強弱，來預

測年頭、年中和年尾一年三季的經濟局勢。在「請火」過程中，民眾配合鐘鼓的

敲擊聲，連聲高喊「發啊、興啊、旺啊、旺啊！」推波助興，氣氛異常熱鬧，圍

觀群眾的心情也非常澎湃。蛇廟「請火」儀式，也從當地善信參與和民眾推動下，

發展成為遊客也會踴躍前往參觀的新年節慶活動之一。 

 

第七節  小結 

 

    人民以敬畏之心崇拜神祇，並相信神力是無邊的，人民主要是在心理上試圖

通過人神之間的溝通與互動關係，形成一個共同信仰圈而達到一種宗教文化的現

象。神祇信仰崇拜基於神話傳說、民間傳奇和歷代小說文本，隨著時代的傳播遂

漸演變，最後以民眾理想的世俗形像出現，並被賦予人間所需求的功能價值象徵。 

 

    另外一方面，檳榔嶼華人的先賢主要是源自於中國南部閩南與廣東省地區的

移民。為了生活而彼此通過結社組黨以團結同鄉，並通過宗祠、同鄉會和廟宇來

                                                 
481

 清水祖師：法號普足，俗名陳照應(1047-1101)，北宋時代福建泉州安溪高僧。由於在安溪清

水巖修道，被尊稱為清水祖師，民間俗稱「祖師公」或「祖師爺」。圓寂後，原屬佛教禪宗的清

水祖師，逐漸道教化，被安溪鄉民視為地方最重要保護神祇。其功績主要是造橋鋪路、施藥活人，

屢次求雨成功。 



 

194 

 

做為地方鄉親活動聯誼的塲所，同時更為了鞏固華人的在地力量，而秘密結社以

維護華人的利益和基本權力，因此，華人族群力量的凝聚就是通過華人節慶活動

的舉行和宗教力量的弘揚來維持。 

 

檳榔嶼南渡華人保持固有的民族習性，十分重視歲時節日習俗儀式與活動的

舉行。尤其是新年歲首的跨年儀式更顯隆重，送舊迎新，從此刻的舊時間越入新

時間，原有的空間也隨著神聖時間的轉移而有所淨化，跨入新的一年裡，華人都

相信新生命的重生，身體能量也跟著提升，一切都重新開始迎向美好的一年。 

 

檳榔嶼華人社會各階層最關心的便是在新一年開始的經濟走勢，更勝於政治

取向，因為由非華人當權，許多問題就會因為種族利益而一直存在著偏私與差異

的矛盾。華人認為自救才是上策，因此為了華文教育與文化的永續發展，唯有掌

握經濟命脈，才能透過集腋成裘的捐獻方式，保留華人族群文化的完整性。在居

住的人文環境、社區的民生方式、華人的歷史文化背景、傳統文化的傳承、社會

意識和經濟類型發展各方面、華人都希望通過人為的現實力量並結合神性的超自

然力量，充分保佑華人萬事萬順。 

 

    尤其在華人密集的生活社區，都會進行地方宗教信仰活動，敬奉和祭祀對地

方人民作出巨大貢獻的先賢和各方靈異的神明，並且興廟紀念，加以突顯其靈驗

性和神威性以及內部凝聚力。檳榔嶼華人通過生活經驗，對於各種能賜福、增壽、

添財、升祿、進喜的神明都非常尊奉，期望藉神明的力量，持久整合地方社區和

華人社會組織的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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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福德正神廟與青龍廟的請火儀式 

 

(圖 007-001) 張理坐化於此，被後人供奉為大伯公。 

 

 

 

 

(圖 007-002) 海珠嶼福德正神廟人潮擁擠    (圖 007-003) 燃放熣燦煙花 

 

       

 

 

(圖 007-004)福德正神廟內香火鼎盛       (圖 007-005)玉封至富財帛星君廟廟

主張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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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7-006)海珠嶼福德正神廟請火預測國內經濟走勢，外人謝絕參觀。 

 

 

 

 

(圖 007-1-001) 檳榔嶼蛇廟年初六清水祖師誕，信徒熙來攘往，非常熱鬧。 

 

 

 

 

(圖 007-1-002)廟裡的青龍盤踞不動(右下)，接受善信的香火和雞蛋供奉(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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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7-1-003)  善信把善心傳播給盤據在廟前石階上的伸手將軍。 

 

 

 

 

(圖 007-1-004) 萬腳蘭蛇廟的請火儀式顯示 2012 年檳經濟中季走勢最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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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臺灣文昌廟祈願福祿俱全。 

 

(圖 007-1-001) 拜文昌必備供品：芹菜、 

葱、糉子、菜頭，准考證、金紙、生果等。    (圖 007-1-002) 祈願牌。 

 

   

 

 

(圖 007-1-003) 文昌帝君聖像           (圖 007-1-004) 關聖帝君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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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7-1-005) 朱夫子聖像           (圖 007-1-006) 魁星爺聖像 

 

  

 

 

附件 9：檳榔嶼的五福財神和土地神 

 

(圖 009-1-001) 財神沈萬山            (圖 009-1-002) 武財神玄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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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9-1-003)五福財神               (圖 009-1-004) 玉封至富財帛星君 

 

   

 

 

(圖 009-2-001) 右手持短匕，左手握元寶的馬來拿督公已成為華人膜拜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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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09-2-002) 華人家庭對中外五方五土的地主財神和神靈都虔誠敬奉 

 

   

 

 

 

 

 

 

 

 

 

 

 

 

 

 

 

  

 

 

 

 

 

 

 

 



 

202 

 

第肆章    檳榔嶼華人春節與天公神話傳說 

 

檳榔嶼的地理名詞最早出現在明代永樂年間成書的《鄭和航海圖》中。15

世紀一部中國舟師所使用的《海道針經》(順風相送)也記載了從馬來半島的崑崙

島(Pulo Condore)到檳榔嶼的航線。檳榔嶼之稱謂根據前人傳下來共有兩種說

法，一是因為島上遍植檳榔樹，並且從檳榔嶼州旗幟上所繪的檳榔樹可見端倪；

二是島的形狀像一顆檳榔果實，所以檳榔嶼也被土著島民稱為 Pulau Pinang，即

中譯為檳榔島。 

 

1786 年 8 月 11 日，英國東印度公司代表法蘭西斯．萊特船長(Captain Francis 

Light )，從吉打州蘇丹手中取得檳島後，命名為「威爾斯王子島」(Prince of Wales 

Island)，把他首先登陸的土地稱為喬治市(Georgetown)，並使之成為英國最早在

遠東殖民的貿易自由海港。其實，早在萊特從中國及印度引進大量勞工開闢檳榔

嶼首府喬治市之前，檳榔嶼就已經是東西方貿易途經馬六甲海峽的重要海上航運

管道，它為往來航運船隻提供了良好品質的飲用水。檳榔嶼在英殖時期，建立了

深水碼頭並曾擁有自由港地位，將馬來西亞與全世界 200 個港口相互銜接，其自

由港的優越地位到了 1969 年被撤銷為止才消失殆盡。目前，檳榔嶼的經濟發展

全面轉向電子零件製造業以及旅遊業，其中仍保留部份農業生產。 

 

19 世紀末，南遷的華人受英殖民政府召募漂洋過海開始在檳榔嶼登陸，使

到島上的華人人口大幅度增加，奠定了今天檳榔嶼成為馬來西亞唯一擁有華人人

口較其他族群人口為多的州屬。英殖時期的馬來亞總督瑞天咸就曾經讚揚華人的

刻苦耐勞、剛毅不拔的性格和敏達的經商頭腦： 

 

馬來亞草創之初，全賴華人。得以平治道路，大興土木。華人首採各礦，

躬冒危險，以獲大利；然溼熱中人，死者無算。又能為冶工，為樵夫，……凡

公署，橋梁，鐵路等等，皆出其手。又能投資於此島，為歐人所不敢為。又善

經商，設輪船公司以通馬來亞各埠。又能招致工人前來，開發天然富源。482 

 

萊特也認為華人是居民之中最有價值者，他說： 

 

華人是吾等居民中最有價值者，男女兒童人口約占三千，操木匠、泥水匠、

金屬匠各業，兼為商人，店員及墾植者。彼輩僱用小舟，冒險至各地貿易，故

政府從華人中不須撥出費用，便可增加收人。483
 

 

                                                 
482

 劉繼宣、束世澂著，《中華民族拓殖南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臺一版，頁 131。 
483

 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馬來亞華僑志》，1959，臺北：華僑志編纂委員會編印，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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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特在檳榔嶼採取開發貿易與開發港口的政策確實大量招募大批華人，從事

開荒，同時也吸引了世界各地商人與移民的接踵而至，不同的族群文化及不同的

宗教傳播大大地影響了檳榔嶼。處於不同的時間點上，我們可以觀察到禪寺、佛

堂、廟宇、清真寺、印度廟、錫蘭廟、泰國廟、基督教堂、天主教堂等到處林立，

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們也都能和諧共處於同一個空間裡，以敬天畏神的崇拜之心

去歡慶彼此的宗教節日，最終形成今日具有獨特人文城市的風貌。 

 

尤其先祖是來自中國福建省的閩南籍華人，登陸蓬蒿滿目、地利未興的檳榔

嶼的同時，也把具有群眾性、功利性和民俗性的中國民間信仰傳承到海外，使到

這些傳統的世俗信仰也注入了海外地域性的特質。譬如歲時節令中的正月初九天

公誕，在閩南籍華人的思想裡具有重大意義，天公信仰的精神需求也是閩南人最

為重視的，因為他們相信天公顯靈護佑，才能使閩南人脫離滅村的險境，於是感

恩天公拯救，特定在每年正月初九天公千秋聖誕之日，舉行盛大隆重的祭天儀

式，期盼和寄託生活更加美好，同時也反映了華人文化價值觀念和閩南人在異鄉

求存的凝聚向心力。 

 

天公崇拜的根源產生於初民時代對大自然的畏懼和無知，經歷了遠古農業社 

會轉化到以工業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天公信仰始終展現出豐富多姿的形像，成

為民間信仰中諸神之首。本文將會分析天公信仰的來龍去脈、檳榔嶼華人對天公

的崇拜心理，以及華人春節正月初九檳榔嶼彰顯了姓周橋舉行盛大的祭天公儀式

熱鬧情况。 

 

第一節    敬天畏神的天公信仰 

 

遠古先民主要依靠狩獵和農業生產維持最基本的生活，生產力落後，物質要

求低下，而且對於先進科學知識的無知，面對大自然的變幻莫測，往往會引起豐

富想像力，尤其面臨許多無法克服的大自然災殃時，心理和生理自然會產生無名

的驚慌與恐懼，因此而引發出信天、敬天和拜天的信仰情結。 

 

直到農耕技術和狩獵工具有了重大的進步與發展後，遠古先民對於調度農作

物與環境、氣候上有了更多的認識，自然會去改善和提升較為優質舒適的生活品

質，但是，一旦面臨無法以個人力量解决的大自然災厄時，只好轉移目標希望藉

大自然的超然力量來解困，於是一種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就會從人民的想像中幻化

出來，並且支配著遠古先民的日常生活，繼而創造出超自然力量的原始天神崇拜

文化。 

 

遠古先民相信大自然的萬萬物種皆有靈性，也相信各種自然界的變化都是受

到天上神靈的神秘超然力量所支配，因此，大自然是宇宙萬物的載體，而主宰著



 

204 

 

大自然變化的就是天神，也即是諸神之首，而人類只不過是其中一個被觀察的物

種而已。這種超自然力量的天神崇拜文化，世代傳襲，影響深遠，一直以來成為

華裔族群天神崇拜文化的基礎，發展出具有地區特色的「天公信仰」。 

 

一、    天公信仰的淵源 

 

    遠古先民在觀念、信仰和習俗上一直都相信天地原本相通，神人相互往來，

卻因為人犯下嚴重過失，觸怒了天上的神靈，因此才會受到嚴厲的懲罰，從此絕

地天通。羅馬宗教歷史學家伊利亞德(1907-1986, Mircea Eliade)，就提出了遠古

人民的古老傳統信仰裡一直都相信天神、地鬼與世人原本就生活在一起的，自從

天地分離、人神相隔之後，人類就必須依賴世俗宗教舉行隆重的祭天儀式，然後

通過祭師作為靈媒的角色藉由天梯、宇宙樹、或是宇宙柱，攀登上天界與神靈溝

通，傳達訊息。484《淮南子．淮南墜形訓》提及大樹所形成的天梯時云： 

 

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來，目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485
 

 

《山海經．海內經》亦有提到山丘和建木是登天的工具：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舒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 

 

有九丘，以水絡之，名曰陶唐之丘、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

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衛之丘、武天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葉紫莖、玄

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

大皞爰過，黃帝所為。486
 

 

遠古先民感謝宇宙創造者的恩賜，對於超自然神秘力量支配下的天、地、四

方、萬物等都產生虔誠的崇敬之心。根據 20 世紀 30 年代的考古文獻資料和出土

文物的顯示，早在將近三萬年前的山頂洞人時期，其實就存在著「天國」的觀念，

主要表現在山頂洞人對死者遺骸的保存，似乎是經過刻意的處理，反映了山頂洞

人對於生死觀念有很具體的思考。他們在居住山洞的地下室擺放了死者生前喜愛

的物飾，和一種類似血液的紅色赤鐵礦粉，他們相信藉由這種粉末可以讓死者的

                                                 
484

 羅馬宗教歷史學家伊利亞德(1907-1986, Mircea Eliade)在他的著作”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us Symbolism”中提出宇宙中心柱的象徵意義時，認為遠古的傳統社會人民都相

信天上、人間和地下本就是相通的，神、人和鬼的世界可以相互來往。在印度吠陀教所舉行的登

天儀式中，會擺上一棵象徵宇宙樹的標誌物，具有天梯、宇宙樹或者是宇宙柱的象徵意義，祭師

會藉由此通道，抵達天上世界。這一個祭祀的地點就會成為神聖的宇宙中心點。古埃及的宗教也

有相類似的祭祀儀式，佛教和旨那教都接受神聖宇宙中心的觀念。”Images and Symbols: Studies in 

Religious Symbolism”, Kansas City, KS, 1961. 
485

 〔清〕郝懿行撰，《山海經箋疏》山海經第十，清喜慶十四年阮氏琅環仙館刻本，頁 161。 
486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2004.2，臺權版二刷，頁 44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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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抵達另一個世界生存。487以原始思維而言，人盡管死了，也是以某種方式生

活在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就是天國；488誠如《荀子．禮論》所說： 

 

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終始一也。489 

 

當遠古先民聚集部族以自然界各種物種作為圖騰的時候，就暗示著先民對於

征服大自然的力量已有所增強，擁有了神異動物或其他自然界神奇物種所賦予的

神力，並且懂得利用大自然資源的知識逐漸豐碩物資收成，因此，對於大自然的

崇拜也就逐漸過渡到人的身上。 

     

      (一)   殷文化的天人關係 

 

從殷墟的卜辭中，可以明顯觀察到殷商時期就存在著上帝與祖先神的上下關

係，殷人深信天上的神靈都是先祖的英靈，在宇宙最高主宰上帝的召令下組成類

似人間朝廷百官制度，司職四方，管轄大自然和天下萬物，因此虔誠地崇拜上帝

和祖靈，主要是祈望上帝和祖靈的神威能夠護佑部族強盛，世代昌隆，而且五穀

豐收。殷人所指的上帝就是天神，祂掌管了大自然中的風、雨、雷、電及四季變

化，可以令雨、降旱、春暖冬寒、夏熱秋涼；還可以降摧，破壞山林川澤及莊稼、

毀滅地上生靈，也可以賜福禳災，民生安樂，具有無上權力，且兼具了召喚自然

神的超常能力。卜辭中的自然神是殷人把始祖幻化成自然界的風神、雨神、雷神、

電神、植物神、動物神等或是把先祖幻化為部族神的結果。490從《尚書．盤庚中

第十商書》的內容所渉，更可以觀察到商王室把祭祀上帝、自然神和祖靈的權力

都絕對集中在殷商王、卜史官員或巫覡手中，殷商王祭祀先王時，群臣的先祖才

可以跟著享祭：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

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

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

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

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487

 黃也平著，〈從「方便葬」到「文化葬（土葬）」：中國葬文化的歷史過渡─山頂洞人的「葬式」

與中國葬文化的史前轉折〉，華夏文化論壇，2010 年，第 229-227 頁。 
488

 〔法〕列維．布留爾說：「對原始邏輯思維來說，人盡管死了，也以某種方式活著。死人與活

人的生命互滲，同時又是死人群中的一員。」見列維．布留爾的著作，《原始思維》，臺北市：臺

灣商務，2001，第 298 頁。 
489

 〔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禮論》卷十三，清光緒刻本，頁 268。 
490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暉在〈論商代上帝的主神地位及其有關問題〉中指出，商王在聯

盟時代，己經是天下盟主和各部族的共主，因此殷人所崇拜的上帝鬼神自然也成為諸侯方國所崇

拜的上帝鬼神。商王以神權有效統治諸侯方國，並且自認是日神帝嚳之子，帝嚳是至上神即上帝，

殷人都是帝嚳的子民。參閱商丘師專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1999.2，第 62-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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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 

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491 

 

卜辭中亦記載殷人稱上帝為高后，高后即日神帝嚳，祂是宇宙至上神，而殷

王則是受命最高主宰至上神之子，即日神之子；至於時王則都是神之子的嫡子，

擁有絕對神權能力，離開人世後都會回歸天上司職四方自然神，維持宇宙萬物生

長的秩序，循環更迭生生不息。 

 

  (二)   周文化的皇天上帝 

 

殷商文化傳承到周代，周人在接受夏商文化和信仰崇拜上帝的基礎上，更進

一歩將抽象的天歸化成與眾多祖先神融為一體的「天」，稱「天」為「皇天上帝」, 

也尊稱日神帝嚳為上帝。周人虔信「萬物本乎天，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

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492所以對「天」的祭祀顯得格外重視，並且慎重其

事地舉行郊祀作為對天的定位，郊祀儀式是周禮中最為隆重的。從《尚書．召誥》

一文中，反映了周人把「皇天上帝」仍然供奉到最高至上神的地位：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禦事。嗚呼！皇天上帝，

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

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后民，茲服厥命；

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493 

 

當人死後，靈魂就會回歸到天上，於是神鬼世界就和人類世界一樣受到宇宙

間某種自然規律的支配，神靈與人類世界因此而產生互動。西周政治家周公旦伐

紂時，就是借助〈天命論〉所說的「天命所為」而在思想上征服商遺民。另一方

面，周朝統治者更為了鞏固和確立世俗政權的有效統治，特美化神權來強化王

權，強調了統治者以厚德來與天的力量相配合，福國利民，所以上天是賦予人間

的仁皇最高職權來管轄天下萬民的。 

 

  (三)   戰國秦漢的天帝觀 

 

戰國時代各種學術和宗教文化興起，無形的天帝崇拜，一直到了戰國秦漢時

代受到道家思想的積極影響，才出現了神聖的面貌。無形天帝的至上神位置由天

上肉眼可尋的北極星所取代。北極星位於地球轉動軸上，因此，極眼遠眺北極星

的位置時，北極星似乎一直都是處於永遠不動的狀態，而其他恆星卻分別循著運

                                                 
491

 〔漢〕孔安國撰，【唐】陸德明音義，《尚書．盤庚中第十商書》卷五，四部叢刊景宋本，頁

52-53。 
492

 〔漢〕鄭玄注，【唐】陸德明音義，《禮記．郊特牲第十一》卷八，目部叢刊景宋本，頁 153。 
493

 〔元〕朱祖義撰，《尚書句解》卷八，清通志堂經解本，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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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軌道圍繞在北極星的周圍運轉不息。人間的秩序與官階制度恰與天空的情景相

