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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基隆中元祭與姓氏輪值主普制* 
吳蕙芳**  

 基隆中元祭的最大特色在姓氏輪值主普制，對於此制源起，一般認為是

始於咸豐年間甚為嚴重的漳泉械鬥衝突，後經地方士紳協調，主張以「賽陣

頭」(普度賽會)方式代替「打破頭」(械鬥血拼)場景，即經由血緣關係的宗

親組織輪流負責中元普度活動，化解因地緣衝突形成的族群對立。惟此一說

法的史料來源以往鮮為人關注，立論基礎亦乏人重視，至於輪值主普各姓在

當時的實力狀況與能力表現更少有確切釐清者；同時，清治與日治時期的基

隆中元祭非僅主普一柱，而另有主會、主醮、主壇之分布，究竟這四大柱是

如何進行與運作的？隱身其後的人際網絡是如何關連糾葛的？這些問題昔

日或有若干討論，然窺諸內容仍值得再深入探究。而研究結果顯示：咸豐5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編號NSC96-2411-H-019-001-MY3)補助下之部

分研究成果，文章初稿曾宣讀於「2008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2008年11月6-7日)，投稿後復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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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姓氏輪值主普制確因漳泉械鬥事促成，然咸豐年間基隆的漳泉械鬥應不

止一次，再加上福建小刀會動亂引發基隆戰事，使當地死傷者甚多，故透過

輪值主普十一姓依序負責每年超度亡魂之事，令生者得安心度日。此制發展

到日治時期已演變成逐年競賽局面，輪值主普十一姓在主普壇、遊行陣頭、

祭祀牲豚等方面彼此互爭，而為集結同姓宗族力量，輪值主普各姓均大量動

員鄰近地區族人，此實促成了新鄉(金雞貂石區)的在地認同，反淡化以往對

原鄉(漳州、泉州)的地域觀念。同時，輪值主普十一姓外的其它姓氏亦逐漸

興起，且不落人後地展現實力，與輪值主普十一姓互相競賽，至戰後終於爭

取到輪值主普機會，發展成今日基隆共有十五姓輪值主普之局面。 

關鍵詞：基隆中元祭、姓氏輪值主普制、漳泉械鬥、主普、主會、主醮、主

壇、宗親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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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如眾所周知的，基隆中元祭的最大特色在姓氏輪值主普制，即每年固定

由不同姓氏之宗親組織輪流負責主普工作，此固定姓氏最初為十一姓，包括

張廖簡、吳、劉唐杜、陳胡姚、謝、林、江、鄭、何藍韓、賴、許姓，民間

習稱為「張頭許尾」，1戰後陸續增至十五姓，即加入聯姓會、李、黃、郭四

姓，後來民間改稱為「張頭郭尾」。2對於姓氏輪值主普制的源起，一般認為

是始於咸豐元年(1851)甚為嚴重的漳泉械鬥衝突，死傷頗為慘重，高達 108

人，後經地方士紳協調，主張以「賽陣頭」(普度賽會)方式代替「打破頭」(械

鬥血拼)場景，亦即以血緣關係的宗親組織輪流負責中元祭活動裡的主普工

作，化解由於地緣因素形成的族群對立，故自咸豐五年(1855)開啟了姓氏輪值

主普制；3而此一制度因有固定單位負責歷年普度事，致基隆中元祭得持續一

個半世紀以來不中止，並逐漸發展成今日眾所矚目之盛況。4惟姓氏輪值主普

制普遍說法的史料來源以往鮮為人關注，立論基礎亦乏人重視，至於輪值主

普各姓在當時的實力狀況與能力表現更少有確切釐清者；同時，清治與日治

時期的基隆中元祭並非只有主普一柱，而是有主普、主會、主醮、主壇四大

柱的分布，究竟這四大柱是如何進行與運作的？隱身其後的人際網絡是如何

關連糾葛的？這些問題昔日或有若干討論，然窺諸內容仍有值得再補充之

                                                      
  1 「張頭許尾」之稱，早於日治時期報紙即刊載，參見〈基隆短信——中元破例〉，《臺灣日日

新報》，1920年9月8日，6版；〈基隆特訊——貽笑文明〉，《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8月26
日，6版。 

  2 有關基隆中元祭輪值主普姓氏由清治及日治時期十一姓發展至戰後十五姓之歷程，參見曾子

良，〈雞籠中元祭之傳統及其當代轉化之探討〉，《海洋文化學刊》，創刊號(基隆，2005.11)，
頁44-46；吳蕙芳，〈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以黃姓宗親會為例〉，《兩岸發展史研究》，

第4期(桃園，2007.12)，頁133-134。 
  3 此說甚為普遍，茲舉基隆官方出版品與民間出版品各一種以為參考。見陳青松，《基隆第一：

藝文篇》(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頁97；臺灣基隆市何藍韓姓宗親會編，《雞籠中

元祭輪值主普姓氏源流》(基隆：臺灣基隆市何藍韓姓宗親會，2005)，頁183-184。 
  4 有關基隆中元祭之淵源與發展，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的淵源與發展〉，《白沙人文社會

學報》，第5期(彰化，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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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故筆者不耑淺陋，利用蒐集來的一、二手史料對上述課題予以分析說明。 

二、 姓氏輪值主普制的源起 

  較早提及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實導因於咸豐年間死傷慘重的

漳泉械鬥事，致人們主張以普度賽會代替地域衝突的官方記錄，是戰後首度

修撰的《基隆市志》(後稱舊版《基隆市志》)，其曰： 

咸豐十年(公元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八月，漳、泉人在魴頂之械鬥最烈，因

而死者一百零八人，自是漳泉相仇，糾紛常起，今安樂區之義民廟，

乃安葬械鬥而死者一百零八人之骨骸，誠為雞籠開發史中之慘事。此

風至清末，由於識者之士諄諄善誘，以普渡賽會以代血鬥，始戢，今

則畛域盡泯，民情歡洽矣。5 

此一內容明確指出漳泉械鬥與姓氏輪值主普制的因果關係，且漳泉械鬥事發

生於咸豐十年(1860)。然此說未明史料來源，文中亦未告知姓氏輪值主普制的

開始時間，僅概略提及是到清末才由識者善誘停止血拼；惟文中咸豐十年的

時間刊載恐校勘忽略有誤，因公元 1851 年應為咸豐元年而非咸豐十年；又

觀察當時參與修志的洪連成(1922-2004)曾另撰它文敘述基隆中元祭之由來，有

如下說明： 

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八月，漳、泉人士在魴頂之械鬥最烈，因而死

傷一百零八人，誠為基隆開發史中之慘事。漳、泉相仇，糾紛常起，

識者之士相約出面呼籲收集遺骸，慰安亡靈，建老大公廟(即義民祠)於

舊主普壇後面，……，並諄諄善誘，以普渡賽會以代血鬥，即賽陣頭

之重大民俗改革。6 

可見其應認為發生於咸豐元年的嚴重漳泉械鬥事件才造成後來姓氏輪值主

普制的產生。 

                                                      
  5 基隆市政府民政局編，《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政府民政局，1979)，風俗篇，頁14。 
  6 洪連成，〈基隆中元祭的緣起〉，收入洪連成，《滄海桑田話基隆》(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

心，1993)，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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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同在舊版《基隆市志》中之他處，洪氏又有言： 

咸豐初年，基隆街之漳人，與暖暖之泉民以魴頂(今南榮公墓內)為界，

因放牧互有走失牛羊，或爭耕地，或耕作物被踐踏，時因細小之事而

起械鬥，咸豐三年，漳人糾同鄉欲襲擊暖暖泉人，泉人預知，設伏，

盡殲漳人於魴頂，死者連為首之慶安宮和尚計一百零八人。……，前

述咸豐三年之漳泉械鬥悲劇之後，漳人即有人提議糾集報復，若是，

則循環報復，永無已時，漳泉雙方均受其害，識者更覺其非，乃由重

望者呼籲，暫綏報復，先行收埋骸骨，超渡亡魂，以免冤鬼作祟，此

議正合市民厭鬥心理，眾和之。於是合埋於蚵穀(殼)港河畔(今之成功二

路)，後日人建築軍眷宿舍，迫遷於現址，安樂區嘉仁里石山，建義民

公祠，俗稱老大公墓，自咸豐五年起，每七月中元由十一姓輪流主普，

開關鬼門，即在此舉行，是本市主普由各姓輪值之緣起。7 

可見其以為促成姓氏輪值主普制產生之漳泉械鬥應發生於咸豐三年(1853)，非

咸豐元年，而姓氏輪值主普制的開始時間應為咸豐五年。對於上述說法，洪

氏指出是根據以往基隆區長許梓桑(1874-1945)口述而來；且其以為，「許氏生

於同治十二年(1873)，日人據臺時已出任公職，係前清童生，距該慘案不久父

老相傳當耳熟能詳，況係民俗改革之同風會長，其說應屬可信」。8 

  舊版《基隆市志》修纂後數十年又有新版《基隆市志》的編印，在廿一

世紀刊行的新志中，負責修纂宗教篇的洪連成再度提及漳泉械鬥與姓氏輪值

主普制的因果關係，確認死亡慘重的漳泉械鬥事發生於咸豐三年，史料來源

即為許梓桑口述。9 

  又舊版《基隆市志》修撰期間，基隆市政府亦出版了編年體的《基隆大

事記》一書，內曾載：「咸豐三年八月，淡水漳、泉四縣籍民分類械鬥，禍

                                                      
  7 基隆市政府民政局編，《基隆市志》，風俗篇，頁430-431。 
  8 基隆市政府民政局編，《基隆市志》，風俗篇，頁431。又洪連成文中言許梓桑生於同治十二

年，然一般認為許氏生於同治十三年。 
  9 洪連成編纂，《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政府，2003)，住民志，宗教篇，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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燄逐(遂)遠及雞籠、三貂」；10此段文字應有明確史料來源才可能在時間記載

上如此詳細，惜書中未明其依據史料，11且這時雖已有資料指出基隆漳泉械

鬥的明確時間為咸豐三年八月，並導因於淡水漳泉械鬥的波及禍延；然舊版

《基隆市志》修撰時似未能利用此一相關紀錄。 

  值得注意的是，舊版《基隆市志》的文物篇中曾附錄暖暖地方掌故資料，

曾任七堵區長的王初學(1885-？)口述漳泉之爭事，12有不同於以往之說法，其

言： 

咸豐三年，有漳州婦人所畜母豬生子豬數隻，旋售與泉州人，因價款

發生誤會，雙方遂起衝突，當時今之七堵一帶為泉州人之勢力範圍，

而今之基隆市區內則為漳州人之勢力範圍，當漳州人進襲泉州人之

際，因遙見山上芋草生花，誤為泉州人之紅旗，虞其有備，乃相率而

返。同時泉州人方糾集鄉眾進攻漳州人，道經基隆山嶺時，適值傾盆

大雨，雷電交加，遂為所阻而退兵。因此兩州移民得免于戰禍。緣民

間向有戰爭時有神蒞場指揮之迷信，相傳泉州人有神名保儀大夫，漳

州人有神名玉皇大帝，當時漳泉兩州移民均以此次戰禍得消彌於無

形，實由上述兩神之庇佑。事後漳人派代表林本源，泉人派代表某(姓

名不詳)雙方協議簽定和約，後此雙方不分畛域，共安生業云。13 

此口述內容雖肯定漳泉械鬥乃姓氏輪值主普制之因，亦認為漳泉械鬥時間為

咸豐三年，然械鬥事件實際上並未真正發生，且其以為事後負責協調漳泉械

鬥消弭爭端者，乃北臺灣著名望族林本源家。 

  民國八十一年(1992)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曾邀請基隆六十歲以上耆老口述

地方史事，當時洪連成亦口頭提及基隆漳泉械鬥後來是由漳人領袖的林本源

                                                      
 10 《基隆大事記》(基隆：基隆市政府，1981)，頁6。 
 11 同治年間淡水同知陳培桂提序修纂成的《淡水廳誌》曾載：「咸豐三年八月，漳、泉四縣分類

械鬬」，然未言禍及基隆、三貂；見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365。 
 12 有關王初學的身份背景可參見陳德潛，《基隆瑣憶—日治時代與光復初期的人事物—》(基隆：

