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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想探問三百多年來屏東平原的客家人如何藉助地

方公眾信仰形塑有別於福佬的六堆客家社會？研究範圍為六堆客

家及周邊地區，研究材料來自 2012 年「六堆客家信仰調查研究案」

之基礎資料。調查項目包括寺廟、主神、沿革、祭祀組織、祭祀

活動（時間與地點）。研究者續於 2017-2018 年進行補查1。行文首

向臺灣民間信仰研究取經，借用祭祀圈概念檢視地方公眾信仰，

                                                 
 林淑鈴，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通訊地址：80201 高雄市苓

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電子信箱：lishli00702@gmail.com 
1 2012 年「六堆客家信仰」調查研究案，由客家委員會客發中心補助研究經費，

2017-2018 年因客家委員會「新編六堆客家鄉土誌」研究案委託高師大研究團

隊，作者因此順利完成若干六堆客家信仰中心的補查，謹向客委會與客發中心

致謝。六堆客家信仰調查先後得到多位學友、研究助理與研究生之協助，在此

特別感謝時任「六堆客家信仰」調查研究案協同主持人許淑娟教授在研究觀念

上的交流與繪圖技術上的指導、羅偉嘉先生在田調與繪圖技術的實際操作，還

有多位不具名的客家鄉親曾經熱心提供高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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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該概念的適用性。其次，關注六堆客家的社會文化脈絡，提

供六堆客家內外部的觀點。將地方公眾信仰視為六堆客家社會的

鏡像反映，可見六堆客家人曾經聚合在義民爺與媽祖信仰號召之

下；堆間或堆內曾各別經營地方公眾信仰。最後以六堆周邊福佬

社會為六堆客家之對照，發現文化普同性與變異性。 

關鍵字：六堆、客家、福佬、地方公眾信仰、祭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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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rticle 

Liu-du Hakka folk belief: A case study in 
comparing with Hoklo area nearby 

Shu-Ling L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ain how the Hakka, living on Pingtung 
plain (屏東平原) over three hundred years, did construct the Liu-du 
Hakka (六堆客家) society by folk belief different from the Hoklo (福
佬) society. Research area is the Liu-du Hakka and its area nearby. We 
collect data from the ‘Program of Liu-du Hakka belief’ in 2012. That 
fieldwork is focused on temples, gods, history, cult organization, and 
cult activity (time and area). After that, we recollect more data in some 
area since 2017 to 2018. Hope to compare the folk belief’s 
characteristic of the Liu-du Hakka with that of its area nearby through 
folk belief study in Taiwan. We review cult sphere concept and look 
out its application. Hope to provide perspective of Liu-du Hakka 
insider and outsider in different social-cultural context. After 
considering folk belief as reflexivity of Liu-du Hakka society, we will 
find out that every Du (堆) had ever been cooperative with each other 

                                                 
* Shu-Ling Lin,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lishli0070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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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worship of the Iminye (義民爺) and the Matsu(媽祖). Some 
parts of the Liu-du Hakka had ever organized their own worship 
independently. Finally comparing the Liu-du Hakka with the Hoklo 
nearby, we will explain cultural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Keyword: Liu-du; Hakka; Hoklo; Folk belief; Cult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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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進入六堆客家信仰研究主題之前，容許我們先瞭解六堆的