互對應，北極星自然在民眾的想像中化身為天庭中最尊貴的一顆星辰。 

 

北極星稱為天極星又稱太一，根據《史記．天官書》載：「中宮天極星，其

一明者，太乙常居也。」494《天官書》索隱引《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

北極星。」495又引《春秋合誠圖》曰：「紫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496太一

為星名，是最尊貴至上的天神、天宮中的大帝和最尊貴的主神，祂也是孕育天地

萬物的本源。因此，北極星就在世人的想像中，化身為北極紫微大帝，居住在紫

微宮，成為天庭聖主，而運轉不息的群星就成為賢臣，受北極星所指揮，組成像

人間世界的宮庭官制，統管四方天界。 

 

根據歷史學者王暉教授考究認為太一來源於商代廟號太乙，它起始于保留濃

鬰殷文化傳統的楚國，後經西漢武帝頒布旨令，始由部族神擢昇為至上神。497屈

原《楚辭．九歌．東皇太一》曰：「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498屈原選

擇在良辰吉日裡舉行隆重穆肅和壯嚴神聖的祭祀儀式來禮拜楚人最高的神祗

「太一」和諸神，《章句》有曰：「祠在楚東，故稱東皇。」。王逸作注時亦云：

「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祀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499宋玉的《高

唐賦》也有云：「醮諸神，禮太一。」500太一，就是天上最尊貴的主神，受萬民

崇拜和敬仰。 

 

懼「天」的具體行為實踐過程, 產生於遠古人們生產能力和認識水準仍然低

落的時代，神靈的存在乃作為人類對種種祈望的設想；敬「天」卻反映了古民的

生態意識，逐漸提高，並且被統治者利用作為一種王權的象徵，最後演化為一種

民間信仰，成為一個族群的共同社會行為與生活方式，甚至是代代相傳的一種思

想觀念，構築成一種不斷傳承與發展的習俗文化。 

                                                 
494

 〔漢〕《史記．天官書第五》卷二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328。 
495

 〔漢〕《史記．天官書第五》卷二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328。 
496

 〔漢〕《史記．天官書第五》卷二十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頁 328。 
497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王暉在〈論商周秦漢時期上帝的原型及其演變〉一文中認為，北極

星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從夏商開始延至戰國秦漢時代，才被轉化為帝星、天極帝星。第一階段

是春秋時期，北極星和北斗星的地位不斷提高。《論語．為政》篇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共之。」《冠子．王斧》：「天子執一，以居中央。」為帝星準備了一定的條件。第二階

段是戰國時期，首先從南方楚國開始，北極星逐漸成為天上的主神。先籍古籍《文子．自然：「天

氣為魂，地氣為魄。……上通太乙。太乙之精，通合於天。天道默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

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明顯是一個天帝的形象，故《文子．下德》載：「帝

者體，太一。」從屈原的《楚辭》篇章中，可以明確看到楚人繼承了殷人文化。第三個階是西漢

時期，北極太一星經皇帝認可頒佈為天帝、天上至上神。從《史記．封禪書》中可以看到漢武帝

在人謬忌的大力推薦下，北極星才被確立為天上主神的。 
498

 〔宋〕洪祖興著，《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1，一版三刷，頁 78。 
499

 參考〔宋〕洪祖興著，《楚辭補注．東皇太一》，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1，一版三刷，頁

81-82。 
500

 〔南北朝〕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十九〈宋玉．高唐賦〉，胡刻本，頁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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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儒家學說進一步以現實關懷作為主導和激勵世人應以「人定勝天」的

積極態度問世，但也不曾否認天確實存在而「天命不可違」的事實。老莊道家學

說的價值觀念替世人塑造了比較完整的精神世界，以天道探討人道，並且把「天

人合一」的思想，成功轉化為中國傳統的文化主張。老子的的《道德經》第二十

五章記載：「天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反映了人生應任順自然，達

到天人合一的狀態，相信自然天是變化莫測，深具神秘性，而且天是「不可名」

的，卻與萬事萬物在對立之中相互轉化。 

 

儒家與道家對天的理解各異，對天的創造和詮釋儒、道二家分別作出新的涵

義闡釋，最後卻仍然把上天崇拜和祖先崇拜錯綜交織在一起，形成敬天法祖祭鬼

神的傳統宗教特徵，這也正是萬物有靈的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在民間充分發展的

時期，在民間型塑出對天神模糊概念的信仰形式，加上佛教的傳播，使到佛、儒、

道三家思想彼此在世俗中消融，不同的宗教信仰逐漸在不同的領域中作轉變，並

展開了世俗性的交融，注重社會功能與人際感情的投入，長期在廣泛群眾的思想

和信仰中潛移默化，影響著群眾的心理與觀念，最終演繹為民間的特殊信仰和歲

時節日民俗，且具備了濃厚的地方色彩。 

     

二、 上天信仰習俗的發展 

 

天上神靈生養天下萬物，與庶民的現實生活息息相關，庶民心中不只敬天，

還惜天，他們視日月星辰等天體、風雨雷電等自然現象為天，人間帝王代天行事，

所以帝王的律令就是無法違抗的天命。隋唐宋以降，時代隨著社會物質和精神生

活的變化而更顯得豐富多元，而庶民深受儒、道、佛思想的影響，對天的信仰更

加普遍，也豐富了民間宗教的信仰，事神已成為各階層人民日常生活和祭祀儀式

中的重要組成部份。除了由官方舉行例常的天神和祖靈的祭祀儀式外，庶民也對

崇拜的蒼天舉行祭祀，並且相應地為歲時習俗信仰和活動注入更多紛繁複雜的自

然神靈的祭祀儀式。上天無形的至上神開始在現實生活中，通過口頭傳說和宗教

信仰的崇拜，被賦予具體的形象，並與人間帝王巧妙地相互結合起來，《宋史．

禮志(二)》卷九十九對天人結合的詮釋為： 

 

元氣廣大則稱吴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托

之于天，故稱上帝。 

 

民間敬畏天，故有掛天燈、供天香的習俗，而部份朝廷官僚也會每夜燒天香，

擎爐默告，將晝日所為，於夜間裒斂，奏知上帝；至於皇帝也要在每天清晨上朝

之前燒天香朝天祭拜，這種尊天的行為已融入日常生活當中，成為民俗特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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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玉皇大帝的由來 

 

    「天」，在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的《說文解字》中的解釋：「顚也」、「元

始可互言之」、「顚者，人之頂也」、「至高無上」、「大而無二也」501，可以從中瞭

解天在遠古先民的思想中是居於最至高無上的地位，而且是獨一無二的。因此，

遠古先民對主宰天時的「天」有著特殊的敬意。設想天帝的至尊地位無與倫比，

具有無上的神威和權力，上握宇宙自然萬物的成長循環規律，下掌世俗國家的盛

榮頹敗、社會經濟的興衰起伏、人民的生死禍福，天帝信仰因此應運而生。殷商

時期，殷人善用龜甲獸骨占卜問事，向統轄天地的天帝探詢旨意。因此，天「帝」

與人「王」最早出現在甲骨文的記載上。從夏商周開始所形成敬天的傳統神聖宗

教祭祀制度就一直延襲到今天，祭禮雖然逐漸簡化，但是祭祀方式仍然被賦予豐

富的象徵意義，歷代的人間帝王都以天子身份與特權向天帝父親舉行祭天儀式。

天帝的出現雖是沒有具體形象的，但「據傳商王武乙曾製作偶人，稱之為天神。

漢代的匈奴則制金人為祭天主。元代蒙古人在房壁高處設置一塊牌位代表最高天

帝。明代祭天時則設有神位，長 2尺 5寸，厚 1寸，趺高 5寸，用栗本製成，稱

為圓丘神版，作為天神的象徵。」502，則反映了遠古先民對天帝形象的構思想像

和型塑。 

 

    東漢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天帝信仰在民間影響極大，無形無像的天

帝就被當時盛行的道教信仰逐漸具體化。「玉皇」之稱，最早見於六朝人所撰作

的道經《雲笈七籤》引《大洞經》說：「玉清文始東王金暉仙公號曰玉皇二道君。」

「玉皇道君」和「高上玉皇」等名詞也出現在南朝齊梁時期的道教茅山宗開創者

陶弘景所著作的《靈寶真靈位業圖》503中： 

 

      玉清三元宮 

      上第一中位 

      上合虛皇道君應號元始天尊 

      左位 

      (共九位略) 

      右位 

紫虛高上元皇道君 

      洞虛三元太明上皇道君 

太素高虛上極紫黃道君 

虛明紫蘭中元高上停皇道君 

三元上玄老氣皇元農君 

                                                 
501【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市：萬卷樓，2002.8，再版，頁 1。 
502

 居閱時、瞿明安主編，《中國象徵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山版社，2001.7，第 1 版，頁 4。 
503【梁】陶弘景等撰，《靈寶真靈位業圖 常清靜經釋略》外一種，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6，

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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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四極上玄虛皇元靈君 

三元晨中黃景虛皇元臺君 

三元紫映揮神虛生主真元胎君 

玉玄太皇君 

上皇道君 

玉皇道君 

清玄道君    

上皇天帝 

玉天太一君 

太上虛皇道君 

太上玉真保皇道君 

玄皇高真君 

太一玉君 

高上玉帝    

 

二者被排列在玉清三元宮右位第十一和第十九的位置。當時，當時玉皇的稱

號並非天帝，也不是至上神，僅是道教中的道君和天尊，至隋唐時期才被正式定

型，成為世俗信仰中所崇拜神格至尊的神祗。具體形象化了的天公形象，被裝扮

成身穿九章法服504，頭戴十二行珠冠冕旒505，手持玉笏，旁侍金童玉女，完全是

一副秦漢帝王的服飾。506這種由民間信仰所構思出來的神明界百官系統，正反映

了世俗帝國設官授職的體制系統。正如紀寶成所謂507，這是一種民眾精神文化的

生動展示，同時也是國家歷史積淀與文明性格的具體象徵。508玉皇大帝信仰的普

遍化情況還可以從唐代多名著名詩人的詩作中窺豹一斑： 

 

 

 

                                                 
504

 古代天子冕服上的九種圖飾：龍、山、華蟲、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見《書經．

益稷．孔穎達．正義》泛指多種圖案。 
505

 玉冠冕旒：玉冠，是古代最尊貴的一種禮帽，平頂，寬 7 寸，長 1 尺 2 寸，前圓後方。內紅

綠色，外黑色。天子的禮帽前後垂旒，以玉珠為之，天子白玉珠 12 顆，三公、諸侯青玉珠 7 顆，

卿大夫黑玉珠 5 顆。天子、公卿於祭祀天地、明堂等大型公共活動場合上佩戴。冠，表明了佩戴

者特殊身份和地位。可參閱：《續漢書．輿服制》。 
506

 可參考相關道教叢書，皆有記載。 
507

 紀寶成(1944.11.3-)：中國江蘇揚州儀徵人，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

兼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人大代表。著作有《商業活動論》、《發展與繁榮人文社會科學》、《世紀

之交的高等教育──規劃、體制與發展》、《轉型經濟條件下的市場序》、《中國古代治國要論》等。 
508

 紀寶成在〈中國傳統節日的價值在哪裡〉一文中，提出中國流傳至今的傳統節是，是中華傳

統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和生動的表現形態，它們集中體現了傳統文化的核心傎值，突出反映著

中華民族的心理認同， 廣大民眾精神世界的生動展示，也是家歷史積淀與文明性格的具體象徵。

原文原載 2004.10.6《北京日報》，現收集在中國民俗學會、北京民俗博物館編，《節日文化論文

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1，初版，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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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李白
509

 

 

天地為橐龠。周流行太易。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 

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羅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 

日月更出沒。雙光豈雲只。吒女乘河車。黃金充轅軛。 

執樞相管轄。摧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 

相煎成苦老。消鑠凝津液。仿彿明窗塵。死灰同至寂。 

搗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歷。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 

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 

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 

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游。思為玉皇客。 

鸞車速風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攜同所適。 

 

            醉後答丁十八以詩譏余槌碎黃鶴樓510
   李白 

 

黃鶴高樓已槌碎，黃鶴仙人無所依。黃鶴上天訴玉帝，卻放黃鶴江南歸。 

神明太守再雕飾511，新圖粉壁還芳菲。一州笑我為狂客，少年往往來相譏。 

君平簾下誰家子512，云是遼東丁令威。513作詩調我驚逸興，白雲繞筆窗前

飛。待取明朝酒醒罷，與君爛漫尋春暉。 

 

李白一生崇道甚深，而且一生都在追求個性的自由、由於現實與理想頗有差

距，加上仕途不得意，為了排遣精神苦悶，在意識上就會產生強烈的「不向金闕

游。思為玉皇客。」的神仙思想；同時李白的生命和生活的價值，是極端的愛恨

分明，因此，另一首詩中的「黃鶴上天訴玉帝，卻放黃鶴江南歸。」亦反映了詩

人所追求和不捨奮鬥的對像就是濃厚的道家思想和人間生活。 

                                                 
509

 李白(701-762)：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西南)人，隋末其先人流寓

碎葉(今吉爾吉斯坦北部托克馬克附近)。幼時隨父遷居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青蓮鄉，二十五

歲起，仗劍出蜀，開始遠游。他才華橫溢，在唐玄宗時期，詩名滿天下。後病死安徵當塗縣，葬

龍山。是中國浪漫主義詩人。 
510

 黃鶴樓：《圖經》云：「昔費褘登仙，嘗駕黃鶴還憩於此，遂以名樓。」 
511

 神明太守：《通典卷第三十三．職官十五．州郡下》：「漢景帝中元二年，……又黃霸為潁

川，以禮義教喻犯法者，諷曉令自殺，風化大行，以禮行尤異，增秩中二千石，徵為京兆尹，而

至丞相，復以禮義為治。」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以豪傑役使徏雲陵，少學律令，喜為吏。

武帝末入財為官。為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溫良有讓，善御眾，力行教化而後誅罰，令奸人去

入他郡，盜賊日少。《漢書．政文．卷八十九循吏傳第五十九》：「黃霸為潁川太守，吏民咸

稱神明。」 
512

 嚴君平(公元前 86-公元 10 年)：原名莊遵，字君平，東漢班固著《漢書》，因避漢明帝

劉莊諱，故改為嚴遵，蜀郡成都市人，為西漢成帝年間道家學者，思想家，精通《周易》，

卜卦極准。《漢書》：「卜筮於成都市，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513

 丁令威：晉．陶淵明《搜神後記》卷一記載丁令威駕升仙的故事。相傳丁令威為漢遼陽

鶴野(今亮甲附近)人，學道於靈墟山，後成仙化鶴歸來，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

中而言：「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壘壘。」比喻人事

變遷極大。 

http://baike.baidu.com/view/8317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6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1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1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628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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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花詩    韓愈514
 

 

      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拿。誰將平地萬堆雪，翦刻作此連天花。 

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 

長姬香禦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靜濯明妝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 

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也受儒、道、佛三教影響頗深，對於道家出世入俗思

想十分嚮往，「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可見道教至上神玉皇大帝

在從唐代開始便已經是普遍的民間信仰。 

 

界圍岩水簾（元和十年春月，自永州召還，經岩下）   柳宗元515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懸泉粲成簾，羅注無時休。  

韻磬叩凝碧，鏘鏘徹岩幽。丹霞冠其巔，想像淩虛遊。  

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  

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  

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柳宗元統合儒、道、佛的思想，關心政治，投身政治，有意繼承祖先的德行

與功業，對腐敗黑暗的政治有強烈的革新願望，但永貞革新失敗，被貶永州十年。

自永州召還之日，途經界圍岩水簾下，一時有所感觸，不對遭遇困厄奄蹇的經

歷作出鬱抑的傾吐，而是將還京敬謁皇上有如「仰謁玉皇」的虔敬心態表露無

遺，「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足見柳宗元的獨特藝術構思和忠君情懷。 

 

以州宅誇於樂天   元稹516
 

 

    州城迥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台。 

    星河似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 

 

                                                 
514

 韓愈(768-824)：唐代宗大曆三年至穆宗長慶四年，字退之，河南河人。郡望昌黎(今河北省昌

黎縣)，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官吏部侍郎，因稱韓吏部。諡號文，故又稱韓文公。與柳宗元是當

時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蘇軾稱讚他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八代為東漢、魏、晉、

宋、齊、梁、陳、隋)。 
515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河東郡(今山西省永濟市)人，世稱「柳河東」，因官終柳州刺

史，又稱「柳柳州」。著名文學家、思想家，與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並稱「韓柳」；與

唐韓愈、宋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與曾鞏並稱為唐宋八大家，他亦被尊為唐宋八大

家之首。 
516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陽市)人，別字威明，為北魏宗室篳卑族拓跋部後裔，

是什翼犍之十四世孫，唐穆宗時拜相，其詩平易近人，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元白」，早年共同

提倡「新樂府」。官至同中書下平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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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道教盛行，元稹在詩句中謂「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就

敘述了玉皇的來歷與自己的嚮往，以寬解之言和開闊胸襟，藉此體現其豪邁之

氣。 

 

夢仙   白居易517
 

 

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 

    羽衣忽飄飄，玉鸞俄錚錚。半空直下視，人世塵冥冥。 

    漸失鄉國處，才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嶽五點青。 

    須臾群仙來，相引朝玉京。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 

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 

卻後十五年，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驚。 

秘之不敢泄，誓志居岩扃。恩愛舍骨肉，飲食斷膻腥。 

朝餐雲母散，夜吸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輜輧迎。 

前期過已久，鸞鶴無來聲。齒發日衰白，耳目減聰明。 

一朝同物化，身與糞壤並。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營。 

苟無金骨相，不列丹台名。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 

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悲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白居易出身於寒素的小官僚家庭，早年南北飄流，了解到民間疾苦，一生學

道。「仰謁玉皇帝，稽首前致誠。」表達他對人生際遇的成功與失敗、吉凶禍福，

認定自有其因果關係。 

 

至於宋代子民對於玉皇大帝的崇奉更是不絕衰，據《宋史．禮志》云： 

 

宋真宗祥符五年（西元 1012年）駕詣玉清昭應宮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

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徽宗

政和六年（西元 1116年）九月朔復奉玉冊玉寶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

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518 

 

後來，道教徒更將「玉皇」正式轉化納入道教的神仙系統當中，作為強化道

教在民眾中的號召力。玉皇大帝在道教被尊稱為玉天大帝、玉皇上帝、昊天上帝、

天祖公、天帝、玉皇，一般又被民間信眾俗稱為上帝、天公、天翁，是至上神天

帝，相傳居住上界玉京，故以玉皇名之，上掌三十三天，統管天地人三界神祇，

下握十方即四方、四維、上下等七十二地，主宰胎生、卵生、濕生、化生等四生，

                                                 
517

 白居易(772-846)：字樂天 ，號香山居士，祖籍太原，後世遷居下邽(今西省渭南縣)，生於新

鄭(今河南省新鄭縣)。唐代現實主義詩人。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

樣，語言平易通俗。 
518

 〔元〕脫脫撰，《宋史、禮志第五》卷一百四，清乾武英殿刻本，頁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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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天、人、魔、地獄、畜生、餓鬼等六道的一切陰陽禍福，是萬物元始的至尊，