作者自印，2008)，頁9-10。 
 13 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政府，1986，增印)，文物篇，頁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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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面與泉州人講和，才有中元普度的開始；而林本源家早於咸豐四年(1854)

即購買許多基隆漳人的土地，14故其在基隆實有一定影響力，亦有足夠地位

居間協調漳泉衝突事。洪連成此一說法為陳凱雯注意，其利用日治時期契約

文書及寺廟調查資料指出：早於清道光二十二年(1842)開始，基隆即有漢人向

林本源家的林平侯繳納地基稅銀，開設店舖，地點包括新興街、長潭堵、草

店尾街等；而基隆的漳州人信仰中心奠濟宮(原稱開漳聖王廟)建於新興街，

此廟土地亦由林本源家所捐。事實上，林本源家為北臺漳州人領袖，當時北

臺漳泉嚴重械鬥事件中，其皆代表漳人居協調角色，因此基隆漳泉械鬥後由

林本源家族居間協調的可能性是極高的。15 

  民國七十三年(1984)基隆市長張春熙為發展地方觀光事業，將官方力量伸

入原純粹由民間宗親組織負責籌辦的基隆中元祭相關活動，除經由政府經費

補助增加活動內容與擴大活動規模外，亦欲透過文字說明以溯本究源並記錄

實況，使之成為饒富文化意義之重要地方民俗活動，並提供後人參考瞭解；16

故市府委託學術團體或學界人士負責調查研究，此共有兩次，分別為民國七

十七年(1988)委由國立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對當年賴姓輪值主普的基

隆中元祭作調查；其次是民國七十九年(1990)委由學者與民俗工作者共同對當

年由聯姓會中邱丘姓負責輪值主普的基隆中元祭作觀察。兩次調查的文字記

錄均曾載及基隆中元祭裡姓氏輪值主普制的由來與時間，而其結果均認為姓

氏輪值主普制實因漳泉械鬥產生，且開始於咸豐五年，至於漳泉械鬥時間，

則有咸豐年間、咸豐元年、咸豐三年等不同說法。17唯不論是漳泉械鬥或姓

氏輪值主普制的時間均無明確的文字史料佐證。 

                                                      
 1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南投：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4-45。 
 15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5)，頁39。 
 16 張春熙市長的想法可見其所題之序文，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鷄籠中元祭》(基

隆：基隆市政府民政局，1989)，〈序〉。 
 17 相關說明參見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鷄籠中元祭》，頁23、43、46、105；李豐

楙主編，《鷄籠中元祭祭典儀式專輯》(基隆：基隆市政府，1991)，頁18、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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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既被認為是出現於清代的咸豐年

間，即應以清代文獻作為論證依據，然目前清代的直接資料未被發掘，僅有

數則日治時期的相關史料可供參考，此又可分為地方志書與個人記載兩種。 

  日治時期的地方志書有大正八年(1919)完成的《臺北廳誌》載曰： 

咸豐三年枋橋の漳人、泉人と激鬥を開き、其餘波臺北附近の各堡よ

り、遠く基 隆方面に及び、殺傷焚燎其極に達し、餘焰尚ほ收まらざ

るに、同九年復た兩族劇爭を起し、擺接堡各庄は悉く兵燹に罹り、

大加蚋芝蘭の各堡亦甚だ混亂を極あにり。18 

文中清楚指出咸豐三年板橋的漳泉械鬥影響到基隆地區，死傷慘重，而咸豐

九年(1859)漳泉械鬥又起，亦造成極大混亂。此資料由於載及基隆漳泉械鬥實

因板橋漳泉械鬥事件牽連產生，使得前述板橋林本源家族在基隆漳泉械鬥協

調中的角色扮演似亦有相當的可能性。 

  日治時期相關基隆中元祭的個人記載可分成漢人與日人兩種，漢人記載

如基隆《臺灣新聞報》記者簡萬火在昭和六年(1931)出版的《基隆誌》一書裡

有相關說明，其言： 

自咸豐三年八月起，漳泉雙方械鬥，初漳人方面，係慶安宮一和尚，

首倡當先，率漳人至魴頂，與泉(安溪人)擊鬥，雙方死傷甚多，血流溪

澗，如此慘事，至咸豐十年九月十五日，計有發生三次，誠民族未曾

有之慘事也，如現在蚵殼港舊隧道口之義民廟，乃安葬是等犧牲者百

零八名之骨骸也。19 

此資料認為咸豐年間的漳泉械鬥不止一次，而是從咸豐三年八月到咸豐十年

九月間共發生三次，且犧牲者多達 108 人；簡萬火的記載曾為戰後黃師樵引

用以研究早期基隆的開發史，唯黃文中並未注明史料來源。20又日治時期任

基隆公學校訓導的蔡慶濤有私人手稿載及基隆大事記時，提及兩則漳泉械鬥

                                                      
 18 《臺北廳誌》(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9)，頁108-109。 
 19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頁6-7。 
 20 黃師樵，〈光復以前基隆開發小史〉，《臺灣文獻》，第24卷第1期(臺中，1973.03)，頁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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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各發生於咸豐三年與咸豐九年，其中咸豐九年的漳泉械鬥波及當時基隆堡

內仙洞庄、八斗子庄、鼻頭庄、深澳庄、龍潭堵庄、柑仔瀨庄、石碇庄等地，

爭鬥嚴重，死傷甚多；21此事八斗子地方人士迄今印象深刻，訪談時即提及

此事，22日後亦有人以此印象為題材撰寫小說。23 

  日人資料則以大正六年(1917)石坂莊作(1870-1940)編的《基隆港》一書之記

載最早，其言咸豐三年基隆地方有漳泉械鬥，泉州人為避難而逃至彭佳嶼。24此

說亦見於昭和八年(1933)入江文太郎的《基隆風土記》，並補充說明避難至彭

佳嶼的泉州人乃張、朱、鍾三姓二十餘戶。25又日治時期的寺廟調查中，基

隆與暖暖兩地的記錄頗值得注意；首先是基隆公學校長對位於基隆街玉田、

供奉開漳聖王的奠濟宮之調查報告言：嘉永六年(咸豐三年)有漳泉械鬥發生，26當

時基隆街的漳州人與暖暖街的泉州人開戰，後因開漳聖王顯靈，使漳人免受

敵人危害；其次是暖暖公學校長對位於石碇堡暖暖街、奉祀天上聖母的安德

宮之調查報告則言：清咸豐三年、九年、十年有漳泉械鬥，泉州人迎出保儀

大夫，並向保儀大夫報告作戰計畫等事，後來與漳州人的戰爭竟連戰連勝；

咸豐十年三月二十七日，暖暖將汐止的保儀大夫迎至安德宮內共祀，以後即

形成慣例，每年三月二十七日起至二十九日連續三天，汐止的保儀大夫均與

暖暖的媽祖共同接受信徒祭祀。27上述兩地的調查報告雖然對戰爭結果有截

然不同的記載，然此實因不同廟宇，不同信仰者為凸顯其神明靈驗而產生之

                                                      
 21 蔡慶濤記，《基隆地方研究資料》(手稿本)。 
 22 陳世一、張雯玲訪談、記錄，《八斗子耆老訪談錄》(基隆：財團法人海洋臺灣文教基金會，

1998)，頁26。 
 23 杜披雲，《風雨海上人》(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0)，頁57-66。 
 24 石坂莊作編，《基隆港》(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臺1版，據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

報社，1917，3版影印)，頁20。 
 25 入江文太郎，《基隆風土記》(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臺1版，據1933排印版影印)，

頁57。 
 26 原史料載「嘉永六年(咸豐九年)」似有誤，因嘉永六年為咸豐三年，咸豐九年應為安政六年，

然此次漳泉械鬥發生時間也有可能是在咸豐九年。 
 27 《社寺廟宇ニ關スル調查：臺北廳》(手稿本)，〈基隆公學校長報告〉、〈暖暖公學校長報告〉；

又暖暖的媽祖廟安德宮歷史近二百年，基隆耆老口述歷史時仍會提及此廟，參見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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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說法，唯咸豐年間三次漳泉械鬥時間(即咸豐三、九、十年)卻因此得到證實。 

  令人感到特別的是，日治時期的相關記載，不論是地方志書或日人、漢

人的個別記載，均對咸豐三年及九年的漳泉械鬥記憶深刻，而對咸豐十年的

械鬥事件較少著墨，原因之一可能是咸豐三年及九年的漳泉械鬥規模較大，

印象易於留存，另外的原因，或在於其它戰亂事件引發重大傷亡的連帶記

憶，因咸豐四年及八年(1858)基隆另有黃位(？-1877)的竄擾事件。 

  黃位竄擾基隆一事在戰後的舊版《基隆市志》沿革篇中曾有記載，其言︰

咸豐四年「會匪黃得美率黨黃位，陷同安、海澄、廈門，得美誅，位竄大雞

籠口，逸竹塹港，同知丁曰健平之」、咸豐八年「海盜黃位犯雞籠」。28而《基

隆大事記》亦有載曰：「咸豐四年四月，漳、泉一帶天地會首要黃位，俘(浮)

海襲踞大雞籠；五月，北路協副將曾玉明率勇攻黃位，位敗走竹塹沿海」、「咸

豐八年，小刀會黨人黃位等再犯雞籠，旋平之」。29此外，前提之日治時期基

隆公學校訓導蔡慶濤的手記亦載及此事，其言安政元年(咸豐四年)海賊黃九位

從廈門來，自雞籠登陸，占領數月，後由淡水廳的丁曰健平定，此事使得艋

舺士紳林國志、翁裕佳、王宗何、林嵐山與雞籠總理謝集成等人因功受賞；

又安政五年(咸豐八年)有海寇黃位侵犯基隆(雞籠)。30事實上，黃位與黃九位(又

名黃威)乃同一人，其侵犯基隆之事，亦可見於清政府檔案，如咸豐六年(1856)

的上諭檔載： 

是年(即咸豐四年)閏七月間復有內地小刀會匪船竄入雞籠地方，勢頗猖

獗，經官兵五路進攻，破賊所據石圍，殲擒二百三十餘名，截殺百餘

名，其逃入船之賊，復被水師於臺、澎洋面節次追剿，先後牽獲、擊

沉匪船多隻，生擒無算。31 

                                                      
 28 《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6)，沿革篇，頁141-142。其中，咸豐四年的記載

應來自《淡水廳志》之記錄，見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66。 
 29 《基隆大事記》，頁6。 
 30 蔡慶濤記，《基隆地方研究資料》(手稿本)。 
 31 〈咸豐六年六月十日(上諭)〉，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

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冊7，頁357-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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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八年的月摺檔則載： 

內來小刀會匪船，分股遊奕台衛洋面，牽佔商漁船隻，追脅入夥，到

處窺伺，復竄至噶瑪蘭廳屬蘇澳，及淡水廳屬雞籠，勾結土匪，登岸

滋擾。32 

而後來在平亂中建立汗馬功勞的淡水同知丁曰健、北路協副將曾玉明、艋舺

士紳翁裕佳及雞籠總理謝集成等人為朝廷賞賜之記錄，亦見於官方檔案。33 

  又此一竄擾事件中的黃得美(又名黃德美，？-1853)與黃位均福建同安人，兩

人乃叔侄關係(一說是義父子關係)，亦均屬廈門小刀會成員。蓋道光三十年(1850)

大陸發生太平天國事件，洪秀全(1814-1864)領導群眾自廣西桂平縣金田村起事

後，一路竄擾廣東、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省，福建地區會黨即乘機起

事，暗中勾結太平軍，其中便有黃得美、黃位。34咸豐四年此股會匪在基隆

被截殺百餘名，若連上前一年(咸豐三年)漳泉械鬥的激烈對立，死傷情形可想

而知，此一場景導致日後基隆耆老印象深刻，實有相當的可能性，且極有可

能因此將兩年之事合併成一個記憶，認為咸豐三年漳泉械鬥的死傷即達一百

多人，故咸豐五年議決姓氏輪值主普制，由十一姓輪流負責普度工作以超度

許多死於非命的亡魂。 

  另外，日治時期有名為牽牛子者於昭和十七年(1942)觀察基隆重要廟宇慶

安宮(史料中將慶安宮誤記為惠安宮)，35發現當時廟內除供奉神祇媽祖外，尚在廟

                                                      
 32 〈奏為遵旨查明勦捕分類等五案首從匪徒在事出力文武員弁紳士義首人等擇尤獎敘繕具清單摺

(咸豐八年六月初六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

院，1994)，頁312。 
 33 〈咸豐八年六月六日(上諭)〉，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