故又被敬稱為「元始天尊」，在道教諸神中，地位僅次於三清尊神。 

 

(二)  玉皇大帝的神話傳說 

 

    民眾奉祀玉皇大帝為神中的至尊，除了祂與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結構體系一

致之外，更是具有遠古天帝信仰的深厚根源。許多有關玉皇大帝的出身與來歷的

神奇傳說自然隨著信仰在民間產生和廣泛流傳。 

 

    相傳玉皇大帝本為光嚴妙樂國王子，是國王淨德與王后寶月光在晚年祈求所

得，自幼睿智而仁慈，於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生於王宮。後為眾生捨國赴普明

香嚴山中修道，功成超度，經歷過三千三百劫，始證金仙；又經歷過億劫，始證

玉帝。這個傳說版本與釋迦牟尼佛成道的故事頗為雷同519，可能是脫胎於此。根

據《高上玉皇本行集經》、《歷代神仙通鑒》和《搜神記》都有記載玉皇大帝的相

關來歷，其中差異不大。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記載： 

 

玉皇大帝乃昊天界上光嚴凈樂國王與寶月光皇后所生之子。出生之時，身

寶光焰，充滿王國。幼而敏慧，長而慈仁，將國中庫藏財寶，盡散施窮乏困苦、

鰥寡孤獨、無所依靠、饑饉殘疾的一切眾生。凈樂國王駕崩後，太子治政有方，

告敕大臣，俯含眾生，遂捨國赴普明香岩山修道，經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

初號自然覺皇，又經億劫，始證玉帝。520 

 

《歷代神仙通鑒》卷一中也有關記載： 

 

至昊天界，有國名光嚴妙樂國，其國王名淨德時王，妻寶月光王后，惟以

仁慈側隱加之國人，躬行五嶺未嘗少懈，直使民安物阜災害不興。但以年老無

子為不足。二真一入其境即知其誠心向道。勇猛黃老(即中黃子，初開天地時

五老之一)曰：因緣在是矣。元始曰：若以清虛至真之氣投聖德仁厚之身，托

孕成胎必生神明之子，定為三才之聖，上真以為如何?黃老點頭，即將碧玉瑤

                                                 
519

 佛教的開啟者釋迦牟尼（西元前 565 年～西元前 486 年），本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羅衛國（今尼

泊爾境內）的太子名叫喬達摩．悉達多，意為「一切義成就者」，屬刹帝利種姓。父為淨飯王，

母為摩耶夫人。據佛經記載，釋迦牟尼在 29 歲（一說 19 歲）時，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

諸多苦惱，捨棄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 歲時，在菩提樹下悟道，遂開啟佛教，隨即在印度北

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帶弘法 45 年。年 80 在拘尸那迦城示現涅磐。因父為釋迦族，成道後被尊稱

為釋迦牟尼，即「釋迦族的聖人」的意思。 
520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簡稱《玉皇經》或《皇經》，於南宋中期(約 1218 年左右)由梓潼帝君

託鸞降筆以救蜀難而寫成，凡有三卷五品，卷上〈清微天宮神通品〉、卷中〈太上大光明圓滿大

神咒品〉與〈玉皇功德品〉、卷下〈天真護持品〉和〈報應神驗品〉，共 12,036 字。 

javascript:linkredwin('《历代神仙通鉴》');
http://www.hudong.com/wiki/%E5%85%83%E5%A7%8B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531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7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7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95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26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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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如意吹口真氣此乃天外靈寶，遂變一嬰孩身。這時淨德時王在寢室中忽見祥

光照耀宮殿，作百寶色。有許多儀仗，護一九龍輦，浮空而來，中坐二翼人皆

施法象，上首高真抱一小兒面園耳大，眉清目秀，遍體毫光罩定。國王與王后

心甚歡喜，恭敬接禮長跪道前。二真曰：下愚無嗣願乞此孩為子，伏惟哀潤聽

許。黃老曰：此子根器不凡，必證無極高上之品，汝善育之，國王上前拜領，

二真從寶椅中托出遞給，國王雙手來接，重如山嶽，掙出一身大汗，恍然而覺，

是一夢，急召王后言之，所見相同。至此後，國王精神倍長，三年後王後生下

一聖明王子。自幼即舍國修道，經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曰：清淨自然覺

王如來。又經十萬劫，方證玉帝，總執天道之神。521
 

 

明刻本《搜神記》亦有相似記載： 

 

按聖紀所載云：「往昔去世有國名號光嚴妙藥，其國王者名曰淨德。時王

有後，名寶月光。王乃無嗣,嘗因一日作思惟；我今將老而無太子，身或崩滅，

社稷九廟委付何人？作是念已，即便 下詔諸道眾，於諸宮殿依諸科教懸諸

，清淨嚴潔廣陳，供養六時行道，徧禱真聖，已經半載，不退初心。忽夜，

寶月光皇后夢太上道君，與諸至真金姿玉質清淨之 ，駕五色龍輿，擁耀景旌

蔭，明彩霞 。是時，太上道君安坐龍輿，抱一嬰兒，身諸毛孔放百億光照,

諸宮殿作百寶色，幢節前道，浮空而來。是時，皇后心生歡喜，恭敬接礼，長

跪道前曰：道君言今王無嗣，願乞此子為社稷主伏,願慈悲哀愍聽許。爾時道

君答皇后言：願特賜汝。是時，皇后礼謝。道君而乃收之。皇后收已，便從夢

中歸覺而懷孕一年，於丙午歲正月九日午時誕于王宮。當生之時，身寶光穆，

充滿王國，色相妙好，觀者無不讚賞。 

 

  太子長成，才智敏慧而性慈善，于其國中所有庫藏一切財寶，盡皆散施窮

極困苦，鰥寡孤獨，旡所依怙饑饉殘廢一切眾生。仁愛和遜歌謠，有道化及遐

方，天下仰從歸仁太子。父王大加慶賞。爾後，王忽告駕崩。太子治政，俯念

浮生，告 大臣嗣位，有道遂捨其国於普明秀岩山中，修道功成,超度過是劫，

已曆八百劫身,常捨其国為群生;故割愛舉道。於此，後經八百劫，行藥治病，

亟救眾生，令其安樂。此劫已盡，又曆八百劫，廣行方便，啟諸道藏演說靈章，

恢宣正化，敷揚神功，助国救人，自幽及顯過。此已後再曆八百劫,亡身殞命

行忍辱。故捨已血肉，如是修行三千二百劫，始證金仙，號日清淨自然覺王如

來。」522
 

                                                 
521

 《歷代神仙通鑒》：初刻於清康熙庚辰年（康熙三十九年，1700），共分三集二十二卷，由徐

道撰卷一至卷十七，程毓奇續卷十八至卷二十二，是一部以通俗小說為載體的中國神仙大全，亦

名《三教同源錄》。 
522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淮南秦子晉編撰《新編連相搜神廣記》

─影印本，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16-17；〔明〕西天竺藏版七卷本．無名

民輯，《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全》─影印本，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9.11，初版，頁 14-16。 

http://www.hudong.com/wiki/%E5%9B%BD%E7%8E%8B
http://www.hudong.com/wiki/%E7%9A%87%E5%90%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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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佛教經典《梨俱吠陀》對民間信仰的玉皇大帝的頌詩也佔極大篇幅。

佛教經書認為玉皇大帝，即是帝釋天（梵文 In-dra 的意譯），音譯「因陀羅」，

本來是南亞次大陸神話中的最高天神，傳說帝釋天屬掌握雷雨的戰神，四大天

王為其部屬，523全身茶褐色，能變形，擁有劈山引水之力，統轄三界，被尊為

「世界大王」。根據佛經記載： 

 

釋尊下生時，帝釋天化現七寶金階，讓佛祖從天上一級一級地往下走，祂 

在左前方手執寶蓋引路，和右前方的大梵天合為一組。 

 

加入「諸天」行列後，和四大天王等平起平坐，並改稱為忉利天之主，居須

彌山頂之善見城： 

 

忉利天者，中翻三十三天，位於須彌山頂。須彌山中腰小，頂端寬大，山

頂四方各有八城，四八成三十二城，加上須彌山頂中央忉利天宮，共成三十三

天。忉利天宮即是善見天（又稱喜見城），是帝釋天主（玉皇大帝）所居處。
524 

 

《大智度論》亦云： 

 

迦陀國中有婆羅門，名摩迦，姓憍尸迦，有福德大智慧，知友三十二人，

共修福德，命終皆生須彌山頂第二天上，摩迦婆羅門為天主，三十二人為輔臣，

以此三十三人故，名為三十三天。 

 

《淨名疏》則曰： 

                                                 
523

 四大天王：又稱四大金剛。分別為「二十諸天」中第三天王北方多聞天王(Vaisravana)，又名

毗沙門，或施財天，精通佛法，以福、德聞於四方，是古印度的財神，住須彌山黃金埵，身為綠

色，空甲冑，古持寶傘或寶幡，左手臥銀鼠，負責守護北俱蘆洲。東方持國天王（Dhrita-rastra）

為「二十諸天」中的第四天王，慈悲為懷，保護眾生，護持國土，住須彌山白銀埵，身為白色，

穿甲冑，手持琵琶，是主樂神，表明他要用音樂來使眾生皈依佛教，負責守護東勝神洲。「二十

諸天」中的第五天王南方增長天王(Vidradhaka)，能傳令眾生，增長善根，護持佛法，住須彌山

琉璃埵，身為青色，穿甲冑，手握寶劍，保護佛法，不受侵犯，負責守護南瞻部洲。「二十諸天」

中的第六天王西方廣目天王(Virapaksa)，能以淨天眼隨時觀察世界，護持人民，住須彌山水晶埵，

身為紅色，穿甲冑，為群龍領袖，故手纏一赤龍或作赤索，看到有人敵對佛教，即用繩索捉來，

使其皈依佛教，負責守護西牛賀洲。《長阿含經》卷十八《世紀經》〈閻浮提洲品〉——佛告比丘：

「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曰（即北俱盧洲）。……須彌山東有天下，名弗於逮（即東勝神洲）。……

須彌山西有天下，名俱耶尼（即西牛貨洲）。……須彌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即南贍部洲）……。」

根據民間一般認知為持劍的南方增長天王代表「風」、拿琵琶的東方持國天王代表「調」、執傘的

北方多聞天王代表「雨」、而持蛇的西方廣目天王代表「順」，組合而成「風調雨順」。 
524

 須彌山(Sumeru)：是一座寶山，也是古印度神話中位仿世界中心的山，位於小千世界的中央，

由金、銀、琉璃和類似水晶的玻瓈構成，高 84,000 由旬，山頂為帝釋天，四面山腰是四天王天。

《長阿含經》卷十八《世紀經》〈閻浮提洲品〉——佛告比丘：「須彌山北有天下，名鬱單曰（即

「北俱盧洲」）。……須彌山東有天下，名弗於逮（即「東勝神洲」）。……須彌山西有天下，名俱

耶尼（即「西牛貨洲」）。……須彌山南有天下，名閻浮提（即南贍部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9%98%BF%E5%90%AB%E7%B6%9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9%98%BF%E5%90%AB%E7%B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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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葉佛入滅後，有一個女人發心為之修塔，另有三十二人幫忙。後以此因

緣，同生三十三天。那女人居中，即化為帝釋天，還有三位夫人，名為『園生』、

『善法』、『赦友』，與帝釋天一起修行。此天離地有八萬四千由旬，此天天

眾身長一由旬，帝釋天主身長加倍。此天衣重六銖，天壽一千歲，因居天距日

月更遠，故天上一日夜凡間一百年，折合人間壽為三千六百萬年也。此天眾食

淨搏食，有男娶女嫁之事，男女以氣行淫欲事。初生時如人類六歲樣，色圓滿，

自有衣服著身。此天中妙寶具足，有殊勝美好的樓閣、園林、浴池、階道等。 

 

   坊間亦盛傳幾個關於玉皇大帝的神奇傳說，其一是道教元始天尊的化身說： 

 

西元六世紀後期，道教為取代儒教的昊天上帝，同時要倣效佛教的法身、

報身、肉身的佛性三身說，故將老子神化為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的

三清說。 

 

其二傳言釋迦佛轉生再世為玉皇上帝： 

 

釋迦佛轉生後成為光嚴妙樂國王淨德時王的王子，成年後捨棄王位、入普 

明香嚴山中學道，渡化眾生，甚至割肉治病。歷盡三千二百劫後，始證金仙，

號曰『清淨自然覺王如來』。又經億劫後，就成為玉皇上帝。 

 

至於《宋代．禮志》則記載了俗世封建社會官僚階級制度被轉化為天庭百官

制度： 

 

宋朝真宗於西元 1012年10月告訴輔臣說他夢見神人傳玉皇指令要宋祖接

天命、以及要求在延恩殿崇奉玉皇。宋真宗醒後便佈告天下，崇奉天尊，過年

鑄造玉皇尊像，奉安於玉清宮。西元 1015年正月初九加封玉皇上帝為『昊天

金闕尊玉皇大帝』，後來又加稱『昊天金闕無上至尊自然妙有彌羅至真玉皇上

帝』，又稱『玄穹高上玉皇太帝』。宋徽宗政和六年（西元 1118年），又把玉皇

大帝的尊號增加，變成『太上開天執符禦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525 

 

根據歐陽飛編著的《諸神傳奇》，則描述了玉皇大帝卻是由一介凡夫所化身： 

 

玉皇大帝生前原是一個寨主，名叫張友人，又稱張百忍。話說盤古開天

闢地以來，天地間一切祥和，後來諸神開始爭鬥、人間荒淫無度，使得天地

三界大亂，太白金星化身為乞丐下凡準備尋找才德兼備之人來做三界大帝。

在張家灣，發現人稱「張百忍」的張友人，將寨內上下人事統理得有條不紊，

                                                 
525

 【元】脫脫撰，《宋史、禮志第五》卷一百四，清乾武英殿刻本，頁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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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為人和善慈悲，因此帶回天庭做了玉皇大帝。後來三界眾神仙紛紛陳請

共同推崇張百忍為「終身天帝」，共稱「玉皇」，又因玉皇是三界至上神，因

此又稱為「玉皇大帝」或「玉皇上帝」。 

 

明代小說家吳承恩在《西遊記》裡的玉皇大帝影響民眾頗深，筆下形容玉皇

大帝居住在「金光萬道滾紅霓，瑞氣千條噴紫霧」的靈宵寶殿裡，「南天門，碧

沉沉，琉璃造就；明幌幌，寶玉粧成。兩邊數十員鎮天元帥，……四下列十數個

金甲神人。」天上有三十三座天宮，又有七十二重寶殿，天鼓鳴時，萬聖皆會朝

拜王參玉帝。玉帝在上界統領天上諸神、地祗與人鬼。手下的武神計有托塔天王、

哪叱太子、巨靈神、四大天王、二十八宿、九曜星、五方揭諦等，文神則有李老

君、太白金星、文曲星、丘真人、許真人等；並且管轄著四海龍王、雷部諸神，

以及地藏菩薩、十殿閻君等等。526
 

 

    民間神明信仰有許多是屬於想像神，玉皇大帝為首的新神系列，是三教兼

融，古今匯萃，才能成為民間傳統信仰的根源和歲時節日民俗的活動，突顯出人

文節日的特徵。華人在生命歷程中，把個人和諸神活動的彼岸世界作出一個區

分，但又通過儀式慶典與諸神溝通，希望諸神賦予 

 

  第二節  檳榔嶼天公信仰的傳說 

 

從華裔民族本身的文獻和口傳歷史記載，清楚顯示出南遷華人族群由於原始

農耕文化的影響，塑造了華人敬天畏地、崇拜萬物的價值觀與人文精神，並且完

整地保存在華人族群的文化體系當中，尤其華人在異域為了生存權益，在多元種

族的多元文化混雜之下，固守族群文化的強勢，並嘗試與本土多元文化因素融化

結合，使到習俗、儀式與信仰在歷史進程中發生稍微的變化，與傳統的「漢人文

化」顯示出略有差異，通過檳榔嶼多樣經濟形態的發展及自然生態氣候條件的不

同，形塑出另一番具有地域性民間信仰文化的新面貌。 

 

檳榔嶼華裔族群在慶祝傳統華人春節的同時，從春節的慶祝儀式中就可以洞

悉到華裔族群在活動中所反映的深刻蘊涵。華裔族群族隨著生活節奏，緩慢地前

進時，生命的鏈條正緊緊銜接著華族群聚生活的原始源頭，雖然有些東西會逐漸

消失，但是也有一些東西正在堅韌地延續著，使得華人在生活中永續保存著文化

的根在縱橫成長，而且傳統習俗文化的傳承，更是依賴著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命去

延續、發揚、詮釋和感受。 

 

    華人春節中的正月初九，正是檳榔嶼福建籍華人認為是比大年初一還要盛大

的敬天日子，並且在華人的具體文化空間發揮著經典的作用。這也是福建省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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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吳承恩著，《西遊記》上、下冊，臺北市：聯經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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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華人對其價值的認同所達到一種共識結果。閩南籍華人在社群的民間信仰文化

中對天公於正月初九解救了福建省沿海村莊鄉民厄難的傳說，深信不疑，不只影

響著福建鄉民的精神世界，也深刻影響著他們的信仰形態。對天公信仰的崇拜，

正是福建鄉民在血緣與地緣關係上，為自身的現實存在和發展所引發的信仰527，

並且以獻祭和祈禱等行為來取悅這至高無上的主宰，祈求恩賜和庇佑。 

 

    天公誕的慶典，是檳榔嶼福建省華人社會群體逾 200 年來的一種民間信仰支

配下的習俗活動，它是華人社區的庶民世世代代流傳下來的傳統民俗信仰。天公

是誰？祂如何解難救厄挽回了福建沿海村莊鄉民的性命？天公神話傳說如何完

整建立在福建華人社群的虔誠信仰之中？天公誕慶典活動儀式為何特別彰顯在

姓氏橋上？在歷史變遷和多元族群生活習俗的差異存在下，是如何通過社會的排

斥與接納過程，保留了其穩定傳承的延續性？從以上觀點來看，本文將會通過研

究分析和田野調查來顯示出其重要的文化特徵。 

 

      一、  閩南人的天公神話傳說 

 

伴隨著農業生產月令活動的產生和宗教信仰的影響，節令文化也隨著逐漸形

成，各種節令如除夕、元旦、人日、元宵、寒食、端午、七夕、重陽等轉化成為

華人社會中一種充滿世俗情趣的風尚習俗，並且與許多歷史、傳說、神話人物，

道教神、民間諸神和民間信仰等聯上關係，各種宗教神明的千秋聖誕也跟著確立

下來，歲時節日風俗節令活動如道教和佛教界諸神佛的千秋聖誕及相關節日也滲

入佛教與道教的儀式內容。歲時節日活動從過去的迷信、禁忌、祓禊、禳福除厄

的嚴肅氛圍，在經濟繁榮發達，文化昌盛與中外文化交流之下，轉變成充滿娛樂

性，活動內容也紛呈異彩，反映了民眾豐富的生活情趣和現實的精神面貌。 

 

每年正月初九定為天公誕，是天上最高神祇玉皇上帝的誕，閩南人俗稱為「天

公生」，即天公的生日，是福建廈門民間一個極為隆重的節日。檳榔嶼的華人先

民半數皆從福建省南部沿海一帶移民遷居，所以也順理成章地把民間信仰和歲時

節慶中的天公誕一併傳承過來。閩南華人如此重視這一個節慶，而且還盛大隆重

地舉行慶祝儀式，原來是有一段傳說淵源的。 

 

這個傳說是流傳在馬來西亞華人的圈子中，從孩子聽大人講述開始，又傳述

給下一代的孩子聆聽，其中的故事敘述性濃厚： 

                                                 
527

 英國人類學家 J. Goody 認為：「宗教崇拜對象，即『非人的媒介』，它是人類社會血緣和地緣

上的群體為自身現實存和發展而引發的對於人之外的各種力量（包括自然客體本身、自然現象、

自然力量以及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由於信仰自然會產生宗教行為，正如 Jack Goody 所說的：

「即『以人的模式而祈求』，也就是所謂的『崇拜活動』，指在宗教信念支配下的社會群體，以言

語表述和身體動作這些力量的行為表現。」參閱：Jack Goody, “Religion and Ritual : The Definitional 

Problem, I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960):157.，轉引自蒲幕州，《追尋一己之福──中國古

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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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候有一名孟將軍，是一個言語專家。他只要到某個地方，喝了當地的

水，就會講當地的話，所以，他就以這門本事辨別漢人。可是，當他到達福建

省的時候，部下竟然拿了外省的水給他喝，結果他就完全不懂得講福建話，也

聽不懂對方的語言，因此誤以為福建鄉民不是漢人，而下令大開殺戒，導致福

建鄉民枉死無數。大難臨頭的福建鄉民，急忙攜家帶眷逃命，逃到一大片蔗林

裡躲藏。 到了大年初九那天，從外省運來的水喝光了，孟將軍才喝到福建的

水，會講起福建話，這時他才知道鑄成大錯了，馬上下令封刀。福建鄉民認為

是天公顯靈，才僥倖逃過大刧，於是即刻向天跪拜，同時對蔗林的掩護也感激

不盡，向蔗林祭拜。每年正月初九凌晨鄉民都會用帶葉的甘蔗來祭拜天公感謝

救命之恩。 

 

至於發生在唐朝的天公傳說則是： 

 

相傳唐朝黃巢的軍隊曾在農曆新年間從北方前往南方，北方軍隊在途中遇

上服飾與語言不同的福建居民時，由於聽到這些居民自稱是「狼」（為「人」

的福建讀音）而被誤會遭追殺。面對北方強軍，福建居民沒法頑抗，只好紛紛

逃到甘蔗園內躲避。一直到北兵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時，殺戳才停止，僥倖僅

存的福建人才能走出庶園，回到家園。他們把走出蔗園的日子，即正月初九日

認為具有重生意義，是獲得天公庇佑新生的一年，因此家家戶戶皆為這一天的

新生而歡慶，於是成為風俗。因為躲在甘蔗園林才能脫離災難，故以整株的甘

蔗祭拜天公感謝天恩。  

 

  另外還有幾個相渉的天公傳說都發生在明代，從民俗傳說和民俗故事集中都

有記載，而廣泛在筆者童年時代時便已由長輩口傳敘述下來。其一： 

 

傳說明朝時期，民間都在歡樂的慶祝元旦的降臨，當時正值倭寇在福建沿

海一帶橫行，殘害無辜鄉民，殺人放火，搶奪財物，鄉民扶老攜幼匆忙爭相逃

躲。在黑夜中逃至一處偏僻郊野時，眼見倭寇隨後即將追上，大家一陣驚慌失

措，突然看到前面出現一大片庶蔗園，鄉民便相繼逃入蔗林躲避，竟然避過倭

寇，逃過鬼門關。這天正是大年初九，逃出生天的鄉民都認為是天公救命，於

是每年的大年初九凌晨便祭拜天公，以謝救命之恩。而拜甘蔗也具有不忘蔗林

提供了藏身之處，躲過災厄。 

 

其二，是筆者的中學華文老師陳金玉所講述的一個故事版本： 

       

相傳在明代，北方有個將軍率領部隊南下剿匪，入夜途經福建沿海一帶的

鄉村，碰到村民時，便查問可有見到匪蹤，由於將軍操北方腔，鄉野村民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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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便以閩南語音大聲反問：「啥啦？」(閩南語發音類似「殺啦」)將軍一聽臉

色驟變，以為村民是匪徒黨羽，是要「殺」他，即刻行動，把村民殺了，然後

指揮軍隊殺入村中，村民遭突如其來的致命攻擊，措手不及，慌忙逃命，躲入

一大片茂密的甘蔗園林中，避免官兵的搜捕和殺害，當時已值午夜時份，天色

一片漆黑，不見月色和燈光，伸手不見五指，將軍人生地不熟，且瞭解「歸師

勿掩，窮寇莫追」的道理，恐怕其中有詐，只好退兵。村民渡過漫長一夜，次

日，得知將軍已經拔隊離開，此際總算安全脫險，莫不喘了一口大氣，大家都

相信是天公顯靈拯救了村民性命，而這一天恰巧是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的聖誕，

因此，每年正月初九凌晨，福建沿海一帶的村民都會虔誠地舉行敬天的祭祀儀

式，同時也會擺上兩株帶葉甘蔗以示不忘蔗林救命之恩。 

    

  另一則是流行於潮州汕頭一帶地區的傳說： 

 

明朝著名抗倭名將戚繼光，長期在東南沿海一帶，掃蕩侵犯潮汕的倭寇

和海賊。嘉靖四十三年的除夕夜，倭寇大舉入侵潮汕沿海的村莊，村民在圍爐

夜聞訊舉家逃難進入村莊附近的庶田避禍，戚繼光獲知情知，立即率兵迎頭抗

擊倭寇，歷經 8天 8夜的浴血奮戰，終終把入侵倭寇歼滅。初九大清早，警報

解除，逃散的村民紛紛走出庶田回到家園，心裡感激天公救難，也感激戚繼光

的抗倭，除了每年天公誕以連葉甘庶，也煮甜湯丸慶祝團圓，同時也祭拜陣亡

的兵士，此一習俗代代相傳至今。 

 

傳說故事的年代大致都發生於明代，具有歷史人物作為重要陪襯以添加其內

容的真實性，而在民間盛傳開來，都注入了當地的風俗和信仰等文化因素觀念形

態的傳承，它汲取了民眾的生命力和生活經驗，更發展出其獨特的社會價值觀，

因此，傳說故事的背後自有其深刻意義存在，民眾把宗教感情、社會傳聞與現實

環境的變化寄托於崇拜神明的精神基礎上，並且通過個人的思想方式，創造出隱

含了神性的核心要素，使到故事的內容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形成具有神話思維的民

間傳說。 

 

第三節   天公誕與姓氏橋橋民的淵源 

 

檳榔嶼華裔先民自 19 世紀後為了經濟理由而南遷，與其他種族混合雜居，

正由於自然環境和混合雜居的情况，對族群的文化特質不其然起了决定性作用。

福建鄉民落籍檳榔嶼，自然也將原鄉的習俗和民間宗教信仰也一併傳承過來，因

此閩南人大事祭祀的天公誕得以傳入檳榔嶼，並且率先在檳榔嶼海墘地段發展起

來，而海墘地段興建起來的姓氏橋，則是福建華人勞工的發跡地，因此，天公的

傳統信仰與橋民之間自然會因地緣關係密切結合，並且順著信仰的發展而日益興

盛起來。華人載負了中國文明移民海外，並世代傳襲，較完整地保留著他們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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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無形中也彰顯了其相對性穩定的文化特質。 

 

姓氏橋成型於 19 世紀末，是福建人的發跡地。在這之前各姓氏華人群聚形

成小社區的現象早已存在，1882 年沒有神話色彩作為背景的姓氏橋，卻是南渡

華人為了討生活而經歷了千辛萬苦、涉險犯難、抵達一個陌生的國度裡以生命和

血汗交織出的一個平凡而真實的人生際遇以及謀生環境。 

 

由於姓氏橋是海上各宗族姓氏村落，迄今還保存了原鄉宗族村落的特徵。這

種具有血緣、地緣和業緣的水上人家，反映了橋民與橋民之間的嚴明分界線，以

及各橋民之間那強烈的內部凝聚力和排他性，使得各姓氏橋橋民擁有穩定的家族

內部結構，在海上操作佔得一定的優勢。橋民的集體奮鬥成就和遺留下來的歷史

價值，被古蹟保護及文化工作者發掘，向政府提出申請，將姓氏橋列為活的歷史

古蹟，並於 2008 年 7 月 7 日獲得世遺委員會同意讓檳榔嶼喬治市區內的姓氏橋

得到世遺的地位，因此可以看出它潛伏著極大的生命力。 

 

橋民定居之後，把家鄉的傳統習俗和民間信仰都完整地保存下來，尤其是歲

時節日正月初九的天公誕，更把橋民的習俗與本土的風尚繫上了一根永遠都解不

開的情結。天公誕的祭祀儀式更是吸引了海內外觀光客的好奇心。其中以橋民人

口最多也是主要開放為觀光景點的姓周橋最為熱鬧。姓氏橋的成立以及橋民如何

在新春正月初九隆重歡慶這具有非凡意義的天公誕節日，將在本文內追本溯原。 

 

一、   檳榔嶼姓氏橋緣起 

 

檳榔嶼建埠只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打從 1781 年萊特開闢檳榔那一刻開始，

「這位信奉阿當斯密《富國論》的上尉，就決心採用他的自由貿易政策將檳榔變

成一個自由港。」528，公開召募勞動人力。當時許多來自中國南部沿海地區的華

人因為社會經濟變遷、政局內訌外患，嚴重影響民生，造成國內流動人口大增，

爭相逃生遷移到海外的人口也不斷持續增長。勞動移民和逃生難民絕大部份是男

性，因為響應英殖民地政府的召募而相繼湧入檳榔嶼當建築工人。他們從原鄉漂

洋過海之際，從家鄉攜帶在身邊的，除了乾糧、飲用水、替換衣服、少許錢財及

證明身份的文件之外，更是把家鄉的一掇泥土、貼身護符，甚至是家鄉的守護神

像也一併帶在身邊，以求一路順風平安。 

 

    這些從福建南部沿海一帶遷移過來的勞動人力又被稱為「南洋苦力」，在檳

榔嶼上岸後，各同鄉子弟在人地生疏的環境下擇地聚集寄宿，為了賺取蠅頭小

                                                 
528萊特採用他的自由貿易政策，利用檳榔嶼的優越地理位置，將檳榔嶼改變成為一個自由港，目

的是要通過國際貿易作為主要經濟命脈，英政府並無先例可循，因此沒有反對或鼓勵這項政策的

實施。參考謝詩堅所撰寫的〈喬治市與自由港〉，刊登於 2009.1.13 光華日報 A10 國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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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謀生計，大部份時間都枯守在海墘，529用木板或鋅片自築臨時遮棚，擋風

蔽雨，等待轉口貿易商船進入海港時，搶先剗動舯舡靠近商船協助上卸貨物，有

時也因此而發生利益衝突，互相械鬥各爭地盤形成小集團或淪為幫派。他們皆以

賺錢為最終目的，因此衣錦返鄉是最主要心願。不過，有者因為失敗而被迫滯留、

有者適應當地生活環境而遷移定居、也有人因為夢碎含恨返鄉；有意定居者通常

會返鄉攜妻帶眷移居、亦有人乾脆在新環境裡開始新生活。南遷的華裔族群基於

語言、傳統、宗教、歷史與經歷，都存有某種程度上的集體意識性，因此，同鄉

之間自然都會歸屬同鄉的社群組織。530
  

 

    這些海上人家因勢利導從「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惶不擇路，貧不擇妻」531

的基本生活條件下努力奮鬥，並且把立足空間擴大，召集同姓鄉親群策群力，爭

取更有利的生活空間和生存條件。當他們決定擇橋定居，落地生根的時候，每一

條橋都烙上了原藉鄉民的姓氏，隨著時間、空間和橋民的記憶，把橋的規模給用

心的經營起來。 

 

一個象徵華人社群團聚意義的姓氏橋就濱海而建，可是時常因為經濟利益瓜

分的不均，導致各姓氏橋橋民之間的感情失和，彼此敵對，甚至不斷引發械鬥事

件，形成不同姓氏橋的橋民之間不再互動，甚至嚴禁往來，無形結界就籠罩在橋

與橋之間的分區界線上。各姓氏橋橋民因此而自我產生更強大的內聚力，更加提

昇對外界所引起的風吹草動的警覺性，共同抗禦橋外的威脅！姓氏橋橋民的凝聚

形態，和不同地方守護神的信仰，可以嗅出其中與外界異樣的氣息。這種特定區

位、個人隱私情感歸屬、地方主觀感受的依附、擁有權及認同感，使得姓氏橋在

自然的發展中勾勒出其存在流變過程中所隱含的意義，在社會環境結構上逐漸形

成一種地方勢力的滋長，並且衍化成一種極為特殊的姓氏橋主體性主流價值觀。 

 

基於地方政府運用政治手腕介入，企圖逐一消解各姓氏橋上的地方勢力，藉

以維持治安，逼使橋民對眼前實況和未來方向重新作出考量，以維護橋民的基本

權益為主旨之下，彼此不得不釋放有限度的善意觸角，作為凝聚各姓氏橋的集體

力量，以爭取保存橋民的生活空間，加上自由港後來被取消，海墘水上轉口貿易

                                                 
529

 海墘是閩南語，即海岸；英語 Weld Quay 也就是海堤、海岸。 
530

 牛津大學難民研究中心主任 Stephen Castles 與美國德拉瓦大學政治科學與國關係教授際蒹國

際移民評論主編 Mark J. Miller 認為，族群的形成主要是遷移者永久移居之後所形成的不同團

體，並且接受移居國家與社會對移民抱持的開放態度而定，而移民獲得他們的公民身分後且逐漸

接受文化多樣性。所以移民可經「他人界定」(other-definition)與「自我界定」(self-definition)而

下定論成為：一是被優勢團體基於顯性的社會建構標記、血統出身或文化，被分配到社會中一個

次要從屬的地位或者；一是基於共用語言、傳統、宗教、歷史與經歷的信仰，而具有某種程度的

集體意識(感覺歸屬於一個社群)。他們進一步闡釋，「他人界定」，是指他們被歸類為不受歡迎且

被優勢團體歸於次等的社會地位；「自我界定」，是指基於共用文化與社會特質的團體歸屬感。參

考：Stephen Castles、Mark J. Miller 著，賴佳楓譯：《移民 流離的年代》，臺北市：五南，2008.5，

第 1 版，頁 42-43。 
531〔元〕施耐庵撰，《水滸傳》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明容與堂刻本，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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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萎縮，橋民不得不作改變。因此，姓氏橋就在地理空間、權力空間、象徵

空間和認同空間的時空改變之下，橋的組織結構和其功能性在人民的感觀知覺、

經驗和視覺習慣的平滑角度下不斷地在互相消融。今天的姓氏橋經由政府和民間

華社共同努力，成功申請成為世界古蹟文化遺產之一。姓氏橋的活古蹟和現代化

城市發展相互比鄰而居，視覺上雖然產生強烈的相對立觀點，但卻被賦予新的獨

立領域和文化古蹟藝術空間形象，與社會文化的發展相並置，享受著一種文化特

權。 

 

二、  姓氏橋與華裔社群的淵源 

  

19 世紀末，中國福建省同安縣或海頓縣縣民遠渡重洋南來檳榔嶼尋找商機

時，都是聚集在海岸碼頭附近搭建起橋頭，並在橋頭上搭建起簡陋的「苦力間」，

在閩南語裡就稱為工人厝，為出賣勞力者提供一個休息和擋風遮雨的地方，而成

為海上人家。姓氏橋就是中國華人南來馬來亞披荊斬棘的第一站，濱水而居，興

建在海墘的沿海一帶，橋上先民的經歷過程寫下了一段馬中關系開拓史與馬來西

亞華裔血淚滄桑史。從南渡移民身份考證上，除了姓楊橋和姓郭橋，姓氏橋的橋

民幾乎大部份都是同安人。 

 

1930 年代，正是沿海港口的商品交換貿易興盛時期，各姓氏橋的男性幾乎

清一色從事舢舨船夫和碼頭勞動工人，532負責運載商貿船隻的商人以及上卸貨

物。殖民地政府有意向北伸展貿易，於是設立可讓船隻靠岸的短程臺階，當時最

先興建起來的姓氏橋，即林、周、陳、楊四條橋的臺階碼頭就被啟用作船隻轉運

站，由舢舨負責運載和停泊。當初建築起木橋是為了同鄉或宗親在人地生疏的環

境裡有個立足棲身的方寸之地，以及在生活起居上能彼此照顧，相互照應。他們

憑著刻苦耐勞精神及省吃儉用的傳統美德，僅花了幾年時間便開始奠下創業的基

礎。 

 

「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民必常安，然後求樂。」533

於是這些苦力便開始著手安排妻兒、親友前來協助打拼。當大量具有相同血統關

係或同姓宗親移入居住後，橋頭的苦力間便隨著需求，逐漸伸展橋身向海索地，

最終演變成現在頗具規模的橋上人家群體社區534。當檳島自由貿易港口的優勢不

再，橋民開始往陸地尋找生計，甚至改變海上的營作方式，隨著運載業沒落，捕

魚業興起。姓氏橋不只見証了檳榔嶼過去擁有自由港繁華光輝的歲月，也見證了

檳榔嶼失去自由港優越地位後的蕭條窘境，時至今日竟也成了一條風景線。 

                                                 
532

 舢舨：這種小船就是馬來語的 sampan，意即舯舡，最初是以兩槳剗乘，後來就在船尾增置電

動馬達，以增快速度。 
533

 〔漢〕劉向撰，《說苑．反質》卷二十，四部叢刊景明鈔本，頁 144。 
534

 謝炳貴撰稿，《橋上人家》系列，星洲日報，200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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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橋先共建造了 9 座，從最靠近檳榔嶼渡輪碼頭依序而建的木橋為姓王

橋、姓林嬌、姓周橋、姓陳橋、姓李橋、雜姓橋、姓楊橋、姓郭橋與平安橋。目

前所剩下來彌足珍貴的 5 座姓氏橋，即姓林橋、姓周橋、姓陳橋、雜姓橋和姓李

橋，已獲得世界文化遺產保留委員會認同及批准為活古蹟。至於姓楊橋、姓郭橋

和平安橋都敵不過現代化發展的巨輪而遭拆除，姓王橋則因為橋民的陸續遷移，

現在可說是完全末落，而且還被忽視。對於文化古蹟和學術研究者而言，這是最

令人扼腕嘆息的結果，文化歷史的腳步始終難於抗衡經濟的蓬勃發展。從姓氏橋

的歷史背景，足以一窺檳榔嶼福建華人的習俗信仰與生活經驗。 

 

(一)姓周橋 (Chew Jetty) 

 

約有 140 年歷史的姓周橋，曾經是座貿易中心。在橋的末段還停泊著數艘舯

舡和一座完善的的石橋碼頭。朝元宮於 1976 年在橋頭落成，奉祀主神保生大帝，

禳解病災；廟旁生長著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居民相信是棵神樹，將它繫上紅布，

置上香爐，每天焚香膜拜，深信具有祐民作用。 

 