編》冊7，頁370-371；〈剿辦臺灣各屬沿海口岸內來小刀會匪出力文武官紳人等擇尤獎敘清單

(咸豐八年六月初六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一)》，頁315、318-319。 
 34 相關史實說明參見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215-218；

黃嘉謨，〈英人與廈門小刀會事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臺北，1978.06)，
頁329；又黃得美與黃位的背景資料可見於《(福建)同安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444-1445。 
 35 原史料載為惠安宮似有誤，因其言此廟廟址在高砂町一丁目八番地，而日治時期基隆位於此地

址之廟宇應為慶安宮而非惠安宮；相關廟址資料見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編，《臺北州下に於け

る社寺教會》(臺北：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1933)，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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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隅有十一姓神明的寄祀，即林姓天上聖母、江姓東峰公、鄭姓延平郡王、

何姓昭德聖侯、賴姓保生大帝、許姓感天大帝、36張姓梓潼帝君、吳姓保生

大帝、劉姓漢高祖、陳姓開漳聖王、謝姓孝義侯；而神壇前有匾額說明十一

姓神明與媽祖合祀之因： 

基隆地方には古く乾隆時代より移民が行はれた。咸豐年間に械闘が

あり、漳州人は瀧川山上と暖々方面(基隆郡七堵庄)の泉州安溪人と激

闘し、基隆漳人の彈死者は百八人に及び惠安宮の一僧侶も戰死し

た。これらの諸靈を一時獅球嶺下の義民廟に祀つたが、後觀音町の

半山に移し、更に現在の惠安宮に寄祀するやうになつた。これより

先基隆在住の林、江、鄭、何、賴、許、張、吳、劉、陳、謝十一姓

の者は、每年舊曆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の三日間にわ

たり、普度を行つて義民の靈魂を慰あてるたが、更に十一姓の各先

代帝王、あるひは公侯、將相その他有功者の神像をつくり、惠安宮

に祀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ある。每年十一姓の者が輪番で主普となり

祭祀を行つてある。37 

此乃目前所見日治時期首次明白指出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實因咸

豐年間的漳泉械鬥事而產生之資料。值得注意的是，此廟供奉十一姓神明的

安置順序與匾額中的十一姓排列順序並非今日基隆人習慣說的「張頭許

尾」，即從張廖簡姓開始，經吳、劉唐杜、陳胡姚、謝、林、江、鄭、何藍

韓、賴諸姓，最後由許姓結尾，而是從林姓開始，此實值得加以探究。蓋調

查者觀察當年(昭和十七年)是許姓輪值主普，若要凸顯輪值主普姓氏的排序，

則應將許姓置首而非林姓。廟中將林姓神明置十一姓神明之首，並由此依序

排列的可能原因，或為慶安宮乃媽祖廟，而林姓供奉的神明亦為媽祖(因媽祖

姓林)，故將林姓神明置首位。然匾額中將林姓排序置首位的原因，則可能是

                                                      
 36 原史料載許姓成天大帝似有誤，因許姓供奉的神明是感天大帝，即道教神明許真君(許遜、許

旌陽)；見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鷄籠中元祭》，頁67。 
 37 牽牛子，〈械闘その他〉，《民俗臺灣》，第4卷第6号(東京，1944.06)，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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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匾額篆刻之時乃林姓輪值主普之年，為表示尊重，故由林姓開始排序。38若

上述說法成立，再配合匾額中提及的相關史料，則此匾額最早可能的產生時

間是昭和元年，39該年乃林姓輪值主普，而由此依十一姓排序往前推算，則

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的確是始於咸豐五年。40 

  惟姓氏輪值主普制若確實始於咸豐五年，則顯然未達到今日基隆一般所

強調的以「賽陣頭」方式代替「打破頭」場景的期望與目的，因咸豐九年及

十年仍有漳泉械鬥，且咸豐九年的漳泉械鬥規模甚大，讓人印象深刻；而整

個淡北漳泉械鬥要到咸豐十一年(1861)十一月才得調解言和，41基隆的漳泉械

鬥更要到同治年間才因外患增加，乃使內鬥消弭。42因此對於上述疑問，可

能的解釋是：當年姓氏輪值主普制的真正著眼點，應在確認固定負責者以輪

流辦理每年超度亡魂之重要工作，使歷經動亂的生還者得安心度日，平順生

活；而非特別強調每年透過水燈及陣頭遊行之活動以拼場較勁，展現輪值主

普各姓在地方上的雄厚實力。故上述匾額中言十一姓每年農曆七月二十四、

二十五、二十六日，三日間的重要工作是輪流施行普度以安慰義民，即漳泉

械鬥死難者之靈魂，其並未涉及以「賽陣頭」代替「打破頭」之說法。 

  又據此解釋來分析同治十年(1871)已纂修成的《淡水廳志》有關中元祭記

載時，亦可得到若干證實，因當時基隆屬淡水廳管轄範疇，而《淡水廳志》

言及七月中元節時曰： 
                                                      
 38 基隆傳統習慣，當年輪值主普姓氏往往在相關要事排序上居首位，以示尊重；如輪值主普姓氏

在當年中元普度的水燈與花車遊行順序中排首位，即為一例；又如民國七十三年(1984)為經營

及管理舊主普壇而成立的社團法人基隆市主普壇管理委員會，首任理事長為林姓代表，原因即

在於當年輪值主普者為林姓，參見《社團法人基隆主普壇管理委員會第六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

會手冊》(1998)。 
 39 史料中言及「觀音町」，可知此匾額應在基隆改行町制後才出現，而基隆改行町制始於昭和年

間，觀察者的觀察時間是昭和十七年，此段時間內林姓兩次輪值主普，分別為昭和元年與昭和

十二年，故可知此匾額為昭和元年或昭和十二年刻成。 
 40 昭和元年為公元1926年，該年林姓輪值主普，但林姓在輪值主普十一姓中排序第六，故由此年

往前推算，至為首的張廖簡姓輪值主普應是1921年，再從1921年往前推算，每十一姓循環一次，

則張廖簡姓最早輪值主普為1855年，該年乃清咸豐五年，故姓氏輪值主普制始於此年。 
 41 《基隆大事記》，頁7。 
 42 《臺北廳誌》，頁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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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城莊陳金鼓旗幟，迎神進香，或搬人物，男婦有祈禱者，著紙

枷隨之。凡一月之間，家家普渡，即盂蘭會也。不獨中元一日耳。俗

傳七月初一日為開地獄，三十日為閉地獄，延僧登壇施食，以祭無祀

之鬼。寺廟亦各建醮兩三日不等。惟先一夜燃放水燈。各給小燈，編

姓為隊，絃歌喧填，燭光如晝，陳設相耀，演劇殆無虛夕。43 

上述內容裡提及之「編姓為隊」，即基隆中元祭裡因輪值主普十一姓而依序

排列各姓水燈隊伍之情形，此乃目前所知清代資料中最早載及基隆中元祭情

形者，然文中並無支字片語提及基隆中元祭裡輪值主普各姓間之比賽或競

爭，顯示咸豐五年開始實施姓氏輪值主普制的十餘年後，方志記錄對今日基

隆中元祭特別強調的以「賽陣頭」代替「打破頭」之特點仍未有任何著墨。 

三、 姓氏輪值主普制的進行 

  基隆的姓氏輪值主普制最初是由十一姓輪流負責每年中元祭活動裡的

主普工作，戰後再逐漸增加到十五姓輪值此一工作。然何以最初是由此十一

姓負責？何以當時其它姓氏未能加入輪值主普行列？又十一姓是如何負責

主普工作的？這些問題均值得再深入了解探究。 

  首先是十一姓的產生問題，據前述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所作的基隆耆老口

述地方史資料，有口述時七十三歲的儲有科言： 

清咸豐四年，漳州、泉州的士紳，為了徹底革除械鬥的陋習，……，

眾議定後，決沿襲中原本土的風俗，在七月舉行中元普渡之醮祭，並

經抽籤結果，由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

江、鄭、何、藍、韓、賴、許等十一姓首輪主辦，參加範圍包括金包

里(萬里、金山一帶)、基隆、三貂嶺與石碇等地，迄至咸豐五年時，較具

有中元普渡祭祀的規模。44 

  近年來輪值主普各姓在負責當年普度事務後所編印的紀念專輯裡，亦有

                                                      
 43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00-301。 
 4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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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最初討論姓氏輪值主普制時之情況，如民國九十四年(2005)輪值主普的柯

蔡姓即在其紀念專輯云： 

翌年(即咸豐四年)本港海防廳長王廳長及本市士紳，聚集慶安宮，為地

方平安，互議創設慶讚中元普度祭典，藉以追祭義靈並撫慰人心，會

議結束後，當場十一姓代表和海防廳王廳長抽籤，依次由張(廖簡)、吳、

劉(唐杜)、陳(胡姚)、謝、林、江、鄭、何(藍韓)、王(旋榮歸北京，不及組織)、

賴、許各姓，由次年(咸豐五年，一八五五)起，開始輪流主持普度。45 

  戰後耆老口述與宗親會紀念專輯內容涉及之相關史事是否完全屬實，暫

且不論，然窺其記載，僅涉及姓氏輪值主普制一開始的參與各姓，且指出其

順序安排乃抽籤下的結果，並未說明何以是由此十一姓逐年負責主普工作

事，而民國八十七年(1998)陳燕如的碩士論文中曾對此問題有相當篇幅的探

討。 

  陳燕如的研究中，首先分析戰後人口調查資料與日治時期相關資料的比

對，說明十一姓輪值主普的形成因素與其在基隆當地人數多寡的關係不大；

其次利用清代的《臺灣省通志稿》資料，指出最早入墾基隆者，如雍正、乾

隆、嘉慶時的何、郭、羅、蕭、顏等姓氏，除何姓屬輪值主普姓氏外，餘均

非十一姓成員，故入墾早晚「對該姓族人地方勢力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響

力，但卻絕非成為十一姓主普的決定因素」；最後陳燕如認為真正關鍵原因

在於：十一姓的出現「與基隆開發早期在社會上居領導地位的紳商有密切關

係」。其依據的資料有三：第一、清代《淡水廳志》上刊載著可能是基隆最

早的地方紳商謝集成之相關說明，而謝姓屬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第二、日治

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曾言基隆市街土地主要為何、賴、許三姓地主所有，

而何、賴、許三姓均屬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第三、日治時期石坂莊作、鈴木

清一郎、簡萬火等人的記錄，可知基隆重要廟宇如慶安宮、奠濟宮、城隍廟、

慈雲寺、代明宮、天后宮、土地公廟(平安宮)之創興、修築、改建等事，其涉

及者包括清朝以來的吳長岐、何聰、謝集成、謝呂紅、謝潭溫、謝士蛋、張

                                                      
 45 《基隆市柯蔡姓宗親會輪值主普紀念專輯》(基隆：基隆市柯蔡姓宗親會，2006)，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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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岐、張尚廉、張四番、張金發、陳秀條、陳六文、賴武、江忠良、江呈輝、