整座橋上的居民原籍杏林社，都有遠親近鄰的親戚關係，內聚性強，彼此以

叔伯兄弟相稱，除非是直屬姻親和女婿，否則外姓男性及不同支派的同姓宗親根

本不被允許在橋上建屋居住。在 20 年代只有 10 餘戶，目前已建有 79 間木板屋，

容納了千餘人口。因人口眾多，因此分成橋頭與橋尾兩部份。於 1978 年，橋民

注冊成立檳城周姓公司，每兩年一屆公選出 15 理事，負責維護橋上的公共設施

和聯絡橋上周姓橋親。橋民以老人和少年兒童居多，凡是事業有成或充滿著創業

理想的年輕人都搬到岸上去居住，那些已經組織了家庭的成年人，更因為橋上不

再允許增建屋子，所以被迫遷移到陸上安頓。姓周橋如今已被發展為文化歷史古

蹟旅遊區。為了迎合旅遊業，橋上設有三間小雜貨店和兩間小型網咖非常鄉土

味，居民也會自製一些小飾品擺在門口招徠遊客，同時還開設「海上民宿」創先

河，製定特備節目讓旅客體驗海上生活和品嚐橋民代代相傳的正宗福建菜餚，得

以親近橋民的日常生活。 

 

(二)  姓李橋 (Lee Jetty) 

 

於 19 世紀末和其他姓氏橋的橋民一樣，姓李橋的先輩約 400 人左右自中國

福建省泉州同安縣兌山村，遠渡重洋來到檳榔嶼謀生，並在碼頭海域，靠近英殖

民地政府興建的大鐘樓附近建橋建屋而居。基於海港業發達，政府徵用當地海岸

線來發展，李姓橋民便得另外覓地而居，於是，這座新橋在 1964 年才興建起來，

橋端建立了一座廟宇稱為金鞍山寺，安奉祖佛哪吒三太子，主神則是保生大帝。

壇中尚供奉中壇元帥、大伯公、金吒和木吒兩兄弟。由於曾被中國皇帝封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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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寺」之稱，顯得與其他普通廟宇不一樣。
535

 

 

姓李橋劃一整齊的建築結構，有點像渡假屋，總共有 24 戶人家居住在橋上，

人口約有 300 名。由於老一輩相繼辭世，橋上的歷史陳蹟都隨著時間慢慢湮滅，

很少人會再觸及當年各姓氏橋與姓李橋為討生活發生嚴重衝突，引起火併械鬥的

事件。姓李橋與其他姓氏橋的橋民一樣，都是靠海搬運柴薪火炭維生，難免會因

為搶客源而產生磨擦，當時兌山李族人的舢舨最多，佔盡地利人和之便，結果由

於利益衝突，引起幫派間的流血械鬥，起因是家族小社群觀念作祟，才會引發陳、

周、林三橋攜手與姓李橋交涉，談判不攏導致激烈的火併械鬥，各有傷亡。最終

在各方人士的排解和治安當局的插手下，形成一個不成文的定例:（1）姓李橋無

權阻止其他姓氏橋用舢舨運載人客到海上任何的一艘商船；（2）其他姓氏橋應承

認僅有姓李橋有權為南來的船隻運載人客上岸。 

 

姓李橋其他姓氏橋族人一樣，都保存了很強的內向凝聚性和不忘本源的子弟

觀念，曾兩次籌錢匯集到兌山鄉社，以資助鄉中重修金鞍山寺、祖寺、及建立一

間隴車水路西小學培育鄉中子弟；同時為 1925 年建立大伯公街李氏隴西堂和

1960 年重建車水路新廈工程作出貢獻。根據兌山李氏的族譜顯示，兌山李氏一

族原有七房兄弟，是同一個曾祖所出，由於衍生出許多子子孫孫，便分散而居，

統稱「七角」。這「七角」分為西行、南井、祖厝後、三房、廈葵、潘土、新塔

和理內。「七角」的子孫相繼帶著他們的族譜來到巷仔內，再遷入今天的姓李橋。

每逢神誕，各七系的代表就會籌錢和鄉親們同歡共慶。兌山李氏在檳榔嶼的分

支，已繁衍到了第 13 代。 

 

(三)  姓林橋 (Lim Jetty) 

 

姓林橋的林姓族群從中國福建省同安縣後田南來檳榔嶼落腳，就住在海墘一

帶興建海墘厝536，在海上討生活。姓林橋居民的警覺性很高，不允許陌生人隨意

進出。所以，橋民的門戶白天不關，晚上不鎖，一直以來都相安無事。檳榔嶼在

20 年代是自由港口，有很多國內外商船、貨輪、駁船在海中停泊，進行轉載和

運輸貨物，在上貨及卸貨時都需要動用到舢舨或舯舡以及大批勞動的人力，無形

中為當地居民製造不少就業良機。林氏族群的先輩看準這個黃金機會，回到家鄉

邀約其他同族鄉人到來共創美好前景，遂成了海墘姓氏橋中最早在此定居建橋的

橋民之一。當時陸續到來的林氏族人為數不少，大家匯聚在一起，在海上搭建許

多木屋，盛極一時。但是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洗禮”，全都給炸毀。 

 

林亞家（80 歲）回憶 1942 年日軍佔領馬來西亞時，親眼目睹日機轟炸姓林

                                                 
535

 參見陳晶芬報導，〈姓氏橋緣〉系列，刊登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光明日報》，2004-03-03。 
536

 海墘：即指海邊，閩南語。海墘厝，即海邊的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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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造成大批橋民逃難，80 人戶人家都分批退走，整座姓林橋都被摧毀。有的

乘坐自己的舢舨離開，沒船的就乘坐林連登537的船隻抵達北海上岸538，朝南則移

往高淵一帶避難。539他當時是揹著孫子混雜在逃難行列中逃往淡汶，540雙腳走到

冒水泡。還有一部份林姓機工則受召回中國去抗戰，從此不再回來。直到日軍統

治時期，為了撫慰民情、贏取民心，分發一畝荒地予橋民開闢種植農作物，地點

就在今日柔府村的一大片膠林裡，541作為日軍將姓林橋轟炸成殘垣敗瓦的賠償，

橋民才慢慢回攏。由於戰火的洗滌，姓林橋已無法恢復全盛時期的熱鬧，重建的

木屋只有 30 間，人口也僅有 300 多人，而且也有外姓入贅而成為橋上林氏家族

的一份子，惟人數不多。姓林橋入口處的祖佛廟日月壇是於 1976 年 10 月 21 日

落成，供奉的是林氏鄉親南來時攜來的祖佛金天大帝，同時，家家戶戶門楣上都

會掛上「西河」的牌匾作為原籍身份的認同。542 

 

(四)  姓陳橋(Tan Jetty) 

 

姓陳橋是最早南遷建橋的橋民，南來人數最少。同鄉人結伴於 1918 年乘帆

船渡海，在海上漂浮了整個月才抵達，登陸檳榔嶼找尋生計或避亂，盤踞海墘水

域一帶靠著討海維生，一些橋民利用舢舨載客，或利用舯舡運貨，當時只在橋上

搭建了 5 間木屋，後來通知鄉親改乘輪船前來檳榔嶼發展，木屋才增建到 11 間。 

 

1968 年重新建竣，目前只剩下 8 戶人家，是各姓氏橋中橋身最短約 750 呎，

人口最少，居住空間卻是最悠然舒適的一條橋，可自由在橋上栽花、養鳥、溜狗、

垂釣、閱報、無人干擾。但卻嚴禁非法聚賭，以免發生不愉快的事件，傷害橋民

                                                 
537

 林連玉為檳榔嶼著名大商家、慈善家和教育家。 
538

 北海(Butterworth)：是馬來西亞檳城州威斯利省的城市，與馬來亞半島內陸銜接。 
539

 高淵(Nibong Tebal)：馬來西亞檳城州威斯利省的一個漁港，目前是北馬最大規模的海上養殖

場。全檳州共有 150 多個海上養魚場，高淵就佔了 120 個。 
540

 淡汶(Tambun)：馬來西亞北海威斯利省南部近大山腳區的一個小鄉鎮，為北馬著名海鮮村。 
541

 柔府村(Juru)：馬來西亞北海威斯利省南部大山腳區的一個小鄉鎮。 
542 西河：即西河堂林姓的淵源。周朝春秋時期衛國西境沿黃河一帶稱為西河，即今浚縣、滑縣

等地。戰國時期黃河在今安陽東，故安陽可稱西河。西河郡是漢代名郡，西河郡北有朔方、五原、

雲中、定襄，西有北地、上郡，似不臨邊。但兩漢史籍的記載，又多顯示西河乃邊郡。《中國歷

史地圖集》標西漢疆界，將朔方和安定之間的黃河以及河東大片土地標為漢與匈奴的過渡地帶，

而以遠在東方的西河郡西北為邊境。轄今內蒙伊克昭盟東部及晉西地區。治茲氏，即今汾陽。魏

國時期曾取秦國今陝西黃河沿岸地，置西河郡，則以晉陝間黃河為准，西岸為西河。西漢朝元朔

四年(西元前 125 年)置郡，治所在平定(今內蒙古東勝)，其時轄地在今陝西、山西兩省之間黃河

沿岸一帶地區，並擁有今內蒙古伊克昭盟東部及晉西等地。東漢朝時期移治到離石(今山西離

石)。南北朝時期北魏的西河郡，其北部為羌胡所得，僅保有晉西一帶地區，治所在茲氏，即在

今山西省離石(今山西汾陽)。唐朝時期亦曾以汾州為西河郡。今林姓,毛姓等姓氏堂號皆出自西河

郡。(參閱林氏論壇&林氏宗親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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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的感情。 

 

橋上住戶的門楣上都會懸掛著一塊「穎川」的牌匾543，橋民皆來自福建省同

安縣丙洲社，原屬閩南沿海一座孤島上的小漁村，先輩鄉民南遷後涇渭分明，不

接受外來者，具有親戚關係者才可入住。姓陳橋的的橋譜排列如下：懿、美、裕、

后、昆、禮、義、傳、家、寶。至今為止，已傳承到第四代。 

 

陳氏橋民南來時隨身攜帶家鄉「佛祖」開漳聖侯及陳府聖王的香火同來，姓

陳橋的後廟取名為「媽祖廟」安奉媽祖神，前廟的「昭應殿」則是供奉南閩陳姓

的主要開基祖神開漳聖王。開漳聖王不只是福建省的地方神明，也是當地陳陳族

人的血緣神。「昭應殿」內，還奉祀保生大帝、諸葛亮、郭聖王、大伯公、哪吒

三太子和王爺像。廟壇五營令旗的安置方位形式和王爺信仰都保留著濃厚的閩南

鄉社傳統神壇的色彩。 

 

百年來，各姓氏橋民之間的一切恩怨情仇早已隨著時代泯滅，每一座姓氏橋

現在已經住滿了不同姓氏的居民。 

 

(五)  雜姓橋 (Mixed Surname Jetty) 

 

來自不同姓氏橋的橋民因為政府禁止在橋上繼續建屋擴充，因此於 1960 年

在海墘興建另一條橋居住，取名雜姓橋，但多次受到政府的強制驅逐，後來通過

各方面的協商，才獲得州政府承認。原本是 22 間的房屋，但政府拆除了其中 2

間以安置大水管，所以橋上真正的只有 20 間。由於是後期才建立，水電方面的

供應順利。雜姓橋橋民都是來自中國福建省同安縣，鄉緣關係濃厚，因此大家都

能同舟共濟。由於雜姓橋是由不同姓氏鄉民所組成，所以一直以來都沒有選舉橋

主，而且居民也常更替，因為原有的居民遷出，他們的親友就會遷入填補空間。 

 

(六)姓楊橋 (Yeoh Jetty) 

 

逾一百多年歷史的姓楊橋，橋身是以 12 個橋釘組成，每個橋釘有如電視機

般大小，極具建築特色。姓楊橋先輩在 19 世紀末，從中國福建省泉漳州海澄縣

霞陽鄉乘船南來之後，便在檳榔嶼落地生根。楊姓族人的四五代子孫都在橋上生

活，橋的成立是歷經了幾番搬遷，從原初興建於現在的渡輪碼頭的位置旁，因為

遭受海水腐蝕和急流衝擊橋柱，最後才選擇在現有地點重建。 

  

                                                 
543

 穎川：是陳家族中人數最多的一支，從東漢太兵長陳寔開始，在許昌、長葛一帶生活。南朝

時期，陳姓成為閩中四大姓之一。據陳氏宗親考證，陳姓始祖陳寔為河人，曾被漢朝皇帝追封為

穎川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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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覺不靈光，但身體硬朗，步伐穩健的橋主楊源興（75 歲）於 2004 年接受

田野調查專訪時表示，姓楊橋宗親都是來自同一鄉村。當年中國經濟癱瘓、政治

腐敗、民不聊生，霞陽鄉鄉民見生活無法維持下去，只好孤注一擲， 乘船到南

洋謀生，期求改造明天。「有的鄉民逃往檳榔嶼，也有部份前往印尼和泰國謀生

計。到來檳島的先輩都在沿海地區住下，並在海上利用舢舨運載貨物、船員和客

人，有些就擔任碼頭苦力。」由於當年有許多商船入港停泊，先輩們三餐落實，

生活獲得改善，因此決定南遷。一些遠在印尼和泰國的鄉親，亦聞風而至，到檳

榔嶼闖天下。 

 

橋端建有一座「元堂宮」奉祀二郎神，同時也供奉五顯大帝和清水祖師等祖

佛，橋上的房屋建造得很不規律，一共有 23 間。其中有 4 至 5 間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被日軍炸毀，戰後重建。34 年前因為吉打州輸送食水到檳島供島民飲用，

而輸送食水的大水管就從楊姓橋附近的海底銜接，受影響的木屋被迫拆除。在這

起事件中，共有 7 間屋子被迫遷到陸地上，和海上姓楊橋兩相遙望。不過，橋民

還是把這幾間「上了岸」的屋子，歸納在姓楊橋範圍內。姓楊橋目前仍舊是楊姓

鄉親基地。一小部份嫁出去的楊姓女兒，總會對橋依依不捨，過後和丈夫徵得親

友和鄉人的同意，都會選擇搬回來橋上居，橋上便也混雜了一些他性親友。有些

後代離開檳島往外埠發展，屋子就會賣給一些非楊姓朋友，不過這樣的案例很

少。屈指一算也只有 4 間雜姓住戶。由於男尊女卑舊思想的作祟，導致橋上的婦

女沒有機會受到良好教育，無法勝任職場上較理想的工作。老奶奶們一輩子都只

有在家裡料理家務，或到富貴人家家裡當女傭。白天，橋上的男人都不在家，主

要在各地當小販、散工、店員或勞工544。 

 

 (七) 姓王橋 (Ong Jetty) 

 

19 世紀中期，小部份鄉民即從中國福建泉州同安縣鑾美社的隨船往南移，

首先抵達檳榔嶼的拉惹烏達碼頭(Raja Uda Jetty)，並且搭橋建屋，閩南語就稱為

「公司厝」，即同姓鄉民可共用的休息空間。後來才移到與各姓氏橋毗鄰的地點，

搭建起架構穩固的橋身。由於人數不多，這幾十年來生活環境過得去的都喬遷上

岸，因此人口逐漸凋零，目前只剩下一間屋子，幾乎都被人所遺忘了。 

  

(八) 姓郭橋 (Koay Jetty) 

 

姓郭橋的橋民來自中國福建省泉州縣安百崎鋪，是大馬唯一中國泉州百崎回

族後裔寄居的地點，興建於 1950 年代，可是與姓楊橋和平安橋同樣於 2006 年面

對被拆除的命運。住在姓郭橋的 80%是中國回族，保存著祭祖與喪禮不拜豬肉的

習俗。不過，南來的回族其實已經完全漢化了。 

                                                 
544

 參見陳晶芬報導，〈姓氏橋緣〉，刊登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光明日報》，200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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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共有 36 戶約 200 多位百崎郭姓回族的後裔南來後融入當地華人社會

時，仍舊沿襲著郭姓回族不吃豬肉的傳統習俗，並且立下一條新禁忌：「活人可

吃豬肉，死人不可吃豬肉。」所以祭拜先祖和治理親人喪事到守教期滿之前間，

嚴禁吃豬肉，禁用豬油，祭祀禁用豬肉、介類（有甲殼的水族）、禁用鼓樂等等

源自回教的信仰習俗，以示對死者的尊重。橋民保留了一套不沾豬油的廚房用

具，祭祖時才使用，以對穆斯林先祖表達敬意。545 

 

橋上興建了一座供奉郭氏守護神廣澤尊王的「鳳山宮」，以及一座安置了逾

100 尊神明的「敬天宮」。至於拿督公廟也供奉了一尊上有星月及有拿督公神像

的拿督公廟。
546
姓郭橋上共建設了 8 間大大小小的神廟。

547
對於郭氏家族在姓氏

橋上祭拜的祖宗是郭子義548。 

 

姓郭橋的形成過程和其他幾座屬於漳州漢人宗族移民的姓氏橋，有著極大不

同點。最早的形式也是私人渡頭，再後來才有宗祠的介入，協助在島上無法找到

棲身之所的宗親形成聚落。而漢族的姓氏橋，打從開始就是公社式的宗教渡頭，

在 19 世紀出現，創造其他鄉親南來謀生的條件，並因此形成後來組織宗祠的力

量。漢族姓氏橋的形成幾乎都是隨著檳城東北部商港的海岸線不斷向前推展，而

一再的遷移，但一直都佔據著最初的港區一帶，而姓郭橋的建橋卻要在 20 世紀

初港仔河與雙溪檳榔河之間的沼澤地帶全面開發後，才有形成條件。2006 年之

後，這裡盡已人事皆非。 

 

(九)  平安橋 (Peng Aun Jetty) 

 

平安橋興建於 1960 年代，是由各姓人氏遭迫遷後才興建起來的，原本有 25

間木屋零零碎碎拼湊而成，凌亂無章。由於沒選橋主，所以大家各自為政，摩多

機車自由進出，導致橋板多次損壞必須修復才能安全行走。橋民也沒有特別在橋

上興建祖佛廟供膜拜，只是個別在家裡供奉自己信仰的神祇。橋上也不具其他姓

氏橋的特色，看起來有點平淡，而且充滿幾許的無奈。橋民已不再從事海上行業，

都轉行到岸上去找生計了，因此，人口流動量比較頻繁，橋民相互熟悉度比不上

別條橋。 

                                                 
545

 參見陳玉珍報導，〈姓氏橋緣〉系列，刊登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光明日報》，2004-07-04。 
546

 拿督公(Dato)：拿督公信仰原本是馬來人的一種原始神靈崇拜，是馬來人尚未正式認識伊斯

蘭教義之前所祀奉的原始神。原始神信仰來自(1)庶物成精；(2)自然界之靈；(3)動物成精；(4)巫

師或巫醫死後顯靈；(5)領袖或村民死後顯靈；(6)聖人死後顯靈；(7)活聖人顯靈。拿督公也是屬

於某一土地範圍內原來棲屬的神靈，具有土地神性質。參閱梅井編著，《馬來人風俗》，吉隆坡：

馬來亞文化協會，1957.12。本文是指華人和馬來人在土地認同和聖蹟顯靈的保護神觀念意識上。 
547

 參見陳晶芬報導，〈姓氏橋緣〉系列，刊登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光明日報》，2004-02-25。 
548

 郭子儀(697-781)：中唐名將，漢族，華州鄭縣(今陝西華縣)人，祖籍山西汾陽。天寶十四年

(755)，任朔方節度使，平安史之亂，率軍收復洛陽、長安兩京，晉為中，封汾陽郡王。郭子儀

戎馬一生，屢建奇功，舉國上下，享有崇高的聲譽和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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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橋上長大的黃瑞財（59 歲）和駱文福（66 歲），年輕時都是在海上討生活，