許敬忠等人，而這些人均屬輪值主普的十一姓。46亦即，當時所以排入輪值

主普的姓氏實因其在基隆地方上頗具勢力，才有資格與能力擔負逐年輪值主

普、超度亡魂的重要工作。 

  唯清代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發展至日治時期的情形又各不相同，有姓氏持

續興旺，然亦不乏家道中落者，且有其它姓氏日漸興盛，幾具超越或已經超

過某些十一姓之勢；如昭和六年出版的《基隆誌》一書中，曾載及當時基隆

的重要人物共 309 人，其中，屬原先即參與輪值主普的十一姓者有 146 人，

占 47.25%，屬戰後才加入輪值主普的四姓者(即聯姓會、李、黃、郭姓)有 99 人，

占 32.04%，其餘不屬任何輪值主普姓氏者有 64 人，占 20.71%。(參見下表)亦

即姓氏輪值主普制剛出現時的清咸豐五年，被視為基隆地方實力家族的十一

姓，在歷經近八十年的發展後，到日治時期的昭和年間已發生相當變化，十

一姓實力合計不過一半，反倒是新興的姓氏，如戰後才得加入輪值主普行列

的聯姓會(含王、楊、柯、蔡、高、葉、蘇、周、白等姓)、李、黃、郭四姓，在日治

時期的實力合計已達三成。同時，數據亦顯示，即使是屬原來的十一姓，發

展至日治時期亦有不同狀況，仍居大姓者僅陳、林、張、劉四姓，而謝、江、

賴、許四姓勢力已沒落，比不上十一姓外的李、黃、郭三姓。 

 

原即參與

的十一姓 

張 

廖簡 
吳 

劉 

唐杜 

陳

胡姚
謝 林 江 鄭

何 

藍韓
賴 許 合計 

人數 22 7 19 35 6 25 5 9 9 5 4 146 

比例 7.12 2.27 6.15 11.33 1.94 8.09 1.62 2.91 2.91 1.62 1.29 47.25 

排序 三 七 四 一 八 二 九 五 五 九 十一  

                                                      
 46 陳燕如，〈中元普度與政商之間：日據時期基隆地方領袖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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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加入

的四姓 
聯姓會 李 黃 郭 

 

人數 66 9 14 10 99 

比例 21.36 2.91 4.53 3.24 32.04 

排序 一 四 二 三  

其它姓人數           64 

比例           20.71 
說明：資料據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1-73，所載之基隆重要人物統計而來。 

  除透過上述方式觀察出十一姓實力變化情形外，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

新報》每年報導輪值主普狀況時，對十一姓的描述往往不盡相同，如其曾言

「陳乃十一姓中之惟一大姓」、47「陳姓為十一姓中之大宗」；48「林姓乃金雞

貂石四堡中，人數最多最富者，例年輪值主普十一姓中，殆無其匹」、49「林

姓為基隆十一姓中最大宗」、50「輪值林姓，該姓為基隆最大宗」，51「輪值張

姓，當姓為主普擔當者，十一姓中之大宗」、52「主普十一姓中，張姓最為大

宗」，53「基隆市郡，劉姓頗多」，54而「謝姓人族，在基甚少」，55「基隆方面，

許姓人數無多，散處金包里、三貂、石碇及臺北附近，……基隆許姓，勿論

人少，即殷實之家，亦僅有一二」、56「許姓，為主普十一姓中之最少人數者」；57

                                                      
 47 〈準備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8月17日，6版。 
 48 〈基隆慶安宮主普壇開火豚最大八百斤〉，《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8月23日，8版。 
 49 〈準備盂蘭〉，《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15日，6版。 
 50 〈基隆慶安宮中元豫聞〉，《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日，夕刊4版。 
 51 〈基隆慶安宮中元主普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5日，夕刊4版。 
 52 〈慶安宮中元普施廿五放河燈廿六普施鐵道部運轉臨時車〉，《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

22日，夕刊4版。 
 53 〈基隆——主普張姓〉，《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3月18日，4版。 
 54 〈基隆——主普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13日，6版。 
 55 〈基隆中元普施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9月18日，4版。 
 56 〈基隆特訊——中元輪值許姓〉，《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5月22日，6版。此外，明治三十

一年(1898)報紙亦曾言及基隆輪值主普十一姓中的「林陳劉張」負責主普時祭品之豐盛，然許

姓輪值主普時，則表現「稍遜」，可見許姓實力不若其它十姓早於明治年間已為報紙觀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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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報紙報導或有概言綜論或描述過於簡略之嫌，然確可由此側面觀

察出當時十一姓在地方上的不同實力與能力，且與前述《基隆誌》所載日治

時期基隆重要人物所屬姓氏的統計數據，即十一姓中陳、林、張、劉仍為大

宗，許姓則已沒落的結果不謀而合。 

  事實上，即是因為基隆許姓在日治時期的力量已不若往昔，故昭和六年

許姓輪值主普時，因應當時十一姓外其它姓氏之勢力發展，許姓代表許梓桑

曾召開會議討論其它姓氏加入輪值主普的可能性，當時報載： 

基隆慶安宮，盂蘭盆會，自昔以張吳劉陳謝林江鄭何賴許，計十一姓，

輪流主普，視為一種權利，絕對不許他姓加入，每當主普之時，必踵

事增華，互相競爭不已。然物損星移，昔推為大宗之許江賴等姓，今

已不及十一姓外之顏李黃楊王蔡諸姓為大宗。識者有鑑及此，適本年

輪值十一姓中最終之許姓，秉此機會，歡迎他姓加入。特於日前，慶

安宮評議員會時，主普十一姓代表，齊集席上，由許梓桑氏提議，開

放與他姓加入，一同贊成，遂決議許以他姓加入主普。凡有希望加入

主普之姓，限至舊七八之間，正式向慶安宮報明〔名〕好，便準備參

加云。58 

此一報導更加印證日治時期十一姓中的許、江、賴等姓的沒落，而十一姓外

的顏、李、黃、楊、王、蔡等姓之崛起，故十一姓一致贊同外姓加入輪值主

普行列，一方面減輕沒落姓氏的負擔，一方面令具實力者承受重責大任，使

傳統工作得以持續不斷。惟昭和六年的會議雖作出開放十一姓外它姓加入輪

值主普行列的決定，然直到日治結束為止，並無十一姓外的它姓真正報名加

入輪值主普行列，究其原因，或在於輪值主普責任實太過重大，令它姓望之

卻步，不敢冒然加入擔負艱巨任務。 

  其實，當時十一姓外之它姓若欲展現實力，並非一定要經由加入輪值主

                                                                                                                                       
相關史料參見〈基隆盂蘭盛會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9月16日，3版。 

 57 〈基隆慶安宮普施先聲本年主普許姓〉，《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13日，4版。 
 58 〈慶安宮主普十一姓外參加八月報明(名)〉，《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14日，夕刊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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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行列方式，其可在十一姓輪值主普時參與水燈及花車遊行活動，讓代表自

己姓氏的花車獲致眾人目光，以展露頭角；而當時許多公司行號或工商團體

亦是以此種表現機會，廣作宣傳提高知名度。如大正十一年(1922)吳姓輪值主

普時，龍燈最長者乃「三陽公司海部一排，多至二十餘節，綿亘一街，二層

燈數，計三百餘」，「打錫團所製之錫旗、錫轎、錫燈龍，燃瓦斯作廣告意，

猶例年所無」，而蘇、周等姓之龍燈，「亦皆可觀」。59昭和元年(1926)林姓輪值

主普時，除主普十一姓外，另有黃、郭、李、楊、王、葉等姓及其它團體的

加入河燈遊行隊伍，互相競爭不已。60昭和二年(1927)江姓輪值主普時，河燈

遊行中，「燈數最多者，則為輕鐵會社團之龍燈，他如二十八番李姓團，三

十二番黃姓團，亦有多少改良，餘皆舊式龍燈，或燈排」。61昭和三年(1928)

鄭姓輪值主普時，放河燈參與者除主普十一姓外，「有新合順豚商、田寮港

青年團、驛前艀船團、魚菜商團、新興安團、輕鐵會社團、芭蕉仲賣團、新

店童子會團及黃、蔡、王、李、楊、葉各姓，各團多為龍燈，就中芭蕉仲賣

團所裝藝閣，閣上滿飾花燈，燃以瓦斯火，燦爛奪目，比晝間所裝者，尤為

雅觀，又李姓團，附以歌仔戲，乍行乍唱，最惹視聽」。62昭和五年(1930)賴姓

輪值主普時，「王姓團龍燈，其舉龍頭之人，沿途跳弄」，頗引人注目。63昭

和六年許姓輪值主普時，除十一姓外另有它姓團體的參與，且當年花車遊行

活動中，最受矚目者乃由臺北東園町楊歪氏發起的特大水燈排，長 35 米突(即

百十餘尺)，燈數七百多盞，雖數次在臺北用過，然為基隆前所未見的大燈排；

其至基隆後由楊火輝、楊廣業二人照料，並贈送金牌與旌旗以為紀念。64昭

和十一年(1936)謝姓輪值主普時，當年「河燈之優良者，田寮港童子會，代表

                                                      
 59 〈基隆特訊——河燈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9月19日，6版。 
 60 〈基隆河燈行列希望拈鬮〉，《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8日，4版；〈基隆慶安宮祭典〉，

《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3日，夕刊2版。 
 61 〈基隆河燈盛況惜行列中電燈全滅〉，《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25日，夕刊4版。 
 62 〈基隆普施河燈行列竝有藝閣參加〉，《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0日，4版。 
 63 〈基隆中元普度續報〉，《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20日，4版。 
 64 〈基隆慶安宮普度預聞警官將出取締〉，《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6日，8版；〈基隆慶

安宮中元加蚋仔燈排好評〉，《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0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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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彩成氏，由主普謝姓當局，贈呈繡旗一對，金牌一面，竝感謝狀。聞其奉

納河燈，先頭飛行機，滿飾電燈，乍行乍飛，電燈頻點頻滅，宛如真實飛機，

夜間編隊飛行於空中，其後河燈亦皆以乾電池，點以電燈」。65上述資料中提

及的蘇、周、李、黃、郭、蔡、王、楊、葉諸姓，均非當時輪值主普的十一

姓，然已參與相關活動，且表現令人注目。 

  至於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發展至日治時期，無論實力變化如何，由於擔負

傳統責任，即使負荷再重仍需將每年輪值主普事辦妥，且往往互相競爭奢

華，展示實力，如大正四年(1915)林姓輪值主普時，因「人眾既多，殷富不少」，

故辦理起來「必窮奢極侈，爭奇鬪勝，勢欲厭倒例年輪值之十姓，以誇耀於

里閭」。66即使是人數頗少，力量甚為有限的許姓輪值主普時，亦「必藉各方

面凡屬許姓者，念一本之親，互相臂助，或寄附緣款，或準備豬隻，屆時助

祭，共襄盛舉」。67 

  而十一姓如何進行主普工作頗值得關注，大致而言，輪值主普各姓往往

在普度前數月便舉行會議，組織工作團隊並討論相關事；首先訂出總負責人

(該姓代表)，此或由拈鬮或由主普姓氏中推選而來，如昭和元年林姓輪值主普

時，以拈鬮方式決定林冠世任主事，林朝寶、林大化兩人任副主事，其它為

會計，職募款及徵收事。68昭和四年(1929)何藍韓姓輪值主普時，於五月十二

日(農曆四月四日)下午，邀集市郡何藍韓姓諸人，在老建和木材行內開主普磋

商會，出席者數十人，共推何萍為主普代表，何天靜、何能近二人副之，其

它執事則另日由代表囑託，以行諸事。69昭和七年(1932)張廖簡姓輪值主普時，

推張阿呆為代表，張士文、張東隆為理事，另置會計及其它役員，人數多達

六十餘名。70昭和九年(1934)劉唐杜姓輪值主普時，集會選出劉阿禎為主普代

                                                      
 65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夜普施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9月15日，夕刊4版。 
 66 〈基隆準備普度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17日，6版。 
 67 〈基隆特訊——中元輪值許姓〉，6版。 
 68 〈基隆慶安宮中元豫聞〉，夕刊4版。 
 69 〈慶安宮中元主普磋商本年輪值何姓〉，《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5月14日，4版。 
 70 〈慶安宮中元普施廿五放河燈廿六普施鐵道部運轉臨時車〉，《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

22日，夕刊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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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劉猛為會計，劉火生、劉麒麟等人負責庶務，劉通、劉石乞、劉戇等人