擔任搬運工人，每天從煤炭船上將煤炭扛下船運上岸，這份職業維持到火炭船不

再繼續運來檳榔嶼港口為止。黃瑞財後來轉換到電子零件裝配工廠工作，偶爾也

到處打雜，而駱文福一直都靠打零工過活，他回憶說：「這兒的居民幾十年來，

來來去去都不知道換了多少戶，生活過得去的都搬走了。」在橋上生活了將近

40 年光景的林老太太，自婚後就一直沒離開過橋身，平常就喜歡在自家門口栽

種些花草植物，除了賞心悅目，還可以美化庭院，同時打發時間，一舉多得，生

活得充實且有意義。只是一切的憧憬都隨著被拆除的命運，煙消雲散。549 

 

從事古跡保存工作的南洋民間文化發言人陳耀威認為： 

 

比起其他各姓氏橋，王橋、姓楊橋、姓郭橋與平安橋處於較不顯著的位置。

不管是被拆或繼續保留，從人文歷史角度來看，姓氏橋是華人移民到檳榔嶼的

一種特殊的聚居形態；從檳榔嶼首府喬治市發展史來看，姓氏橋是喬治市發展

史上不可忽略的部分；尤其在海上架屋而居自成一格地形成自己的海上社區是

其主要特色；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看，它是一種聚族而居，延續中國同姓村的

居住模式，顯示了一種強烈的凝聚力。早年的照片顯示，姓氏橋與海墘陸地保

持相當的距離，反映出海上聚落的領域感極強。」 

 

姓氏橋的重要性，是早期福建省沿海地區華人南來聚集成海上社區所呈現出

來的特色，橋民本身也都十分重視歲時節慶，尤其是華人新春佳節和天公誕的慶

祝盛會，以示他們不忘溯源探本之心。從早期三山五岳人馬齊集的江湖是非地、

苦力木屋區、低下階級貧民窰、私會黨徒和盜匪的匿藏窖，搖身一變，成為歷史

文化活古蹟，環境與民情的變化，使姓氏橋成為檳榔嶼的瑰寶，吸引國際注目。 

 

三、  檳榔嶼天公誕慶典祭祀儀式 

 

大年初九拜天公是檳榔嶼福建民眾的傳統習俗，凡是福建閩南籍的民眾家庭

都會隆重地舉行祭祀儀式，在代代口耳相傳的過程中，儀式不免有因誤傳和簡化

而顯得環節模糊的，因此檳榔嶼各姓氏會館屬下的青年團在近年來都致力於恢復

一些華人傳統文化習俗，積極重現一些華人民俗節慶禮儀的模式。 

 

易學堂兼民俗工作者鄭錦華指出，「天公」亦尊稱「玉皇大帝」，屬民間信仰

中統領天上眾神的至上神，同時亦是道教神系中神位崇高的神明。據《搜神記》

及《高上玉皇經》所記載，玉皇大帝誕生於丙午年正月，故每年正月初九屬天公

誕，福建人以閩南語稱之為「天公生」，是春節中最為福建人所重視而且顯得是

                                                 
549

 參見陳晶芬報導，〈姓氏橋緣〉，刊登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光明日報》，2004-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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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隆重的祭祀慶典。 

 

除了福建人以外，潮州人與客家人也都有天公生拜天公的習俗。但天公與三

官大帝的天官卻不相同。源於道教的三官大帝是客家守護神，三官大帝也稱為三

界公、三界爺。根據三皇五帝的民間傳說，三官五帝即指「堯、舜、禹」三皇，

而客家人自認為「中原士族，三代遺民」，自許為正統漢人，因此敬奉三官大帝，

代表漢人始祖一脈相承的本源。 

三官大帝全稱三元三品三官大帝，三元為上元、中元、下元；三品則為一品、

二品、三品；三官即指天官、地官、水官。三官大帝就是職司賜福的一品上元紫

微大帝天官、職司赦罪的二品中元清虛大帝地官以及職司解厄三品下元洞陰大帝

水官。  

客家人在傳統廳堂的樑柱中間懸掛三界公爐，或在樑柱兩邊懸掛「三官大帝」

紅字的紙燈籠，三界公爐並不與等同於福建人的天公爐。福建人視玉皇大帝為至

上神，而三官大帝是祂的部屬神明。 

潮洲人信仰天公，相傳是與明朝抗倭將軍戚繼光有關。嘉靖四十三年的大年

除夕潮洲沿海一帶的鄉民圍爐團聚歡慶佳節，卻遭倭寇人襲搶掠，鄉民僥倖躲入

庶園避難，戚將軍也及時在巡邏途經當地，急忙率領軍兵前來掃蕩，血戰八日夜

才將倭寇全面擊潰，使鄉民保全了性命，鄉民為了紀念戚將軍和天公救難解厄，

因此就在大年初九慶祝天公誕。潮州人敬拜天公的形式和閩南沿海一帶的祭祀方

式大致上是相同的，供品也一樣，整根帶葉的完整甘庶是絕對不能少的。 

 

(一) 祭拜天公的避諱與禁忌 

 

一般居住在顏色灰紅帶點暗澹的瓦片建成，顯得古色古香，展現出一種豐富

多元而又獨特的南洋建築風格建築物裡的華人家庭，或者是居住在四合院式的大

院子裡、甚至是傳統閩南式風格建築物裡的華人家庭，天公爐擺放的位置通常是

懸弔在正廳前方。每天清晨、下午和晚上都會依時虔誠敬香。 

 

根據舊俗慣例，家中若有白事，必須經過 3 年脫孝之後才可祭祀天公，因為

天公是至上神，身帶尊貴之氣，而未退孝前的孝子賢孫仍身帶晦氣，不宜祭拜天

公，以示對天公的崇敬；但是經過日新月異的變化，如今檳榔嶼的信眾家中若有

白事者，只須相隔 1 年，即可參與天公誕的祭祀儀式，但僅能以鮮花、生果祭拜，

而不宜慎重佈置祭祀天公的供桌供奉豐厚祭品祭拜。由於，社會架構的改變，一

般家庭成員對於家中長輩往生而參與守喪的時間己減至 49 天，甚至 7 天不等，

並且淡化了晦氣在身的問題，祭拜天公已不再受到形式上的約束，而選擇自由心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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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天公時，家中正廳設有天公爐者，把供桌設於天公爐下向門外的方向，表

示向天恭迎天公至尊駕降；若家中無安設天公爐者，可將供桌移到大門外，或是

中庭向天的方向。供桌分為頂桌和下桌或是前桌和後桌。具有虔誠天公信仰的各

籍貫華人社群就會在初八晚上至初九子時交集之前，開始把供桌移往大門外或穹

蒼之下，用兩張長板凳把供桌墊高，這就是頂桌，頂桌的四端柱底各墊一疊壽金，

金紙頭得朝門口向天的方向或門外敬神時向天的方向，桌前再圍繫吉祥如意圖案

的桌圍，頂桌兩旁各繫上一根帶葉的長甘蔗，用紅絲繩輕繫甘蔗的莖幹，然後在

蔗頭高掛高錢，又稱為長錢，穗垂兩側。之後，再準備三至五個天公座擺放在頂

桌中間，作為天公的代表，供桌中央再置放一個香爐，爐前擺上三個小茶杯，斟

上清茶，香爐的兩旁安設燭臺，並且供奉鮮花一對。頂桌的供品是供奉天公的，

奉獻給天公的供品主要以素齋為主，如一盤紥上紅紙的麵線三束，亦可川燙了分

裝成三碗，每碗麵線上頭再各置上一顆黑砂糖，再擺設柑橘、蘋果、香瓜、香蕉、

鳳梨等五果，金針、木耳、香菇、冬粉、花生、紅棗等六齋，表示金木水火士五

行皆備。除此之外，亦供奉素食品如餅乾、麻栳、菜心、豌豆、綠豆、頭輪、麵

筋等乾料，組成 12 碗、24 碗、或 36 碗，加上蜜餞及五糖塔等；下方再擺設一

張供桌，即為下桌，而下桌則是獻給天公的部屬神明的，以三牲或五牲，即全雞、

全鴨、全魚、全豬、全羊等，也有用燙熟了雞蛋、魚卵、豬肉、豬肚、燒肉，甚

至是小金豬、墨魚、螃蟹等葷食致祭。在供桌上也供奉了紅龜粿、年糕、和應節

糕餅。 

 

姓氏橋居民用雞蛋或鴨蛋、墨魚和螃蟹祭祀，是相沿成俗，根據《廣東民俗

大觀》記載，雞蛋或鴨蛋是屬圓的形狀，代表著團圓無缺；墨魚腹中有一只黑膽，

是製作墨的天然原料，祈望子孫書深墨黑成為社會棟樑；螃蟹煮熟後背殼鮮紅，

象徵著活力充沛，祈願人民無論出海行船或是岸上做買賣都能橫行無忌、百無禁

忌、逢凶化吉，紅皮赤臂，身體強壯。550
 

 

天公誕慶典儀式上，祭祀所用的全雞必須是閹過的公雞，白毛雞和母雞則禁

用。在祭拜天公當天，女性的褺衣褲都不可以曝曬在太陽底下，一律收藏起來，

也不可以隨意對外傾倒便桶，同時嚴禁口出穢言，以免亵瀆尊貴的天公。 

 

年長一輩對天公誕的祭祀非常重視，在正月初八夜晚即齋戒沐浴，更換新衣

服，穿著乾淨整齊，才主持隆重的祭祀天公儀式。祭祀時，家中成員皆依輩份長

幼順序向天公敬奉清香，同時行三跪九叩禮，充份表現出華人敬老尊賢的儒家思

想，禮儀細節也絕不馬虎。信眾除了酬謝神恩，許下新願望，更是藉此機會向天

公稟報一年來所犯下的過失，祈求天公原諒。家中婦女身體有不潔者，通常都不

會刻意協助將祭品供上桌，也不會焚香膜拜，以免污濁尊貴的神明。她們只在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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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志文主編，《廣東民俗大觀》上卷，廣東省：廣東旅游出版社，1993.12，第 1 版，頁 504-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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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觀瞻，心裡默默地祈禱天賜神恩。信眾相信越早敬供天公越顯得誠意十足，因

此子時一到，信眾都會開始在家中祭拜，天公信仰虔誠的信眾，更會在家中祭拜

之後，再前往鄰近天公廟上香獻敬。 

 

  (二) 祭祀天公的主要供品 

 

祭祀天公的供品必須是素齋，大約分為以下幾種： 

 

素食品 五果 六素 神紙 

蜜餞、糖塔、 

天公餅、發糕、 

紅龜、米龜、 

麵線、壽桃、 

素金豬、薦合、

糯米飯等。 

甘蔗、柑桔、 

鳳梨、橘子、 

香蕉、柚子、 

蘋果、梨子、 

南瓜、葫蘆等。 

木耳、金針、 

香菇、冬粉、 

腐竹、花生、 

紅棗、白果等。 

 

頂極金、太極金、

天公金、高錢、盆

金、壽金、神馬、 

金貴人、替身、 

貴人紙、龍香等。 

 

薦合是糖果類包括帶殼的龍眼乾、糖冬瓜、紅棗、糖漿裹花生、油炸甜餅條

等；糖塔造型有如一座高塔，也有龍鳳造型的，數量是以三對又稱「三秀」或五

對又稱「五秀」來計算，有大、中、小的分別，可自由選擇適合的供奉；至於甘

蔗就得整株連葉的，用紅線縛在供桌前兩端的桌腳邊。天公爐就從前廳取下安置

在供桌上，如果天公爐太小，一般人家都會以普通香爐替代，同時點燃龍香。龍

香是拜天公最潮的貢品，尺寸有四尺、五尺、六尺、八尺和十尺的分別，其中以

六尺及八尺高的龍香最受青睞，祭拜天公時，龍香的龍頭需朝向屋外，寓意吉祥。 

 

為了適應時代的需求，龍香除了龍鳳香之外，也特製了「旺來」(鳳梨)龍香

旺市，糖塔也有以糖製仙桃應市，其他南瓜、葫蘆及大桔的外層也噴上一層橘黃

色的漆供上供桌，同時也推陳出新，製作天公禮籃以應景，天公禮籃純粹以手工

折紙，內含貴人紙、天公金，貢金、壽金、高錢、天公金、神馬、金貴人、替身、

造型精緻，另外還有全套的天公袍、包括帽子、衣服及鞋子，甚至是天公屋全由

手工製作。 

 

鄭錦華表示，民間祭拜天公主要是對天或天公神牌進行祭拜儀式，只有少部

份供設天座。過去還有使用一種稱為「百張」或「百分」的儒、釋、道三教聖賢

及世奉眾神的畫像 ，畫像中有道教神明如玉皇大帝和諸佛菩蕯等，是一部富有

宗教神話和民間傳說的神像圖錄。 

 

 

 



 

235 

 

(三) 姓周橋慶祝天公誕 

 

天公祭祀儀式在現代環境中，禮節的應用已越來越簡化和充滿娛樂效果，以

適應新一代的需求。擁有橋民人口最多的姓周橋，對於正月初九的天公誕慶典儀

式更是落力主辦，一點都不馬虎，而且是一年比一年熱鬧，供奉祭品的供桌，更

是逐年增長，祭品越來越豐盛，祭拜的儀式也越來越多花樣，吸引了國內外遊客

和信眾的熱烈參興，橋民集體敬拜是其特色，並且成為旅遊賣點之一。辛卯年的

姓周橋橋民集體拜天公儀式吸引了逾 3 萬人圍觀。 

 

過往九龍爭珠的吸睛舞龍表演助興，礙於活動空間狹小，無法達到預期效

果，且造成交通嚴重阻塞引起民眾往來的不便，因此 2011 年就改換另一種慶祝

方式，延聘流行樂團和雜技團在停車場上搭建臨時歌臺舞榭，七彩繽紛的雷射燈

光配上震耳欲聾的現場音樂演奏，表演現代流行歌舞和精湛的技藝，令參觀民眾

耳目為之一新，神人共樂。姓周橋拜天公儀式上，獻給天公的金豬特別多，百物

騰漲之際，金豬價格不菲，供奉金豬已成為奢侈的祭品，但信眾仍以虔誠之心敬

奉，祈求天公護佑。 

 

身兼海墘各姓氏橋社區發展和治安委員會主席的姓周橋橋主周忠進說，2011

年的供桌比往年更長，逾一百公尺，12 隻大金豬與其他供品齊上後桌。在姓氏

橋供奉的祭品是以葷、素、五果、糕餅混雜，擺在後桌，玉皇大帝的金身則安置

在前桌，這是與其他個人家庭在家門口祭拜的分頂桌和下桌所不同的地方，並且

點燃大大小小的龍香，安置在特製的香架上，而天公爐則由信眾輪流奉上一柱清

香。在天公誕來臨的午夜 12 時前後，象徵式煙花與鞭炮齊放。馬來西亞法令雖

然嚴禁燃放鞭炮，但「法律之下，不外乎人情」，在佳節慶祝儀式上通過申請在

節日當天燃燒炮竹，於情於理仍是獲得通融的。而歌舞表演的舞台就搭在橋頭停

車場上，方便民眾觀賞。 

 

其他各姓氏橋橋民在天公誕前夕亦都各自在大門前當空放置供桌和供品，等

到時辰一到即虔誠敬香膜拜，因為橋身都是木料材質，所以都不宜燃放爆竹，而

且點著香火和蠟燭，都要有人在旁看顧，以防星星之火引起意外。 

 

 (四)   檳榔嶼天公壇奉祀玉帝天尊 

 

1869 年左右依山而建的天公壇，551原名鳳山長慶殿，處於檳榔嶼名勝旅遊

勝地升旗山，昔稱鳳山的低山腰，是一座延山而建，專祀昊天玉皇大天尊的古廟。

                                                 
551

 天公壇：附屬廣福宮信理部，首二任主持禪僧釋鏡明和釋廣通，使天公壇兼具民日信仰中的

佛、道之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沿用「鳳山天公壇長慶殿」及「鳳山天君壇長慶殿」，這

可從殿內的舊石碑和古銅鐘刻字上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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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上方和殿頂棚與其前方拜亭頂棚的兩個倒置斗八藻井設計最具特色，象徵九

重天界的尊威。552
  

 

從斜坡攀上石階約一百公尺的沿途兩旁石級上，都坐滿了逾千名不同族群的

「伸手將軍」，男女老少，四肢健全的、身體殘障的、甚至嗷嗷待哺的小嬰兒

也都夾道引頸伸手，希望信長仁翁秉持仁慈憐憫之心，施捨幾個新年發

財紅包；廟外也有數十名僧尼穿上袈裟托缽等待信眾的佈施。這也是檳

榔嶼一項民間傳統文化習俗特色。  

     

天公壇道觀色彩濃厚，根據民俗學者王琛發考察天公壇其原地可能是一間道

廟，後來由廣福宮信理部接管後，保留原有的道教信仰，再經過多次擴建重葺的

結果，注入了佛教色彩，才有佛道共存的概念。天公壇前殿供奉北傳佛教聖像，

奉祀玉皇大帝天尊的後殿則按照道教規格配置聖，突顯天公壇的特質。位於前殿

及後殿之間的天井供奉一尊「普陀嚴」觀世音站立聖像。除了在玉皇殿供奉玉皇

大帝神像之外，亦在玉皇大帝神像之前安奉了斗母神像。關聖帝君殿中供奉藥師

佛、釋迦佛和阿彌陀佛合稱的「三寶佛」，原本的主祀神關聖帝君從主祀地位改

為配祀神，成為侍立於彌勒笑佛左側的護法神明，右側是以韋馱尊者為護持，而

護持後殿入口處的則是道教護法神王靈官。玉皇大帝左右侍立了北斗星君和南斗

星君；斗母的左右為太陰星君與太陽星君。同時在玉帝兩側亦附祀了 14 尊天神，

計有金光聖母、土府星，風神，雨神，雷公，雲師、火神、哪吒、紫微星君、丙

靈公、助風神、段洪太歲、瘟神、華光等，掌管人世間的歲月、命運、自然現象、

瘟疫、戰爭等變化。553
 

 

百年來香火興旺的天公壇和姓周橋一樣，在每一年的正月初八入夜至初九清

晨，都會吸引逾五萬名信眾前往祭祀天公，天公壇的主要道路被擁擠的人潮和大

小交通工具擠得為之水洩不通，是檳榔嶼春節期間的熱鬧盛景。 

 

  第四節    檳臺兩地慶祝天公誕的異同 

 

 檳榔嶼的民間宗教信仰特色與臺灣社會的儒、釋、道宗教混合的通俗信仰

十分相似，都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只要是非基督教徒，家庭生活中都會形成一

定的家庭信仰和祭祀，譬如敬神或祭祖。臺灣和檳榔嶼都是海島型氣候，四周環

海，早期都是由中國大陸移民前往開墾，都是從業惟艱開始，需面對各種逆境與

                                                 
552

 藻井：又稱綺井、天井、方井、復海、斗八等，是中國傳統建築中室內頂棚的獨特裝飾，將

建築物頂棚做成凹進如井狀，四壁飾有各種花廓如藻飾井紋、雕刻與彩繪，以突出其主體空間而

得名。藻井一般由多層木製斗拱組成，由下而上不斷收縮，形成下寬頂小的倒置斗形，外層方形

或多邊形或，頂心圓形凹面，稱為「明鏡」，多用在宮殿、寺廟和佛壇。可參閱維基百科全書 
553

 參考王琛發著，〈檳城道觀佛地：天公壇〉，《無盡燈》季刊第 25/26 期，馬來西亞檳城：檳城

教育出版公司，200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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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甚至瘟疫疾病，以及異鄉人孤單在外所欠缺的精神依托與心靈慰藉，因此，

在建立新家園時，除了鄉親近鄰和族人相助之外，對於神明的依賴更是不可忽略。 

 

一、    檳臺民俗文化古風遺存 

 

臺灣移民多來自福建和廣東兩省，檳榔嶼也以閩粵沿海地區的移民人數最

眾，而且兩地也曾經被殖民，民風和節慶可能略有不同，但是在生活習俗上的衣、

食、住、行，甚至禮儀祭典、年節祭祀和宗教意識上，基於原始成分的遺存，仍

然保有不少相似的「民俗文化」，尤其是元旦、天公誕、元宵、清明、端午、七

夕、重陽、冬至、臘月等等都有傳統上的關連。 

 

檳臺兩地的民間神明眾多，主要是引進了源自中原地區統一祭祀的神明，而

尉為大成；另一方面，福建與廣東兩省的移民先後分別把原鄉的神明也引進檳臺

兩地供奉，並且久居當地也敬奉當地的神明。民間信仰就隨著生活的困境與順應

而有所變化，甚到強化成新的神格。 

 

臺灣的建築物根據社會地位、身份和不同的用途可以區分為官宅、民家的「傳

統家屋」554， 民家的傳統屋裡也區分為沒有祭祀行為和具有祖先祭祀行為兩種。

專為祭祀行為而建的，就是指嗣堂或家廟等，指家屋正廳有安奉神主牌或設有香

爐為代用品。一般民眾在自己的住家裡除了日常起居生活的勞動操作之外，對神

鬼、祖靈和邪煞都會進行儀式行為(ritual behavior)。民間日常祭祀的神明，如閩

南人只拜正廳的神佛和祖先，而客家人和廣東人較尊重古禮，日常祭祀禮數較為

周到，每天晨昏兩次禮拜諸神。555沒有祭祀行為的是指一般基督教徒或天主教

徒，甚至是民間信仰者。城市人多居住在公寓式的建築物裡，單位空間受到限制，

因此許多民間信仰者多將祖先牌位安置到廟宇或是靈骨塔裡，按節日前往祭祀，

並且不時親自前往各地廟宇向神明膜拜祈願。 

 

二、    臺灣信眾慶天公生 

 

每年農曆初九是天公生，天公生即玉皇大帝的千秋聖誕，是臺灣民間信仰者

所敬仰的至上神，臺灣的閩南人和客家人是將天公爐設在大門外的庭院裡，或是

將天公香爐設在正廳的橫樑上或是正門外的上方的橫柱上又或是院牆上。556」 

                                                 
554

 傳統家屋：是建築界所指的傳統建築，從實際上可以從不同的用途及社會地位而作出不同種

類的區分，是臺灣最具代表性之傳統建築。可參考張焱憲主編，《歷史文化與臺灣（臺灣研討會

51~75 紀錄）》第 3 冊，林會承著，〈從儀式行為看臺灣傳統建築的意義及空間觀念〉，臺北市：

臺灣風物雜誌社，1991.11，初版，頁 146-147。 
555

 可參考《歷史文化與臺灣─臺灣研究研討會 51~57 回紀錄》，〈從儀式行為看臺灣傳統建築的

意義及空間觀念〉，頁 149-151。 
556參考《歷史文化與臺灣─臺灣研究研討會 51~57 回紀錄》，〈從儀式行為看臺灣傳統建築的意義

及空間觀念〉，頁 164。 



 

238 

 

 

傳統的臺灣人祭拜天公生時，態度慎重而虔誠，打開大門，設有上、下供桌

或前、後桌，行傳統祭拜大禮。供桌以八仙桌置放在長板凳上，桌腳下分別安置

了四疊壽金或是刈金，現代社會的一些信眾為求簡單方便，祭拜天公時僅設一層

供桌，桌腳下則用金紙墊著，這就是頂桌；頂桌前再繫上一副吉祥圖案的桌圍，

並在頂桌兩旁繫上兩根帶葉的甘蔗，甘蔗上繫上紅線，然後再掛上高錢，又稱為

長錢，整齊地垂在兩側，接著擺放三個代表天公的天公燈座在頂桌中間，最後再

擺上香爐，和燭臺。下方再放一張供桌，即為下桌，這和檳榔嶼信眾的供奉形式

大致相同。 

 

頂桌供奉齋品獻祭天公，其中包括了以紅紙束紮麵線三束用以代表長壽、嫩

薑與食鹽則代表山珍海味、五果、六齋或菜碗 12、以及紅圓、紅牽、紅龜，再

加上糖塔和糖盞等。至於下桌以五牲葷食為主，是獻給天公的部屬食用的，供

品必須是全雞、全鴨、全魚、全豬、全羊等，也有用魚卵、豬肚、豬肉、豬肝

代表，熟燙即可，再加上麵龜、米棗、年糕、花生仁等。祭祀所用的天公金包

括了天金、大箔壽金、壽金、刈金、福金、高錢等金紙，都是獻敬天公所使用

的。 

 

信眾沐溶後換上整齊服裝，從農曆正月初九凌晨子時(11pm-1am)開始，即依

家中長幼排序上香，並且行三跪九叩禮，這是非常傳統的大禮儀。祭祀完畢，先

燒金紙，再將天公座一起焚化，臺灣史學界前輩王世慶557在一項「臺灣研討會」

上曾補充說：「過去五十年前，在天公爐旁許願，爐旁有掛釘，可掛謝籃，以後

要燒豬還願將謝籃燒掉。」之後再撤供桌，才算禮成。臺灣信眾相信越早敬供天

公越顯得有誠意，因此虔誠的信仰者在家中敬拜天公之後，又再前往鄰近天公廟

上香獻敬。一般的現代信眾，往往只是到廟裡上香祝禱而已。 

 

依祭祀神祇的神格高低，主從關係而陳設與祭拜物品都有分別。正月初九子

時，敬祀玉皇上帝時，態度敬畏，選到廟中或家院中庭向天處，布置頂桌與下桌

敬奉；如果是僅以一張桌子敬獻，則桌腳仍會加墊金紙，以示尊崇。頂桌鋪上桌

裙，並且準備敬獻清素齋品為主，下桌則以生的、或未經煮熟且完整的牲禮獻祭，

也有因受佛教戒殺生的影響，而以素麵豬、羊、雞、鴨代替。 

 

祭祀象徵天公無具體形象的神祇時，是以紙糊的天公燈座向當空展開祭祀活

動，如果是有具體形像的神祇則請到供桌上敬獻清香一柱或三柱，插在香爐中，

桌上布置燭臺或燈座，茶、酒、皇開水、薦盒、花樽。 

                                                 
557

 王世慶(1928-2011.1.16)：生於板橋下溪洲，曾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其

研究領域可分為：纂修通志，蒐集、解讀、利用古文書 (族譜、地契) 及台灣清代社會經濟史的

研究。一生專研臺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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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神明，只要布置一張供桌即可。祖先牌位供於正廳左邊虎位，右邊是安

置神明的龍位，右尊左卑。供奉地基主是安置在供桌下，或者前後門門口處。地

基主是代表開發居住地的原始地靈，可以庇祐人宅安寧、運途順利。敬奉一般神

祇是以三牲或五牲為主，也有以素食取代；敬獻祖先時，則以平常煮熟的飯菜為

主，或以全素代替。 

 

臺灣的民間供品種類：558
 

 

種類 名稱 內容 用途 

牲禮 五牲 中牲：全豬或以豬頭尾象徵全豬；邊

牲：雞、鴨；下牲：魚、蝦。 

祭拜玉皇上帝、三官大

帝；婚喪祭典、還願

等。 

四牲 中牲：一大條豬肉、全雞；邊牲：全

鴨或鴨蛋、海鮮類（蝦、蟳、乾魷魚）。 

「四」被華人視為不吉

利數字，故在喜慶、歲

時祭祀或神誕中少用。 

三牲 五牲中任選三種。中牲：豬肉 

邊牲：全雞（左）、全鴨或魚（右）。 

同安人將雞頭、魚尾朝向神明；漳州

人將雞頭、魚頭朝向神明。 

祭拜一般神祇；新墓完

工謝后土；敬獻祖先。 

小三牲 一小塊豬肉、雞蛋、魚；或豬肉、麵

乾、豆干。 

消災厄謝遊方亡魂；犒

神將、喪禮路祭。 

菜餚 菜飯／ 

五味碗 

祭祖：豬肉切盤、雞、鴨、魚、家堂

菜餚，合成十道或十二道，再供上主

食米飯或麵條。 

祭亡魂：白米飯、幾碗菜餚、水酒。 

祭祀祖先、四方亡魂。 

菜碗／齋碗 素食乾料：香菇、金針、豆皮、木耳、

紅豆、黃豆、花生、海帶、豆干、蘑

菇、草菰、竽頭、麵筋、素雞等，合

成六道、十二道、二十四道或三十六

道。 

祭祀佛教神祇、道教尊

貴神明。 

粿 壽桃 麵粉為皮製成桃狀，紅豆沙為餡，外

皮染成紅色。 

壽辰神誕、神誕。 

甜粿 糯米粿粉團中加上砂糖，造形多半大

而圓。 

過年祭祀 、神誕。 

發粿 以在來米粿糰製作而成。 祭神、祀祖、安神位

等。 

                                                 
558

 參考李秀娥著，《臺灣民俗節慶》，臺中市：晨星出版，2004，初版，頁 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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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頭粿 以在來米漿和煮爛的蘿蔔絲，蝦米、

香菇等製成。 

祀神、祭祖先。 

龜粿 製成烏形狀。紅龜粿、紅片龜粿、麵

龜等等。 

祝壽、祭祀、求長壽。 

甜點 湯圓／元宵 以糯米糰搓揉而成。無饀主要分為紅

白二色，有餡的元宵則用鮮肉、紅

豆、花生、芝麻、棗泥、抹茶等各式

口味。 

各類神明生、、清明、

半年節、冬至、結婚宴

客等。 

雞母狗仔 以糯米糰加各種染料，搓揉成各種形

狀可愛的動物。 

冬至。 

麵食 春捲 薄麵包包裹胡蘿蔔絲、豆芽菜、豆干

絲、肉絲、香菜、花生粉等。 

頭牙 

刈包 春捲 白麵粉制成可折，中間挾包酸菜、焢

肉為饀。 

尾牙 

水果類 各式水果 鳳梨、香蕉、甘蔗、橘子、芒果、龍

眼、香瓜、哈密瓜。 

祭神、拜祖先。 

 

在祭拜儀式上，金銀紙的敬獻是基本祭品之一，猶如人間通行的錢票銀幣，

可作為通行買路與生活費用的象徵。神明所用之金紙稱為財帛，祖先及亡靈所用

錢財就稱為銀紙。 

 

相傳源於東漢蔡倫發明造紙術，由於生產過剩，乃與妻共謀，由蔡倫詐死殮

於棺中，其妻即在棺木旁不斷林燒陰司紙錢，在好事者好奇追問之下，其妻乃宣

稱紙錢可通陰府，使死人復活，七天後蔡倫果如所言自棺中「復活」。因此，每

遇喪事，喪府即焚燒大量紙錢，使蔡倫的紙張得以暢銷，而且焚燒紙錢也就相沿

成俗了。 

 

另一傳說則來自唐太宗李世民在夢中原答應龍王不被魏徵斬，但卻食言，讓

魏徵在萝中把龍王斬了。龍王一狀告到地府，唐太宗因此魂遊地府，行經枉死城，

遇到昔日戰死冤魂要求施捨，太宗因身無分文而窘困，閻王告之開封有一義人林

良，常以己名焚燒紙錢預存陰司，可向他調度。唐太宗立即商借一筆紙錢分發給

冤魂，才得以脫困回陽，醒後馬上派人歸還林良紙錢。錢可通陰陽的消息立即傳

遍天下，竟然蔚然成俗。唐太宗還有一相關傳說，就是唐太宗途經長平，為了哀

悼戰國時白起所活埋的趙卒四十萬人，而燒紙錢做功德。 

 

在迎接新春佳節來臨期間使用來祭拜高層神明、祭祀一般神明、祖先、四方

亡靈的金銀紙，有下列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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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名稱 形制 用途 

 

 

 

 

 

 

 

 

 

 

 

 

 

 

 

 

 

金紙 

 

天金／頂極金 最高級金紙，金箔上寫有紅色「叩

答恩光」字樣。有九寸、尺一、尺

二／二刈、三刈、四刈的規格，金

箔分為四寸及七寸見方。 

祭拜玉皇上帝 

大箔壽金，財子

壽金／太極金 

印有三尊財子壽神像，金箔上寫有

「祈求平安」字樣。有九寸、不一、

尺二規格／二刈、三刈、四刈的規

格，金箔分為四寸及七寸見方。 

祭拜玉皇上帝、三官

大帝 

天金 印有天金並繪有木尺圖案，形制約

五寸四方，金箔為一寸五分。 

祭拜玉皇上帝，平時

可用於改運。 

壽金 上有福祿壽三神圖像，尺寸有大

箔、小箔或大花、小花壽金之分。

大者六乘四寸，金箔一寸五見方；

小者五乘二點五村，金箔一寸四見

方。 

祭祀一般神明或祈

求許願用。 

福金 有大箔、小箔兩類，大箔為二寸四

方，金箔為八分四方；小箔為二寸

四方，金箔為四分四方。 

祭祀福德正神、財寶

神、諸神等 

中金／中仔金 尺寸為三乘四寸，金箔為九分見

方。 

「謝外方」，祭祀山

川水岳郊野的神明。 

刈金／四方金 分大箔和中箔。只有一大塊錫箔，

沒有圖案。臺灣中部使用的四方

金，印有漂亮的葫蘆圖案及四方金

之字樣。 

祭祀一般神明，為北

部地區民眾所使

用，中部沒有刈金。 

盆金 一尺三見方，紙上釘滿針孔樣。 祭祀玉皇上帝、謝神

時用，為南部民眾所

用的金紙。 

九金 上繪金星狀，寫有福祿壽字樣，金

紙兩旁印有九金字樣。 

用於一般神明、犒

將。為南部地區民眾

所使用。 

 

銀紙 

大銀  祭祀祖先 

九銀 繪有銀色，寫有福祿字樣，銀紙兩

旁印有九銀字樣。 

祭祖 

紙錢 金白錢 有黃色和土灰色兩種為一組 用於眾、犒將 

 甲馬 黃底紅字，印有盔甲、弓刀、神馬、

長靴等圖案。 

迎神、送神、犒賞天

將、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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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與檳榔嶼的信眾一直維持著傳統天公生節慶習俗，祈求神靈降恩賜福的

宗教意識，說明了信眾內心對神靈的需求顯得格外強烈，以及對福祗期待的迫切

殷望。 

 

  第五節    小結 

 

一、    民間信仰為原始文化的傳承 

 

民間信仰是一種原始文化的傳承，原自於古民思想觀念下對某種事物表達了

某種特殊意義，最後形成一種具有象徵性特徵。先民經歷了長期專制集權的政治

環境、在心理行為和觀念習俗上受到巨大影響，許多想像反映在民間社區和社區

群眾的生活圈裡，逐漸通過行為和思維活動表達出來，並與生活緊密聯繫在一

起，形成一種習俗文化。民間信仰亦然，具有原始宗教本質特徵，且呈現多樣化

面貌，而且反映了其功利性與實用功能。 

 

自然崇拜與祖先宗拜是對天祭祀的核心，從夏商周形成的傳統祭天儀式，一

直沿襲到今天，從過去只有人皇天祭，演變到民間百姓也能借助超自然力量來達

到心願的祭祀，正顯現了人民敬奉天而賦予「天」一個至上神的象徵意義，《春

秋繁露．郊義》云：「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尊也。」559足以反映出數千

年的實踐過程中，人民將生活對應自然的節律，以表達對天的崇敬關係。  

 

    「天」既然是宇宙自然界容納萬物生靈的客體，「人」就是天地間的主體，

主體融入客體，泯除一切顯著差別，追求相互聯繫，最終歸於統一的表現在習俗

信仰之中，以求神靈達到為現實世界服務的目的。春秋戰國時期，西漢大儒董仲

舒的《天人感應說》：「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和《莊子．齊物論》：「天地與我並

生，而萬物與我為一」560，影響後人極為深遠。儒、釋、道三家因此根據世人的

心理和生理反應，政治制度，倫理觀念等社會現實面而提出「天人合一」的學說，

其他宗教如古希臘教．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也都有「神人合一」的思想，因此在這

種傳統文化思想影響下，天與人關係是揉雜混融一起的，因此，型塑出中華民族

在傳統思維上崇尚著「天人合一」的觀念。 

 

《禮記．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天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溯本追源，天生萬物，故天與人的淵源如同人祖關係，慎

終追遠的報本觀念，一直以來就是中華民族孝親敬祖的思想根源，也是中華民族

                                                 
559

 【清】蘇輿撰，《春秋繁露義證．郊義第六十六》卷十五，清宣統刊本，頁 282。 
560

 【春秋戰國】莊周撰，【晉】郭象注，《莊子．南華真經卷第一．齊物論》，四部叢刊景明世德

堂，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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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酬神祭祖的活動的本意，以示尊重和珍惜天上神靈和祖先庇佑的恩報。這是

中華民族一項源遠流長的傳統倫理基礎。 

 

    二、    姓氏橋成天公信仰的習俗文化中心 

 

檳榔嶼海墘的橋民從二百年前就把敬天拜天的天公誕慶典在這個小島上傳

承，讓「天公」見證了華人社群在異域的生活形態和奮鬥史，以及反映了地方社

會經歷各種波折後的變遷所經歷的歷史。天公誕突顯了姓氏橋原鄉橋民和同宗鄉

親的宗族組織結構，在個人與群體的活動實踐下對信天、敬天所展開的熾熱信

仰；另一方面，天公信仰隱含了華人族群在社會空間並非是孤立無援且單獨生存

的，只要華人團結一致，就具有形塑這塊土地的無限能力，並且通過神聖的祭典

儀式將獲得天公庇佑，為這塊土地散發功能性的神性能量，相互結合社會發展和

意識形態的下，創造出一個具特質性的公共場域。反映了華人祭拜儀式。由於社

會的進步，經濟的富裕，民眾對「天公」祭祀，從嚴肅的祭拜過程，轉向天公與

民同樂的層次，傳統之中又不失創新，以符合現代人和現代社會的需求，在某種

程度上維繫和塑造了一個特定時空位置的歷程和結果，同時更成為一個強調地方

信仰和象徵習俗文化意義的核心。 

 

從社會組織角度來觀察，姓氏橋聚族而居，原鄉同宗社群聚落的形態組織，

延續中國同姓村莊的居住模式，顯示了一種強烈族群凝聚力量，而姓氏橋身與海

墘陸地保持相當距離，則反映了海上聚落族群的領域感非常強。姓氏橋的特色在

於在海上築橋架屋而居，在海上獨樹一格的組成他們自己的群體社區。從人文歷

史角度來審視，天公誕的慶典儀式集中在姓周橋舉行，是華裔先輩移民到島上一

併帶過來的民間信仰和習俗文化，維持了福建原鄉華裔族群的封閉性，也反映出

華人在此根深柢固的族群旺盛力量，其中更寓意了華人在檳榔嶼開基傳百世的傳

統儒家理想。 

 