各掌不同事務。71 

  至於實際參與者除基隆(含今之基隆、瑞芳)地區外，尚涉及鄰近的金包里(含

今之金山、萬里)、三貂角(含今之貢寮、雙溪)、石碇(含今之七堵、暖暖)等堡範圍內同

姓之成員，如大正三年(1914)謝姓輪值主普時，即召集金基貂石區域內謝姓數

百戶聚集討論相關事，72甚至農曆七月二十五日放河燈遊行時，「金基貂石四

堡，梨園子弟盡出，旗鼓燈排，纏繞滿街，好事者更以詩意藝棚，爭炫奇觀，

其燈排純用改良式，龍頭龍尾，中綴燈球，一排多至數百燈，屈曲蛇行，倍

覺有趣」。73 

  當時輪值主普各姓開會討論中元祭相關事項主要有三，即主普壇興築、

水燈及花車遊行、普度供品準備，此外配合前述活動的經費籌措、牲豚贊助

及交通安排等事項亦須事先加以規劃。如大正十三年(1924)陳胡姚姓輪值主普

時，曾於海陸物產會社樓上開會，協議各項事務，討論的重要主題為： 

一設計壇頭，及借用道路豫定地點事。一整理交通，宣傳左側通行事。

一祭料品豫防腐敗，時間勵行事。一獎勵飼養大豚，金牌賞與。一獎

勵龍燈牌音樂團，優勝者賞與優勝旗事。一邀請諸會社竝各團體之龍

灯牌參加行列事，如是熱心設備，屆期諸龍燈牌音樂諸團體，想必爭

奇鬪巧，比例年更加熱鬧。74 

由會議內容可知，此時中元祭無論是供作祭品的大豚或河燈遊行活動，均已

競爭激烈，較勁意味濃厚。事實上，不僅是大豚祭品或河燈遊行的競賽，主

普壇的搭建亦顯示輪值主普姓氏的雄厚地方勢力，因此除了少數例外情形，

各姓在主普壇上之挖空心思與花費耗財，實無庸置疑。75 
                                                      
 71 〈基隆主普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13日，8版。 

 72 〈準備中元〉，《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9日，6版。 
 73 〈基隆盂蘭會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9月17日，6版。 
 74 〈基隆特訊——慶安宮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0日，夕刊4版。 
 75 有關基隆輪值主普各姓每年在主普壇興築上之競賽，無論是外觀上的爭奇鬥艷或經費上的支出

耗費，可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東華人文學報》，第15期(花蓮，2009.07)

〔審查通過，排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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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普壇的興建是每年各不同輪值主普姓氏的競爭標的，而祭品大豚與河

燈遊行則分別為同年同姓氏間，以及同年不同姓氏、團體間之競賽。如大正

十四年(1925)謝姓輪值主普時，祭品大豚多達四百餘頭，同姓彼此競賽的結果

是，「受賞者，一等甲，謝清耀氏；二等甲，謝裕記；三等甲，謝春喜氏；

一等乙，謝建安氏；二等乙，謝裕記；三等乙，謝寅氏」。至於當年不同姓

氏及團體之龍燈競賽，優秀者為「一等，福德童子會；二等，臺灣運送荷役

社」，得勝者各獲金牌一面。76昭和十一年，謝姓再度輪值主普時，河燈之優

良者首推田寮港童子會，獲主普當局致贈的黃繡旗一對、金牌一面及感謝

狀，而謝阿發之河燈亦甚優美，然「因主普自姓，辭退獎賞」；至於同姓競

爭之牲豚大賽，結果為：優等四百五十八斤謝裕記商行、特等四百四十五斤

謝阿發、一等四百四十二斤謝阿嬰。又據報載：本年頂雙溪方面謝姓非常虔

誠，犧牲豚搬入基隆者頗多，而主普代表謝裕記行，特向鐵道部申請臨時列

車，當夜十二時，由基隆驛開發返回雙溪。77事實上，此種基隆以外鄰近地

區同姓成員支援犧牲豚祭祀，事後再運回該地之情形早有先例；如昭和七年

張廖簡姓輪值主普時，雙溪張姓支援的犧牲豚亦於當夜即搬運回去。78 

  輪值主普各姓對於經費與牲豚籌措亦有不同方式，如大正四年林姓輪值

主普時，早已「集公款數千圓，以為主普壇及滿漢席之用，其設備務勝前年，

林姓各戶助普牲豚，申入者已六百餘頭」；79而其募款方式係於當年五月間即

出為各堡勸捐，將所需花費分成兩千餘分，每分按一圓，再加上已集現金千

餘圓，總計三千五、六百圓。80昭和元年林姓再度輪值主普時，又將所須花

費分成六千餘分，每分按一圓十錢，散緣金約募得二千圓。81昭和四年何藍

韓姓輪值主普時，於當年五月邀集何藍韓姓諸人於老建和木材行內召開主普

                                                      
 76 〈基隆中元普施盛況〉，4版。 
 77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夜普施盛況〉，夕刊4版。 
 78 〈慶安宮中元普施廿五放河燈廿六普施鐵道部運轉臨時車〉，夕刊4版。 
 79 〈準備盂蘭〉，6版。 
 80 〈基隆準備普度續聞〉，6版。 
 81 〈基隆慶安宮中元豫聞〉，夕刊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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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會時，議事畢即在席上自發性地捐金助普，如「何萍氏一千圓，何能近、

何闊嘴二氏各六百五十圓，何枝、何微力二氏各四百五十圓，何貴芳、何福

二氏各四百圓，其餘百圓內外者數人，計捐四千二百餘圓」；82當年何姓募款

對象甚至遠及臺北士林的何姓。83昭和六年許姓輪值主普時，於七月六日午

後三時，由許姓代表許梓桑邀集市內重要許姓諸人，於許氏慶餘堂磋商主普

事宜，並於席上募款，以分為單位，每分出金一圓，當場出錢者有「許清英

氏五百分，許梓桑氏三百分，其餘數十分甚多」，又「金包里、双溪、臺北

各方面，及市內各處，另行派員捐募」。84 

  由於主普工作頗為繁瑣，勞師動眾甚多，故輪值主普各姓往往在普度事

項結束後，設宴款待所有幫忙辦事者，如昭和元年林姓輪值主普時，事後於

農曆七月二十七日夜七時，由林冠世代表款待官民百餘人在公會堂開慰勞宴

答謝眾人協助；85昭和二年江姓輪值主普時，於農曆七月二十七日午後六時，

在高砂樓旗亭招待官民一百二十餘名，由代表江瑞英發柬邀請。86昭和八年

吳姓輪值主普時，代表吳永金於農曆七月二十九日午後六時，假公會堂招待

官民約二百人。87昭和十年(1935)陳胡姚姓輪值主普時，代表陳阿佳於農曆八

月五日，假高砂樓旗亭招待官民二百餘人。88可見輪值主普事涉範圍之廣，

規模之大，以及參與人數之眾。 

  另尚須對輪值主普各姓加以補充說明的是，前述民國九十四年柯蔡姓宗

親會紀念專輯曾載姓氏輪值主普制本有王姓海防廳長的參與。其實，早於民

國五十三年(1964)賴姓輪值主普時即已提及姓氏輪值主普制一開始應有十二

姓而非十一姓，其言： 

                                                      
 82 〈慶安宮中元主普磋商會本年輪值何姓〉，4版。 
 83 〈基隆——寄附公益〉，《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8日，夕刊4版，載曰：「本年輪值何

藍韓姓，緣金募集六千三百餘圓，內士林何戊癸氏，亦寄附百五十圓」。 
 84 〈基隆慶安宮普施先聲本年主普許姓〉，4版。 
 85 〈基隆舊盆祭慰勞宴〉，《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5日，5版。 
 86 〈主普江姓之招宴〉，《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24日，夕刊4版。 
 87 〈會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9月18日，4版。 
 88 〈會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9月5日，夕刊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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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聞前輩述及基隆中元主普創始時為十二姓，逐年依姓值東舉辦，間

有一姓未克輪值而間斷，事後擬重新擠入，礙於次第值年姓氏悉已籌

備在先，因之未果，嗣後即以「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

林，江，鄭，何(藍韓)，賴，許」等十一姓，逐年依次輪值，我賴姓即

其一也。89 

而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對基隆耆老作的口述歷史中，亦有人說到最初輪值主普

工作有王姓的參與，然後來「王姓因人少缺錢退出」。90 

  惟柯蔡姓宗親會紀念專輯中記載的王姓海防廳長究竟為何人？實難確

認，因咸豐年間基隆並無海防廳長，當時基隆附屬於淡水廳下，而淡水廳並

無王姓廳長；又距基隆最近的是噶瑪蘭廳，任職當地之官有名為王衢者，其

在職時間確實很短，91然史料中指稱的王廳長是否真為此人，值得再研究。

有趣的是，日治時期的寺廟調查資料中曾提及咸豐三年漳泉械鬥時，暖暖的

泉州人是由王舉人率領作戰對抗基隆街的漳州人；92而基隆地區古人物確有

一王姓舉人，名王廷理，暖暖東勢坑人，世以農起家，雖屬武舉，頗通文籍。93若

此王舉人即為柯蔡姓宗親會紀念專輯中所說的王姓廳長，或賴姓宗親會、耆

老口述中提及之姓氏輪值主普制一開始的十二姓之一，則可推知當年漳泉械

鬥後的姓氏輪值主普制，確有泉人參與輪值主普之祭祀工作，但終因泉人勢

力有限，無法擔負重責而退出，然真相是否確實如此，仍有待進一步地史料

                                                      
 89 《基隆賴姓宗親會甲辰年主普報告書》(基隆：基隆市賴姓宗親會，1964年12月)，頁1。 
 9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13-14。 
 91 王衢號小泉，甘肅涇州人，原任頭圍縣丞，咸豐三年代理噶瑪蘭廳事，不久他調，咸豐十年又

署噶瑪蘭廳事，其官銜為海防糧補通判；參見許雪姬等編，《臺灣歷史辭典(附錄)》(臺北：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3版1刷)，頁A114。 
 92

《社寺廟宇ニ關スル調查：臺北廳》(手稿本)，〈基隆公學校長報告〉。 
 93 簡萬火，《基隆誌》，頁32。又同書「附錄」，頁58曾提及：暖暖東勢坑有武秀才王振東及其

族人王金河，不知是否與王廷理相關，有待查證。此外，基隆耆老於口述歷史時亦不時提及暖

暖地區的武舉王廷理，以其乃在大陸中舉再移至暖暖，居中心崙，世業農，頗通學問，好為文

章，人多重之，後享高壽而終於家；又王舉人邸因當地社區改建拆除，今僅存匾額於王姓後人，

而王舉人後代又遷至大寮四腳亭，四腳亭王文同乃其後人。相關內容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9、16、50、12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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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與分析探究。 

四、 主普外三大柱的運作 

  與戰後基隆中元祭僅有主普負責普度工作不同的是，清治及日治時期的

基隆中元祭應有四大柱的分布，即由主普、主會、主醮、主壇四大柱的分區

負責普度事。此四大柱各位於何地？又是如何運作的？清治狀況因年代久

遠，相關資料無法掌握難以得知，然日治時期的情形透過報紙資料，確可有

相當程度的了解與釐清。 

  目前可知明確的四大柱區域分布應在日治時期，最早是大正十四年的情

形，規劃為：主普區在高砂公園內，主會區含福德、玉田、嵌子頂、暗街子

全部、新興一小部、石硬港、獅球嶺，主醮區含媽祖宮口新店、後井子、曾

子寮、蚵殼港、牛稠港，主壇區含草店尾、石牌、新興、義重橋、哨船頭、

鼻子頭、三沙灣、田寮港；94(參見附圖一)後基隆改町制，四大柱區域分別為：

主普區仍在高砂公園內，主會區含福德町、瀧川町、堀川町，主醮區含旭町、

高砂町、明治町、大正町、西町、觀音町、寶町，主壇區含元町、玉田町、

雙葉町、天神町、田寮町、東町、幸町、壽町、綠町、義重町、日新町、入

船町。95(參見附圖二) 

  此種分法是因普度法會進行時有內、外壇之分，外壇環繞於內壇四周，

形成一完整祭祀區。96而基隆中元祭裡內壇設於當地歷史頗為悠久、供奉海

神媽祖的慶安宮，97在慶安宮周圍則分別為外壇四大柱的分布；其中，位於

高砂公園內的外壇之一主普區最受矚目，此實因其地理位置靠近咸豐三年漳

                                                      
 94 〈慶安宮中元豫聞〉，《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15日，夕刊4版。 
 95 〈慶安宮中元祭典柱首及區域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8月24日，夕刊4版。 
 96 有關普度法會進行時內、外壇之說明，參見黃進仕，〈臺灣民間「普渡」儀式研究〉(大林：

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72。 
 97 慶安宮舊稱鷄籠媽祖宮，有關其歷史沿革及在基隆地方社會的重要性，參見陳凱雯，〈日治時

期慶安宮的祭典活動——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民俗曲藝》，第147期(臺北，20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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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械鬥的發生地點魴頂一帶，且收埋骸骨即就地成立義民墓，98而由於當時

死傷甚為慘重，為有固定單位專門負責每年之祭祀活動，以撫慰亡靈，安慰

生者，故協議由實力雄厚的十一姓輪流負責主普工作。 

  至於其它三大柱乃是將整個基隆分成三區，於中元普度時各設祭壇進行

法事；99三大柱中偶有不設壇者，此實屬例外非常態，如大正三年謝姓輪值

主普時，主會、主醮均設壇祭祀，惟主壇省略即為特例。100而主普外三大柱

的祭祀活動亦彼此較勁，展現實力，如大正二年(1913)陳胡姚姓輪值主普時，

白、李、賴姓分掌主會、主醮、主壇事，報載：三姓「各在市內吊起壇頭，

皆飾以電灯，壇口酒席各連亘百數十席，……，各壇裝飾」，競爭結果是「賴

最佳，李、白次之」。101昭和七年張廖簡姓輪值主普時，主會為林應時、謝知

母、張井、陳玉振四人合辦，主醮劉清福，主壇謝裕記商行；三大柱互相比

較，報載結果是：「就中主壇祭品最豐，係謝裕記行所辦理，緣金以外，不

足數百圓，由柱首謝氏負擔支出」。102 

  又三大柱的實際支出雖不若主普支出動輒數千圓，然每年亦須花費數百

圓，此一費用概由市民募捐而來，不足者當事人負擔。而為答謝協助辦理事

務者，祭典後三大柱主事者對出資五圓以上者，例有張筵款待，俗稱「食散

筵」，103一如輪值主普十一姓於事後之設宴答謝協助者，只是規模較主普一柱

來得小。惟後因經費吃緊，故三大柱一致廢除此舉，以省支出。104 

                                                      
 98 此義民墓因日治時期市區改正，遷至觀音町(今安樂區)，後發展成今日之老大公廟；又原埋骨

之所，成為高砂公園部分用地。見洪連成，《基隆寺廟巡禮》(基隆：基隆市政府，2001)，頁

28。 
 99 〈基隆慶安宮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16日，8版；〈基隆慶安宮普度豫聞〉，

《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6日，8版。 
100 〈基隆盂蘭盆會盛況〉，6版。 
101 〈基隆蘭盆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8月29日，6版。 
102 〈慶安宮中元第二日牲豚一千開費約八萬圓鐵道部亦添煙火餘興〉，《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8月30日，夕刊4版。 
103 報載主普外三大柱花費或三、四百圓，或五、六百圓不等；見〈基隆——散筵廢止〉，《臺灣

日日新報》，1929年8月22日，夕刊4版。 
104

〈基隆慶安宮普度預聞警官將出取締〉，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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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而言，主普外三大柱的結壇地點主要設在靠近內壇慶安宮的福德(主

會)、新店(主醮)、草店尾(主壇)三地；如昭和二年江姓輪值主普、昭和三年鄭

姓輪值主普及昭和四年何姓輪值主普時，都在此三地結小壇進行祭祀，且各

柱首均競爭美麗，祭品豐富。105惟相較於主普壇設置地點之固定於高砂公園

內，106三柱在三區內之設壇地點似不固定，但仍以與輪值主普十一姓相關者

為主要設壇地點，如昭和六年許姓輪值主普時，主會祭壇設於由林姓管理的

聖王公廟前，107主醮祭壇設於媽祖宮口賴根負責的裕餘行前，108主壇祭壇設

於草店尾吳永金店前。109昭和七年張廖簡姓輪值主普時，主會祭壇設於福德

林振盛軒下，主醮祭壇設於新店劉清福負責的廣福醫院前，110主壇祭壇則設

於草店尾謝裕記行前，111而該年的主醮、主壇柱首即分別為劉清福、謝裕記

商行，將祭壇設於柱首店前亦頗為合理、甚為方便之事。後基隆改町制，福

德、新店、草店尾三地分別改名福德町、旭町、元町，112仍為三柱之設壇地。 

  又三柱亦如主普般每年均需有專門負責人進行普度工作，而其方式係逐

年推選或一次推選數年的負責者，此事多由慶安宮管理人或理事召集會議協

調人選，惟時間方面常有拖延，甚至每每發生臨陣換人之事；如大正十四年

                                                      
105

〈基隆水燈燈球萬點化成不夜〉，《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23日，4版；〈基隆慶安宮中

元普施舊廿五六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4日，夕刊4版；〈基隆普施餘聞祭品

一部中途被搶遲到者不及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9日，夕刊4版；〈基隆慶安宮

普施主普壇一萬五千圓新築立廿五放河燈廿六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8日，4
版。其中，昭和三年報載，主壇設於媽祖宮口，此地即屬新店。 

106 主普祭壇設置地點初亦不固定，然後來於大正十三年開始固定設於高砂公園內，每年以木料臨

時搭建，事後拆除，至昭和四年興建固定的鐵筋(鐵骨)主普壇於高砂公園內，免年年拆除耗費

物力；相關說明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一文。 
107 聖王公廟係由林榮欽與其子林冠世、林德新兩代持續管理，見〈基隆兩未亡人捐款奠濟宮永為

財源〉，《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23日，8版；另有關林姓與聖王公廟之關係，參見陳

凱雯，〈基隆奠濟宮之研究(1875-1945)〉，收入顏尚文主編，《臺灣佛教與漢人傳統信仰之研

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頁161-162。 
108 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55。 
109 〈基隆普度臨時列車主普壇開火〉，《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7日，8版。 
110 〈基隆特訊——醫院續出〉，《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5月27日，6版。 
111 〈慶安宮中元第二日牲豚一千開費約八萬圓鐵道部亦添煙火餘興〉，夕刊4版。 
112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日普度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8日，夕刊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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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姓輪值主普時，至農曆六月底才在慶安宮集合協議，推出主會柱首林振盛

商行，主醮柱首新吉發商行，主壇柱首三陽公司與基源商行。該會議上更決

定推出來年度(即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三大柱負責人，分別為主會柱首楊南海

與泉成行，主醮柱首陳振芳與鄭查某，主壇柱首張東隆商行。113然至次年將

屆之期，主會柱首楊南海及泉成行，均請辭不肯承辦，主壇張東隆商行，亦

因人及事業主要在臺北，114基隆地方人面較生疏，諸事不便，要求再添一名

負責人以共同辦理祭祀事；故當年農曆七月六日午後四時，再邀集相關人士

磋商，決定由利記公司為主壇柱首，與張東隆商行合辦，惟主會柱首無人承

受，終由顏國年(1886-1937)大力主張，請主會區域內各保正輪流負責，因此決

定本年先由第十二保保正林添旺承辦，明年以後分別為第十保、第九保、第

八保、第七保、第六保、第廿四保、第卅九保、第廿五保、第十三保等保正

輪流辦理，費用則由各保分擔。115又如昭和二年江姓輪值主普時，主會、主

醮、主壇三柱始終無人負責，直至農曆七月五日午後二時，才由慶安宮管理

人許梓桑邀請市內舖戶數十名，於廟內左室磋商，數十分鐘後決定主會由林

秋波，主醮由劉通、劉猛，主壇由林大化、柯炳謙等人擔當；116但後來主壇

負責人又有變更，改由順發商行與柯炳謙共同擔任。117此外，昭和八年吳姓

輪值主普時，本決定主會柱首江瑞英，主醮柱首楊火輝，主壇柱首賴順發行，118

然不久楊火輝因母病歿退出，臨時改由區域內保正合辦，而以其中較年長的

賴戇為代表，且主醮亦追加林開郡，與賴順發行共同辦理。119 

  除由慶安宮管理人或理事召集會議協調人選外，亦有由輪值主普姓氏出

                                                      
113 〈慶安宮中元豫聞〉，夕刊4版。 
114 張東隆商行以砂糖貿易起家，擴及石油、肥料、自動車等生意；初由張東紅、張東青、張東榮、

張東華等兄弟開始經營，後沿續至第二代，發展成多達六十九人的大家族；其店面分布臺北永

樂町、太平町及基隆旭町等地。相關說明參見〈張東隆〉，《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4月21
日，8版。 

115 〈慶安宮中元柱首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6日，夕刊4版。 
116 〈基隆慶安宮三柱首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4日，4版。 
117 〈人事欄〉，《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10日，夕刊4版。 
118 〈慶安宮中元祭典柱首及區域決定〉，夕刊4版。 
119 〈基隆——柱首異動〉，《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9月5日，8版。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79． 

面協調主普外三大柱人選事之特殊情形，如昭和三年慶安宮管理人許梓桑請

辭，當年中元普度事仍未尋得負責人時，即由輪值主普的鄭姓代表鄭元出面

協調，初次會議未有結果，120再次會議後，決定主會、主壇辦理人委由慶安

宮理事潘榮春、張阿呆兩人負責交涉，主醮辦理人委由慶安宮另一理事張士

文負責交涉；121最後遲至農曆七月十七日，即正式普度前一星期左右，才決

定本年主會由林冠世，主壇由林大化、陳讚珍，主醮由陳錦堂、郭進昌、周

百年等人負責。122此種時間緊迫下決定三柱首人選情形似非特例，因昭和四

年的三大柱人選亦遲至中元普度前不到一星期才確定，當年主會由保正范昆

輝負責，主壇由柯漢忠、日勝行共同辦理，主醮由郭太平、陳憨趖、董湖聯

合負責，而這樣的人選確定，到農曆七月十七日才見諸報紙刊載。123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推出或選出的三大柱負責人具備哪些條件？屬何

種身份背景？其彼此間有無關連性？透過相關史料的分析探討，或可一窺究

竟。而目前可掌握確切的三大柱負責人資料，僅日治時期的大正十四年至昭

和十一年的十二年間(1925-1936)，茲將此時期基隆中元祭的四大柱負責人名單

表列如下： 

 

年份/公元、日本、中國 主普 主會 主醮 主壇 

1925、大正十四、民國十四 謝清桐 林振盛商店 新吉發商店 三陽公司 

［基源商行］124 

1926、昭和元、民國十五 林冠世 林添旺 陳振芳 

鄭查某 

張東隆商行 

利記公司125 

                                                      
120 〈基隆慶安宮磋商柱首〉、〈中元爐主〉，《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6日，4版。 
121 〈基隆慶安宮爐主解決〉，《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10日，4版。 
122 〈慶安宮中元柱首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日，4版。 
123 〈基隆特訊——柱首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2日，夕刊4版。 
124 〈慶安宮中元豫聞〉，《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15日，夕刊4版。 
125 〈基隆慶安宮中元豫聞〉，夕刊4版；〈慶安宮中元三柱首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8月16日，夕刊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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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昭和二、民國十六 江瑞英 林秋波 劉通 

劉猛 

順發商行 

柯炳謙126 

1928、昭和三、民國十七 鄭元 林冠世 陳錦堂 

郭進昌 

周百年 

林大化 

陳讚珍127 

1929、昭和四、民國十八 何萍 范昆輝 郭太平 

陳戇趖 

董湖 

柯漢忠 

日勝行128 

1930、昭和五、民國十九 賴南桂 林希賢 張保 

劉阿禎 

振發行 

大和行129 

1931、昭和六、民國二十 許梓桑 蔡慶雲 顏赤九 

楊火盛 

張阿呆 

吳森求130 

1932、昭和七、民國二十一 張阿呆 林應時 

謝知母 

張井 

陳玉振 

劉清福 謝裕記商行131 

1933、昭和八、民國二十二 吳永金 江瑞英 區域內保正合

辦(賴戇) 