三、    玉皇天尊信仰的價值觀 

 

六朝以來所編造的道經籍，創造了一個宇宙最古老的根源大神─元始天尊，

即玉皇天尊，或玉皇大帝或玉皇上帝。宋以後，天上群官體系一如人世，玉皇大

帝開啟宇宙統領群神，管轄天地人間。三教合一的包容特性，使到天公信仰成為

融合儒、釋、道三教哲理的民間信仰。 

 

天公壇古廟從十九世紀初便成為檳榔嶼的宗教名勝，反映了檳榔嶼華人社群

的民間宗教信仰是佛道並容的，而且也從天公誕的信仰文化中，帶動了檳榔嶼社

會、經濟、藝術、民俗、宗教生活等各方面所構成的價值觀。華人族群對天的祟

拜正反映華人的內傾性格，對宇宙現象的所持有的基本態度，相信老子所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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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的濃厚天人合一思想561，這種內傾性格使華人注重

人倫生活秩序和人文精神的發展，因此華人生活在多元文化的國家領域裡，總是

以華人傳統的社會常道思想去維繫和照顧現實環境的變動，通過天公誕的玉皇大

帝信仰，把華人的人倫秩序與人文精神的價值系統全面發揮出來。 

 

四、通俗信仰融於民間習俗 

 

與風俗習慣融合民間通俗信仰的影響力深植民間，已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一

部份，無論是世俗性，或是功利性的動機，只要是達成目的，神明誠屬何教派，

顯得並不重要，而且民間信仰的功利特質和側重儀式的傳統，使得民間信徒和民

間的宗教寺廟都能達到宗教目的。 

 

社會競爭愈激烈，人民心理壓力愈大，對於神明的訴求和依賴要求更深；宗

教信仰就成為人民生命活動的重要一環，並成為社會文化的一環。這種民間信仰

主要是因應社會環境所產生的變化而變化，以提供人民一個應付與疏解的辦法。 

 

總而言之，天公生的祭祀，主要是為了滿足民眾的本能欲望，解決現世的苦

難，趨福避禍，實用功利意識不斷地加強；另一方面，也達到保存傳統文化精神

和追求物質文明的社會生活的意義。 

 

 

 

 

 

 

 

 

 

 

 

 

 

 

 

 

                                                 
561

 余英時認為中國人的基本態度是「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以此自然觀作為人與自然的關係，

並且利用盡物之性與順物之情，儘量和天地萬物協調共存。可參閱余英時著，〈中國人的基本態

度是「人與天地萬物一體」〉，《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臺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企業 

有限公司，1987 年 3 版 3 刷，頁 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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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天官賜福、天公爐圖像 

 

(圖 0010-001) 「天官賜福」的神匾高置在大門青龍位置。    

 

        

 

   

(圖 0010-002) 廟宇供奉天官的天官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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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姓氏橋的舊有風貌 

 

(圖 011-001) 姓氏橋在六、七十年代的面貌之一 

 

 

 

 

(圖 011-002) 姓氏橋在六、七十年代的面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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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1-003)姓周橋理事會主席周忠健(左)，總務周國華(右) 

 

   

 

 

附件 12 姓氏橋慶天公誕 

 

(圖 012-1-001) 敬奉天公的龍香絕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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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2-1-002) 龍香越大表示對天公的誠敬之心越深 

 

 

 

 

(圖 012-1-003)姓周橋理事會慶天公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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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2-1-004) 玉皇大帝雕像受萬人虔誠膜拜 

 

  

 

 

(圖 012-1-005) 姓周橋天公誕人山人海，祥龍瑞獅賀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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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2-1-006)                     (圖 012-1-007)滿盤子寄寓好兆頭的用竹籃

盛滿生果敬獻天公                 糕點也一併上桌 

               

  

 

 

(圖 012-1-008)供奉天兵天將的三牲、紅龜、發糕和螃蟹也擺滿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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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2-1-009)姓陳橋各戶也都在門前拜天公  

 

    

 

 

(圖 012-1-0010)甘蔗絕不可少       (圖 012-1-011)拜天公用的大金和天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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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012-1-012)2011 年首次延聘現代歌舞團表演勁歌熱舞取代古裝戲班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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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遠古先民依賴大自然循環規律所產生的四季時序和所居住的空間地理環

境，累積了生活形態的特色，隨著歷史文化的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變遷，歲時過年

過節的觀念亦相應發生變化，突顯了天地閾限、人事聚集秩序、生命經驗和宗教

信仰儀式的重要性。歲時節慶更隨著物理、社會和文化時間及空間的轉移，逐漸

產生了本土文化認同感。 

 

神聖的天道信仰、日月星辰及四時的大自然宇宙信仰，在時代更迭、送舊迎

新之下，從天子公卿等貴族階層的敬天祭祀儀禮、擁有通天特權的巫覡進行神聖

通天儀式之中，逐漸發展到普泛化過渡到平民化，並且俗化成為一般天神與祖靈

的歲時祭祀儀式，甚至充滿了娛樂與休閒功能。 

 

在身心過渡意涵及文化象徵意義上，荷蘭學者阿諾德．范．杰內普(Arnold Van 

Gennep)提出了象徵分離(separation)、聚集(aggregation)、轉換(transition)等三

種生命禮儀主題的性質與特點，所展出來的一種「通過儀式」(Rites de passage)

的「閾限階段」(liminal phase)所形成的核心意義。他定義「通過儀式」是：「伴

隨著每一次地點、狀況、社會地位，以及年齡的改變而舉行的儀式」，而且所有

的通過儀式都具有轉換的形式。 

 

華人新春過年節日形式與性質，就是一個具備了通過和轉換儀式的特徵，受

到自然節律的制約，但卻又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趨勢傾向社會人文方向而有所

轉化，在習俗規範和道德標準上，具有明確的社會行為和結構性類型的權利與義

務，被賦予一定的期望性與文化認同感。 

 

第一節 檳榔嶼華人過年文化的含義與生成演變 

 

    檳榔嶼的海上貿易經濟發展在十七世紀的時候開始蓬勃，隨著檳榔嶼成為英

殖民地之後，成為農作物的外部市場通道，各種經濟建設也跟著發展起來，這種

機遇確實吸引了中國南部沿海一帶的福建省和廣東省的華商飄洋過海來發展，同

時更有大量的華人在英殖民政府的召募勞工之下，湧入檳榔嶼。最後有部份華人

在海外落地生根組織新家庭，形成華人社區，另有部份華人則與馬來人通婚，建

立起一個特殊的混血華巫社會。這種變遷過程促進了一個族群的形成，而且這種

遷徙移居的過程是持續延長的，並且影響到新生的一代。 

 

    華人社群裡保持母語教育和傳統習俗文化就是有效傳承華人的歷史和文

化，但是要如何保持華人的傳統習俗和文化價值地位呢？這是顯得困難和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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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許多古老的華人傳統習俗文化和節日傳奇在一個新的國度隨著社會結構的變

遷，不斷遭到時間的洗滌，在新生一代的思想中己顯得越來越淡來，而且模糊得

追憶不起傳統文化習俗的歷史痕跡。華人在現實的環境中面臨著各種尖銳種族問

題與政治困惑，他們對異文化的親身體驗，促使他們對自己本身的文化精神突然

產生了反思，在文化逐漸受到侵蝕、同化和消失之下，華人的文化情感和習俗生

活竟然起了強烈的變化，當今一代的華人從上一代長輩的生活經驗中，了解到傳

承的重要性，為了要避免政治因素的介入、體諒不同種族的感受，他們在華人社

區中努力為自己和下一代爭取權益與地位，為傳統習俗文化全力付出，展現出具

有本地色彩的華人傳統節慶習俗，成功塑造出具有大馬風味的春節文化，從一年

之計在於春，萬物皆茂盛綻開生長的時刻，華人都會感受到春節過年所帶來的強

大生命力與活力。 

 

正如維克多．特納(Victor Turner)所提出的「儀式過程」(The Ritual Process)，

即華人在過年的時候與日常生活的各種事物是所分離的，並且其中渉及到要經過

一道門檻狀態，然後過渡到一個儀式情況之中，完全脫離了日常的時間與空間概

念，從張力結構轉化到鬆弛層面的反結構閾限過渡之中，會受到某替程度的挑

戰，經過一番逆反儀式性的對抗行為之後，最終又重新進入(re-entry)或恢復到日

常生活的世界裡，吸收經驗過的事情，使自己改頭換面，重獲新生。 

 

    檳榔華人，以成熟的理性表達方式參與儀式過程，懷著喜悅的心情投入過年

的傳統文化習俗活動當中，透過各種華人節日慶典儀式的舉行，以傳統配合創

意，努力推動開展，並且在多元化民族共同生活的空間，試圖親善和睦地將節慶

融入到多元化的社會當中，與各族人民同歡共樂，以形成一種在地的新文化特色。 

 

 華人民俗文化是屬於族群心靈智慧與才情發揮，華人先祖累積長期的實踐 

與經驗，給生活和生長在完全都市化，享受著高度物質文明氛圍裡新一代華人子

女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文化資產，讓我們瞭解過年過節的儀式行為所孕含的深厚文

化意涵，以及儀式象徵中的認知與存在的特質。 

 

第二節   檳榔嶼華人過年文化的世俗情趣 

 

檳榔嶼的華人籍貫雖然各有不同，而且一些風俗習慣也有異，但是對於過 

年儀式的慶祝卻是遵禮如儀，民間信仰者極為重視數千年來遺傳下來敬天地迎神

靈，祭祀祖先和敦親睦鄰的習俗。除夕子時盛裝趕赴各廟宇，焚香祝願，遇到熟

人皆會互相恭賀新禧；非民間信仰的其他宗教信徒雖不執清香禱告蒼天膜拜神

明，但亦會遵循節日文化的慶典儀式，以觀樂的心情來迎接佳節，為家庭佈置一

新，而且也會在門前張貼歲序更新的春聯，在除夕為家中長輩守歲不眠的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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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大家以全新形象向長輩拜年，然後再攜帶甜柑出門拜訪親友，見面互道

恭喜發財和講吉祥話，新年期間一切禁忌也儘量維持避免破戒。家家戶戶隨時恭

侯親友上門，準備了美酒、香茗、汽水、糖果、糕餅，以饗來客。萬民同樂，氣

氛熱鬧，尢其是新春廟會，不只是為了促進市場的物質流通、提供經濟效益、或

是以廟會的舉辦來吸引遊客和各族民眾來娛樂，更重要的是將廟會固定形成一個

社交聯誼中心和民風民俗的文化傳播場所，通過文化活動和文藝表演，體現出華

人的傳統習俗和感觀上的滿足，並且讓新一世代的年輕人有機會接觸到古老的民

風民俗，重溫或想像長輩的過節情懷。春節游春，到處觀覽名勝古蹟，也都充滿

了人文聯誼氣息。 

 

檳榔嶼曾經為英殖民地，華人先賢到此披荊斬棘，混合多元種族共同生活其

中，鞠躬盡瘁地為下一代子孫打下了江山，讓子孫在這異采繽紛的文化中吸長補

短，除了完整保存本身的傳統文化之外，更鑄造出生活環境之下的新文化。 

 

華人以「年」作為測定時間概念的計時單位，並賦予它一個神聖任務，在全

新的時間觀念裡，人們都會重新整頓和振作，以全新姿態迎向未來。「年」以三

種不同面相即鼍龍、植物神與雷神等形象出現，反映了以農耕為生的先賢對於能

夠呼風喚雨的神獸「大地之龍」的畏懼與崇拜；對象徵了人類生生不息、傳宗接

代繁衍，永獲新生的植物神的崇敬與感恩；以及對具有呼風喚雨，懲惡揚善，且

具多元功能的正義雷神的敬畏與膜拜，因此而顯現出人們對於延年益壽、吉祥、

富貴和幸福理想的追尋。「年」從社會生活現象和生命存在的體驗之中，承載著

原始的時間形式、精神文化寄託和心理欲求，使這種節日民俗的節慶文化更呈現

出豐富多樣的面貌。 

 

     傳統過年儀式是華人文化的精髓，隱含著先賢豐富的生活經驗，再結合世

俗社會結構而存在，富有共同生活於其中的區域聯誼性，充滿世俗情趣和神聖特

質。農曆新年的各種儀式都積極沿襲習俗，如臘月祭祀、送神、迎神、祭尾牙、

吃湯圓以及人日撈生，寄寓風生水起，大吉大利。 

 

    人望高處，水往低流，這是俗世所無法改變的事實，因此五福財神應運而生，

儒釋道諸神佛都成為俗世人的幸運之星，相信神明若有靈，祈求必有應。人們相

信諸神佛慈悲濟世，只要存心多積陰德和陰功，為善不揚名，虔誠祭祀自然天人

相感應。 

 

元宵夜在舊關仔角丟柑近年來已發展成為一項公益事業，許多懷春的少年男

女當然不忘在柑橘上填上自己的電話號碼或依媚兒(e-mial)，希望姻緣一線牽，

另外也有許多有心人在柑橘上寫下不少祝福語，祈望世界變得更美好。其中舊關

仔角的峇峇娘惹文化歌舞表演最吸引人潮。咚噹沙洋(Dondang Sayang)舞蹈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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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沙洋(Rasa Sayang ) 民謠的音樂，百聽不膩，總有一種時光回流的感覺。 

     

至於元宵燈節活動更是新年之中最熱鬧的一晚，除了觀賞花燈，還可以在廟

會裡看到各種式微的民俗技藝表演，以及傳統文化娛樂活動。新春廟會在華人古

老的街道或舊建築物前舉辦，極具特殊意義，主要是呈現這個地景的文化觀，呼

喚起華人的認同感以及熱愛檳榔嶼土地的一顆心。 

 

第三節  檳臺兩地慶新春風俗的比較 

 

自古以來以農立國的華人，非常重視二十四節氣的時序運作，仰賴天時對農

作物的豐收或兼損，新春納慶節日的形成，確實需要一個歷史積淀的過程，反映

了華人長期以來對農耕社會的農時、天文地理、氣候和曆法的密切關注和認識 ，

通過質樸的生活方式、心理反映、審美情趣和價值觀念而呈現出來。對於節日的

淵源，形成華人對於自然景象的敬畏和崇拜，演變為禁忌和儀式。更重要的是，

華人一直以來都對現世的生活充滿著積極的態度，著重實際，對於吉凶禍福和貧

富意識一直都相信今生今世的現實人生，所以才會通過新春佳節來要求新的希

望，藉由世俗信仰來追求生活品質的享受，重視倫理道德來增強家族內聚力的精

神寄托。 

 

檳榔嶼和臺灣都是一個得天獨厚，物種豐富，新舊族群多元融合，是個文化

濃厚的人文島嶼。臺灣的思維想像力和創造力將新春迎新的氣氛落實到宗教狂熱

的祈禱活動和商業經濟實用功利性上，新春佳節的傳統人文氣息反而不如檳榔嶼

的濃厚。 

 

居住在檳榔嶼的各種民族太多元化，因此，華人為了維持族群的傳統文化和

數千年來民俗民風，必須保存一點原鄉族群的尋根意識，才不至於遺失了標誌著

血緣關係和最原始地緣祖先身份認同的價值觀念象徵。從冬至開始到元宵夜，華

人都以最激昂的情緒、最牢固的情結，和最虔誠的的心境來歡渡佳節，把這具有

最長時間性的非凡文化的魅力，通過各種豐富多采的慶祝活動把古老風俗習慣的

內涵和風情，藉由新風貌展現出它的特質性。 

 

華人是個泛靈崇拜的民族，對於五方五土龍神和唐蕃地主財神都能安心甘

受，誠心供奉和祭祀，福德正神和拿督公土地神的信仰更是獲得華人普遍上的接

受，因為具有濃厚本地色彩，所以相信祂們都會庇佑「在地人」，施財賜福，使

人們的生活更加美滿。由於生存處境所激發出來的意識，使華人更勇於傳承和創

造一個馬華社會的新春節日。正如李豐楙教授所說： 

 

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形象隱喻，就可知定居、入籍的馬華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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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個世代，既已表明效忠於大馬，卻也不自覺期望保守其華裔的出身。562
 

 

新春佳節，家家戶戶除舊佈新，祈求吉祥如意、福延新日、慶壽無疆、渲染

歡樂氣氛之外，最重要還是期望藉由傳統年節習俗作為新舊過渡和轉換，順利實

現理想。 

 

  第四節  歡慶年節不忘敬天祀地祭祖親人 

 

閩南一帶移民檳榔嶼與臺灣人數眾多，作為一個古老民族，其歷史記憶下的

文化認同感是深具意義的。兩地之間的新春年節慶典內容，主要是來自閩粵一帶

所流傳的習俗信仰為主。傳統新春祭拜習俗中的敬天祀地，崇功報德是文化根源

的保存與傳衍，也是華人千百年來的美德傳統。新春年節所帶來的豐富文化資源

正反映了華人先民的不斷累積下來的生活智慧與經驗結合。歲終和迎新歲的酬神

儀式就是一種祈求恩賜的活動，同時也是民眾對一年來本身言行處世作一個全面

檢討，冀望在來年物質財富和精神生活的層面，能有所俾益。 

 

艾略特（T.A. Eliot, 1888-1965）說過： 

 

傳統並不是一個可以繼承的遺產，假如你想獲得，非下一番功夫不可。最

重要的是傳統含有歷史的意識 ，……這種歷史意識包含一種認識，即過去不

僅僅具有過去性，同時也具有現代性。……這替歷史的意識是對超越時間即永

恆一種意識，也是對時間以及對永恆和時間合而為一的一種意識。」563
  

 

在慶祝新年佳節之中，華人對新一年的經濟走向自然十分關注，從檳榔嶼萬

腳蘭清水祖師廟（即青龍廟）及海珠嶼福德正神廟的請火儀式中，可以觀察到各

方善信和國內外觀光客態度的訝異、好奇和不同程度的相信與存疑。從火焰竄升

的情況來預測檳榔嶼上、中、下全年三季的經濟走勢，這關係到檳榔嶼人們生活

環境的如意和順暢，同時也藉由經濟的進步而對華文文化教育的發展提供更多的

援助。因此，從人日撈生的意義上和高舉撈起的動作，就很明顯的表達了華人的

思想和背後意涵，同時，祈求五福財神眷顧，前程似錦。 

 

以經濟成長為基礎，以儒家思想和道教觀念為指導的拜天公民俗文化，保持

了傳統的祭祀儀式，也為這新春節日鑄入了新元素，使天公誕更具本地多樣化色

彩。拜天公則是感恩於上天對眾生的憐惜，讓眾生平安健康，事業順利。檳榔嶼

                                                 
562

 李豐楙、林長寬、陳美華、蔡宗德、蔡源林合著，《馬來西亞與印尼的宗教與認同：伊斯蘭、

佛教與華人信仰》〈作者群序之一〉，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題中心，2009.6，

初版。 
563

 艾略特著，杜國清譯，《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傳統和個人的才能〉，臺北：田園出版社，

1969.3，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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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都會在天公誕前夕到天公廟或是在家裡祭祀天公，祈求新的一年裡更加如願

吉祥，各姓氏橋原是華人最初登岸聚集匯聚的地方，歷史悠久，因此，由居民最

多的周姓橋橋民主辦天公誔，更具有深刻意義，同時也促進旅遊觀光事業的發

展。在慶祝佳節之餘，華人都本著回饋社會的心情，不忘推動公益與華文教育事

業，希望把華人的傳統民族習俗和文化的根牢牢地繫在生活與生長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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