賴順發商店 

林開郡132 

1934、昭和九、民國二十三 劉阿禎 東元藥行 長壽齒科醫院 何微力133 

                                                      
126 〈基隆慶安宮三柱首決定〉，4版；〈人事欄〉，《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10日，夕刊4

版。 
127 〈慶安宮中元柱首決定〉，4版。 
128 〈基隆特訊——柱首決定〉，夕刊4版。 
129 〈基隆慶安宮中元普施舊廿五廿六日盛大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16日， 8版。 
130 〈基隆——中元柱首〉，《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29日，夕刊4版。 
131 〈基隆慶安宮中元柱首三候補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8日，8版。 
132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日普度盛況附牲豚一等入賞者〉，《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8日，

夕刊4版。 
133 〈普度柱首〉，《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8月15日，夕刊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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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阿壽) 

1935、昭和十、民國二十三 陳阿佳 江烏定 楊火輝 泰記汽船株式會社

(曹德滋)134 

1936、昭和十一、民國二十四 謝裕記商

行(謝清

桐) 

泰記汽船株式

會社(曹德滋)

陳漢周 

吳皮 黃玉階135 

說明：表中加〔〕符號表不明其負責人者；
136

斜體粗黑字者為不屬十一姓者。 

  一般說來，日治時期的基隆中元祭僅主普工作是固定由十一姓輪流擔

任，故主普負責人即各姓推出或選出之代表。其餘三大柱則有不同情形，其

中，主會負責人自昭和元年開始至昭和七年間是由區域內各保正輪值，或一

人負責，或數人合作辦理，故林添旺、林秋波、林冠世、范昆輝、林希賢、

蔡慶雲、林應時、謝知母、張井、陳玉振等人均因保正身份而雀屏中選，然

十一人中除范昆輝、蔡慶雲外，餘均屬輪值主普十一姓成員；至於非保正身

份而被推選出者，除泰記汽船會社(曹德滋)外，餘如林振盛商店(林冠世)、137江

瑞英、東元藥行(林清芳)、138江烏定、陳漢周等人亦均屬輪值主普十一姓成員。

而主醮負責人除昭和八年是由區域內保正合辦，其餘負責人為推選產生，其

中除新吉發商店、郭進昌、周百年、郭太平、董湖、顏赤九、楊火盛、楊阿

壽、楊火輝外，餘如陳振芳、鄭查某、劉通、劉猛、陳錦堂、陳憨趖、張保、

劉阿禎、劉清福、吳皮等人亦均屬輪值主普十一姓成員。主壇負責人均屬推

選產生者，除利記公司、順發商行、柯炳謙、柯漢忠、大和行、泰記汽船株

                                                      
134 〈慶安宮中元普施盛況觀眾四五萬人〉，《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8月27日，8版。 
135 〈基隆——普度柱首〉，《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8月15日，夕刊4版；〈基隆慶安宮主普壇

結構三大座〉，《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9月3日，8版；〈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夜普施盛況〉，

夕刊4版。 
136 基源商行有個人經營的船運公司，未知其負責人；見〈對岸航路に小型汽船就航を推獎〉，《臺

灣日日新報》，1927年6月23日，3版。 
137 林振盛商店原為林榮欽經營，後由子林冠世繼之；見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15。 
138 東元藥行位於新興街，行主為林清芳；見〈基隆特訊——迎神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5月22日，6版。然基隆另有位於草店尾的東元藥材行，代表為謝淋漢；見簡萬火，《基隆誌》，

「附錄」，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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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會社(曹德滋)、黃玉階外，餘如三陽公司(林朝寶)、139張東隆商行(張東青)、140林

大化、陳讚珍、日勝行(陳彰帆)、141振發行(吳永金)、142張阿呆、吳森求、謝裕

記商行(謝清桐)、143賴順發商店(賴南桂)、144林開郡、何微力等人亦均屬輪值主

普十一姓成員。由前述基隆中元祭各負責者之背景可知：日治時期輪值主普

十一姓除固定逐年輪流負責主普工作外，亦不時接掌主普外三大柱之祭祀

事，此或因輪值主普十一姓經驗豐富所致，也可能由於負責三大柱的十一姓

成員主要是陳姓、林姓、張姓、劉姓等當時仍屬大戶者，有足夠能力辦理其

它三柱的祭祀工作，故易為人們推選出，而此似可用來說明何以三大柱人選

雖每每推出時間頗為緊湊，最終仍得將事情辦理妥當的重要原因。 

  至於不屬輪值主普十一姓成員的三大柱負責人，其實早於明治三十五年

(1902)即有汪姓參與三大柱之祭祀工作，只是不知其負責的究竟是主會、主醮

或主壇之事？145而大正二年又有白姓負責主會事、李姓負責主醮事；146惟此

二則史料僅載姓未有名之人選，實難考證其相關背景。而大正十四年至昭和

十一年間不屬十一姓之三大柱負責人，不論是個人或商號均有確切名稱，較

                                                      
139 三陽公司從事勞力請負業，屬三井物產海陸石炭荷役請負制度下之三陽組，與林朝寶相關，該

公司常參加基隆地方祭典活動；參見〈勞働工事分辦〉，《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6月4日，

4版；〈三井の苦力直營從來の請負業三陽組は解散〉，《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5月26日，

夕刊1版；〈基隆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6月4日，4版；〈優等閣金牌授與〉，《臺

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11日，4版。 
140 基隆張東隆商行是由張東青負責，並由其子張歐田協助經營；見簡萬火，《基隆誌》，「附錄」，

頁16。然亦有資料載基隆張東隆商行是由張東紅負責；見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

(基隆：基隆市役所，1936)，頁43。 
141 日勝行為福德町貿易商陳彰帆負責；參見〈日勝行支配人詐五萬圓由基署嚴究中〉，《臺灣日

日新報》，1933年3月1日，夕刊4版；〈日勝行支配人留置さる詐欺橫領罪て〉，《臺灣日日

新報》，1933年8月22日，夕刊4版。 
142 振發行係草店尾吳永金經營之米店，見〈基隆——四百餘圓を詐取〉，《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12月19日，6版。 
143 又謝裕記商行另一主為謝國器，乃謝清桐之弟，見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9。 
144 賴順發商店主人為賴南桂，其亦為星醬油製造會社社長，見簡萬火，《基隆誌》，「附錄」，

頁27。 
145 〈普度雜俎〉，《臺灣日日新報》，1902年8月26日，4版。 
146 〈基隆蘭盆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8月29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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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於考證，茲將目前可查出負責者之背景說明，表列如下： 

姓名或商號 說明 擔任工作 

范昆輝 保正，原為基隆區書記，父乃醫師范元成147 1929年主會柱首 

蔡慶雲 
保正、同風會成員，父乃漢文教師蔡鳳儀，148設養心齋

書房149 
1931年主會柱首 

曹德滋 
位於福德町之泰記汽船公司代表，150負責福清、福連、

東榮三汽船的定期航運，被稱為本島人海運界之霸主151

1936年主會柱首 

1935年主壇柱首 

新吉發商店 
柯馨盛負責經營，位於旭町之木材行，152亦經營買賣米

及什貨的新吉和商店153 
1925年主醮柱首 

郭進昌 

新店街海產巨商，新泉利商行代表，154創基隆養豚合資

會社，155為臺灣海陸物產株式會社負責人，156亦花蓮港

定置漁業組合理事157 

1928年主醮柱首 

周百年 高砂町之青果商，158為輸出青果組合評議員159 1928年主醮柱首 

                                                      
147 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13。 
148 〈基隆同風會改正會則〉，《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5月3日，8版；簡萬火，《基隆誌》，

「附錄」，頁11。 
149 〈基隆短訊——書房招生〉，《新高新報》，1930年3月5日，15版；簡萬火，《基隆誌》，頁

141。 
150 《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主なる會社．銀行．其他」，頁48。 
151 泰記汽船株式會社乃日人江口豐次負責之運送業公司，位於福德町；參見基隆市役所編，《基

隆市商工人名錄》(基隆：基隆市役所，1935)，頁51；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67。 
152 〈基隆三材木商稅關追繳巨款有起訴有不起訴〉，《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5月16日，4版；

《基隆商工名鑑》(臺北：三協社，1937)，頁42；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5)，
頁31。 

153 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5)，頁55。 
154 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68。 
155 〈豚會社之將設〉，《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11月10日，夕刊2版。 
156 〈基隆——物產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1月23日，夕刊4版。 
157 〈花蓮港定置漁業組合〉，《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21日，5版。 
158 〈玉葱の摘發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7月15日，夕刊2版。 
159 〈輸出青果組合通常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7月1日，3版。又有云周百年係商行

名，乃雜貨店，由周百連經營，見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5)，頁30；基隆

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6)，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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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太平 醫師，基隆高砂橋畔太平醫院負責人160 1929年主醮柱首 

董湖 
米商，經營福亨商店，位福德町，屬臺灣米穀移出商同

業組合之一161 
1929年主醮柱首 

顏赤九 益隆商會負責人，經營木炭業、貸屋業，位双葉町162 1931年主醮柱首 

楊火盛 媽祖宮口醫師，163經營仁德醫院164 1931年主醮柱首 

楊阿壽 長壽齒科醫院負責人、同風會成員165 1934年主醮柱首 

楊火輝 
經營金銅礦石、船運及勞工供給等業，同風會成員；166又

經營信和調進所，負責酒及煙草等商品買賣167 
1935年主醮柱首 

利記公司 
經營海陸物產貿易，168由海產巨商蔡金池負責經營，169為

基隆船商公會會長170 
1926年主壇柱首 

順發商行 
周阿食經營之米店，171亦有砂糖、石油、肥料之買賣，

位福德町172 
1927年主壇柱首 

                                                      
160 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19；《基隆商工名鑑》，頁14；《臺灣紳士名鑑》，頁111。 
161 〈事故米の落札損失約二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6月12日，3版；〈正米市場新加

入董湖の初商內〉，《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20日，3版。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

人名錄》(1936)，頁92。 
162 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5)，頁32；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

(1936)，頁115。 
163 〈尚志會因普度再聞迷兒保護竝救護所〉，《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22日，夕刊4版；〈寶

公役員會組聯合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5月21日，8版。 
164 《基隆商工名鑑》，頁4；《臺灣紳士名鑑》，頁118。 
165 〈基隆同風會改正會則〉，8版；〈寶公役員會組聯合會〉，1934年5月21日，8版。 
166 〈基隆同風會改正會則〉，8版；簡萬火，《基隆誌》，頁8、37。 
167 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5)，頁8。 
168 《基隆商工名鑑》，頁7；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5)，頁12。 
169 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32；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

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98；又有關蔡金池生平背景可參見陳德潛，《基隆瑣憶—日治

時代與光復初期的人事物—》，頁13-14。 
170 〈基隆港中華帆船貿易額年三百萬圓〉，《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2月15日，夕刊4版。 
171 《基隆商工名鑑》，頁41。 
172 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5)，頁1、2、3；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

錄》(1936)，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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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炳謙 
隆順謙記行負責人，位福德町，經營海產雜貨，亦從事

多種對外貿易，173為基隆船商公會副會長174 
1927年主壇柱首 

柯漢忠 經營順隆商行，175亦與人合組基隆興業公司176 1929年主壇柱首 

大和行 
由朱添才、蔡煥章、劉添順、謝文理等人於草店尾合營

之米店，加入臺灣米穀商同業組合177 
1930年主壇柱首 

黃玉階 醫師，基隆草店尾旭東醫院負責人178 1936年主壇柱首 

  大致而言，基隆中元祭裡不屬輪值主普十一姓的三大柱負責者除以往的

汪、李、白三姓外，尚有范、蔡、曹、郭、周、董、顏、楊、柯、朱、黃等

姓；其中，范昆輝及蔡慶雲屬保正身份外，餘均為公司行號負責人(代表)從事

各種買賣交易，或職業醫師負責某家醫院之經營業務；亦即這些不屬十一姓

的三大柱承辦者應為當時基隆頗具勢力與聲望之地方實力派人士，乃有充裕

財力與足夠能力擔負三大柱祭祀事務；且這些負責者在主會、主醮、主壇之

祭祀工作上均力求表現，意欲展現其雄厚力量，甚有超越或凌駕十一姓之企

圖；如昭和三年鄭姓輪值主普時，主會林冠世，主壇林大化、陳讚珍，主醮

陳錦堂、郭進昌、周百年三人，報載：「各當事人，均著手準備，將踵事增

華，以博榮譽」，而「主醮當事最多，且皆相當巨商，當不落人後，勝過其

餘兩柱」。179又昭和十一年黃玉階負責主壇事，據報紙刊載：當年四大柱所呈

祭品甚豐，然最特別的是主壇部分，其「祭品中之人物水族，推陣出新，亦

有鬥雞、鬥牛之類，最喚人氣」。180 

                                                      
173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98；《基

隆商工名鑑》，頁7；基隆市役所編，《基隆市商工人名錄》(1935)，頁3、55。 
174 〈基隆港中華帆船貿易額年三百萬圓〉，夕刊4版。 
175 臺灣新聞社編，《臺灣商工便覽(第一版)》(臺中：株式會社臺中新聞社，1918)，頁168。 
176 〈又一金融機關〉，《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3月17日，6版。 
177 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70；《基隆商工名鑑》，頁23。 
178 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23﹔〈開業披露〉，《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5月16日，

6版。 
179 〈慶安宮中元柱首決定〉，4版。 
180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夜普施盛況〉，夕刊4版。又有關基隆黃姓宗族在日治時期之逐漸崛起

與發展，及其相關史料可參見吳蕙芳，〈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以黃姓宗親會為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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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昭和十二年(1937)中日戰爭爆發，殖民政府為節約物力，當年八月十七

日假同風會館集各姓代表、保正、市代表等五十餘人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三

十日的河燈遊行、三十一日在高砂公園內的豚祭與燈飾均停止，僅舉行簡單

祭儀；181次年(昭和十三年，1938)除不再有水燈遊行、牲豚供奉等活動，更只在

慶安宮進行施餓鬼法事與安慰戰歿將士亡靈儀式。182亦即基隆中元祭規模至

此大幅減縮，不但主普相關賽會活動停辦，主會、主醮、主壇三柱之祭典儀

式亦不見諸報紙刊載。戰爭結束後中元普度恢復，然只有主普一柱，183此或

因主普本有姓氏輪值制度，由固定負責人輪流承辦，再持續並不困難，而主

會、主醮、主壇三柱則以往一向是逐年或數年臨時推出人選辦理，此實不如

主普般易維持，故促成今日所見之基隆中元祭僅為日治時期之部分規模而

已。 

五、 結論 

  基隆中元祭經由唐山移民的跨海傳承，應早有沿續與發展，然其初始狀

況未能得知，目前較為人認同的時間起源為姓氏輪值主普制開始的咸豐五

年；相關基隆中元祭之報導說明、調查報告及研究成果，亦均記載或討論咸

豐五年以後之事；而一般認為基隆中元祭發展至今已超過一個半世紀之久，

                                                                                                                                       
127-133；吳蕙芳，〈《臺灣日日新報》的地方節慶史料——以基隆中元祭為例〉，《臺北文

獻》，直字第164期(2008.06)，頁36-41。 
181 〈基隆本島人の盆祭り〉，《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8月13日，夕刊2版；〈基隆市の盆祭り

時局に鑑み取止め〉，《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8月13日，5版；〈基隆市でも盆祭を取止め〉，

《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8月19日，5版。 
182
〈基隆名物の舊盆祭今年は簡單な施餓鬼法要と戰歿將兵の慰靈祭を執行〉，《臺灣日日新報》，

1938年8月19日，7版。 
183 據基隆地方父老回憶，基隆中元祭活動於日治末期，即中日戰爭期間，被日本政府嚴格禁止，

但姓氏輪值主普制仍持續下來，只是未能舉辦大型活動。殆戰爭結束，臺灣光復後不久，又發

生全省性動亂，民間社會亦難進行普度賽會。至民國三十七年(1948)才恢復地方民俗活動，而

由於近十年未曾好好慶讚中元，故當年基隆中元普度規模甚大；然田野調查紀錄僅載主普活

動，未及其它三大柱，亦即戰後主普外三大柱已不再進行。參見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

心，《鷄籠中元祭》，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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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以咸豐五年姓氏輪值主普制開始計算的。惟此一重要制度產生之淵源、

背景，涉及之時間、人物及運作方式，乃至其演變歷程，以往鮮有仔細分析，

深入探討者，致長期口耳相傳或轉載徵引後，真實情形頗為混淆，甚至矛盾

不清。事實上，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既與清治時期嚴重的漳泉械鬥

事密切相關，即應追溯清代之一手史料以明真相，惟清代史料甚難尋獲，只

得透過時間較為接近的日治時期資料予以填補釐清。 

  經由日治時期地方志書、個人記載、寺廟調查、田野紀錄等資料，配合

若干清代方志及檔案史料可知，咸豐五年產生的姓氏輪值主普制確因漳泉械

鬥事促成，而基隆大規模的漳泉械鬥應發生於咸豐三年，另咸豐九年及十年

亦有械鬥事，致傷亡慘重。又咸豐四年及八年福建小刀會的竄擾基隆，引發

戰亂，增加當地死傷人數，也令人們印象深刻，甚或記憶重疊。而屢遭動亂

倖免於難之生還者，自希望透過虔誠的普度儀式撫慰大量死於非命之亡魂，

並令生者安心度日、平順生活，故地方士紳協議由當時頗具實力的十一姓輪

流負責每年主普祭祀活動。此一工作剛開始實著眼於超度亡者以令生者安心

之目的，並不特重今日基隆普遍強調的以「賽陣頭」方式代替「打破頭」場

景之說法，亦即以每年中元普度賽會裡水燈、花車之陣頭遊行競爭，取代昔

日漳人、泉人因原鄉地域觀念造成之械鬥衝突。 

  然姓氏輪值主普制發展至日治時期確已演變成逐年競賽、彼此互爭之局

面，輪值主普十一姓往往在主普祭壇、遊行陣頭、祭祀牲豚等方面挖空心思，

極力鋪陳，以不落人後。而為爭取榮譽，贏得勝利，輪值主普各姓從事前之

集會推選本姓代表，組織工作團隊、討論各項事務，到普度結束後的設宴答

謝，均早有規劃並按步就班進行；且透過金錢贊助之募款活動與人員實際參

與活動，如主普宗族討論會議、水燈與花車遊行陣頭、牲豚奉獻等方式，動

員同姓宗親力量並凝聚同姓宗族意識，其涉及範圍不限基隆一地，已擴至當

時的金包里、三貂、石碇等區域內之同姓者，甚至遠及臺北地區，此事實上

逐漸淡化了以往對原鄉(漳州、泉州)的地域觀念，反促成對新鄉(金基貂石區)的在

地認同，而前者乃立基純粹地緣之關係，後者則混合血緣與地緣兩種人際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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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故今日基隆中元祭裡無論哪一姓輪值主普，均在主普壇上標出「金鷄(基)

貂石」四字以明此傳統節慶活動涉及之範疇，究其原由，實導因日治時期十

一姓輪流動員及不斷凝聚此區域內同姓宗親力量與同姓宗族意識下之結果。 

  此外，姓氏輪值普制於清咸豐五年開始進行時，應是選擇當時在基隆地

方上頗有勢力之十一姓，具備相當資格與條件乃能擔負逐年輪值主普、超度

亡魂之重要工作。然隨著時間變化，至日治時期十一姓發展已各不相同，有

家族持續興旺，亦不乏家道中落者，甚有十一姓外它姓之崛起，透過十一姓

逐年輪值主普時水燈與花車遊行活動之參與，以展示實力；這些新興姓氏甚

至被推選為主普外三大柱，即主會、主醮、主壇之辦理者，有機會與輪值主

普十一姓互相較勁；亦即日治時期基隆中元祭的互爭場面、競賽場景，不僅

出現在輪值主普十一姓間，也可見於十一姓與其它諸姓間。 

  大致而言，這些新興姓氏身份除擔任保正工作外，均屬公司行號負責人

從事各種買賣交易，或職業醫師負責某家醫院之經營業務，因此這些不屬十

一姓的三大柱承辦者，亦為日治時期基隆頗具勢力與聲望之地方實力派人

士，乃有充裕財力與足夠能力擔負三大柱祭祀事務。惟中日戰爭爆發後，殖

民政府為節約物力，將基隆中元祭多項活動停辦，大幅縮減規模，致十一姓

外它姓無單獨表現機會與足夠競爭舞臺。戰後這些當年負責三大柱工作之十

一姓外它姓，如黃、李、楊、郭、柯、蔡等姓於民國三十六年(1947)合組聯姓

會，要求加入戰後僅賸下的主普一柱之祭祀工作，成為基隆中元祭裡第十二

個輪值主普之宗親組織；民國七十年(1981)，李、黃、郭三姓更自聯姓會中脫

離出來，爭取獨立輪值主普之機會，最後成為排序第十三、十四、十五的輪

值主普宗親組織。184綜觀這些原不屬輪值主普十一姓之它姓於戰後積極爭取

輪值主普機會，最終能獨立成為輪值主普姓氏之一，溯其原由，其早於日治

時期即脫穎而出，展露頭角了。 

                                                      
184 吳蕙芳，〈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以黃姓宗親會為例〉，頁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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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一：日治時期基隆市街圖 
資料來源：《基隆市街圖》(昭和10年〔1935〕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印製，臺北：南天書局重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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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日治時期基隆中元普度內壇(慶安宮)與外壇(四大柱)分布圖 
資料來源：據黃武達編著，《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書局，2006，〈基隆

全圖〉(臺灣日日新報社印行，1930)，改繪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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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ship Resolution to Replace Regional Conflicts？ 
The Ghost Festival in Keelung and the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Wu, Huey-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Oceanic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The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 of the Ghost 

Festival in Keelung. Regarding its origin, the consensus belief explains that 

because of the feuds between the settles from Zhangzhou and Quanzhou in the 

Xiangfeng era were very serious that local gentry proposed the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rotated the duty of running the festival among the clan organizations 

based on consanguinity, to resolve the confrontation rooted on regional feuds; 

they would compete in grand parades instead of fighting. 

 In the past, both the source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supporting 

arguments of this theory were not well attended and valued; status of the strength 

and presence of competence of on-duty clan organizations at that time were not 

clearly rectified; meanwhile, this festival activitie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Japanese colonial rule were not only limited to Zhu-pu (Main Salvation, 主普), there 

were also Zhu-hui ( Main Assembly, 主會), Zhu-jiao (Main Ritual, 主醮) and Zhu-tan 

(Main Alter, 主壇). How did these four parts proceed and operate? How did the 

human connections intermingled behind the scenes? Though these issues have 

been discussed in the past, upon further examination, they deserve further study. 

 This research proves that the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started in the 5th year of 

Xianfen was indeed rooted on the feuds between the settlers from Zhangzhou and 

Quanzhou, but the feuds should occur more than one time during the Xianfeng 

era. And the Small Sword Society rebellion in Fujian triggered fighting in 

Keelung. These incidents caused heavy casualties in Keelung, therefore,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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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ry used the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to release souls from purgatory, so the 

people could live in ease. 

 During Taiwan＇s Colonial period, this festival transformed to an annual event 

of competition of main salvation alter, lantern-decorated vehicle in parade and 

live stock sacrifice among various clan organizations. In order to fully explore its 

strength, every clan organization mobilized its members in the region, and this 

promoted the new communal (which include Jinbaoli, Keelung, San Diego, Shrding) 

attachment and faded native place attachment (Zhangzhou, Quanzhou). In the 

meantime, clan organizations not included in the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rose 

and aggressively developed their strength to compete with the eleven-clan 

organizations in the system; the other four of them managed to secure the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after World War II. Therefore, 

there are fifteen clan organizations in the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today. 

 

Keywords: Ghost Festival in Keelung, surname rotation system, the armed 

conflicts between the settlers from Zhanghou and Quanzhou, Zhu-pu, 

Zhu-hui, Zhu-jiao, Zhu-tan, clan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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