來源，清康熙 60 年（1721）發生朱一貴事件，中國廣東蕉嶺、鎮

平、平遠等地移居下淡水溪一帶的客家先民曾經號召組織十三大

庄與六十四小庄，協助清政府平定朱一貴事件。客家先民原本依

照軍事團練編排為七營，包括中、前、後、先鋒、左、右以及巡

查營，後來改稱六隊（堆），六堆包括中堆、前堆、後堆、先鋒堆、

左堆與右堆。 

「六堆客家」指涉高屏地區講客方言者聚居所在，包括日治

戶籍資料種族登記為「廣」的移民、日治至戰後由臺灣中北部南

遷的客家人；住在六堆客家周邊福佬地區者，包括日治戶籍資料

種族登記為「熟」與「福」的移民、他們通婚的後代，還有戰後

由臺灣中北部南遷的福佬人。有關六堆客家及周邊地區的選取，

以日治大正九年市街庄改正後的大（小）字，對應現行高屏行政

區劃之鄉鎮村里，最後對應六堆傳統客家聚落所在，排除六堆客

家聚落範圍之外為福佬地區。因此本文指涉「六堆客家地區」乃

是經歷清治、日治迄今，由軍事團練已經發展成為的地域組織。 

行文將高屏地區（屏東縣竹田鄉、長治鄉、麟洛鄉、內埔鄉、

萬巒鄉、新埤鄉、佳冬鄉，高雄市美濃區、杉林區、六龜區、甲

仙區）內通用客語者稱為客庄，講福佬話者稱為福佬庄。通過圍

繞主神信仰的祭祀範圍，彰顯六堆客家及周邊不同村庄，反省以

通用語劃分客庄與福佬庄的恰當性，發現六堆客家的多元面貌，

同理可見周邊福佬地區。六堆客家內分不同堆域，堆內有不同聚

落，聚落內各有主神、祭祀活動與祭祀組織。主神信仰做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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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分類（social classification），它分類了福客所屬地域社會，甚

至將福客拆解或重組成不同的祭祀範圍。 

二、從臺灣民間信仰研究中取經 

關於臺灣民間信仰發展的概況，根據宗教學者湯普森（L. G. 
Thompson）指出 1960 年代，全臺 1,000 萬人，4,000 間寺廟、主

神 86 種，依主神數量多寡排名，前九名是王爺、觀世音菩薩、天

上聖母、福德正神、釋迦牟尼、北極玄天上帝、關聖帝君、保生

大帝以及三山國王2。2018 年臺灣人口超過 2,300 萬，行政院內政

部宗教司公布〈全國立案宗教團體統計表〉，宗教團體分為一般寺

廟與財團法人，一般寺廟 11,753 座，財團法人寺廟 465 座3。自 1960
年至今，全臺寺廟成長三倍。由〈全國寺廟統計表(含財團法人寺

廟)〉，得知屏東縣一般寺廟 1,113 座，高雄市一般寺廟 1,429 座4。

根據本研究調查六堆客家寺廟主神常見媽祖、三山國王、神農大

帝與中壇元帥，王爺多出現在六堆周邊地區。六堆及周邊地區之

寺廟主神，實際上以伯公數量高居第一位，但多數伯公壇（祠）

未向政府登記立案。 

欲瞭解六堆客家地方公眾信仰，需對漢人民間信仰進行釋

義。此間宗教學者楊慶堃（C. K. Yang）以擴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與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看待華人宗教，湯

普森（L. G. Thompson）有群體性與個體性信仰之說，焦大衛（D. 

                                                 
2 Thompson, L. G. Chinese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California: Dickenson, 1975), 

pp.56-69. 
3 全國宗教資訊網 https://religion.moi.gov.tw/Home/ContentDetail?ci=1&cid=Repo 

rt（檢索日期：2018/5/3）。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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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Jordan）指出神、鬼、祖先概念。楊慶堃與湯普森以二分法看

待漢人民間信仰，焦大衛跳脫二分法，指陳地方公眾信仰有守護

家族與村庄的功能，透過村庄祭祀，神明聖誕或中元普度，針對

祖先、神與鬼的供品、祭祀時間與地點差異，可見祖先、神、鬼

是辨識家族、村庄的象徵。除外，我們試圖以祭祀圈概念看待地

方公眾信仰，通過信仰聚合公眾的過程，釐清人群分界現象。 

楊慶堃認為制度性宗教具備唯一真神、經典、教義與教會組

織，擴散性宗教是多神信仰、缺乏固定經典、明確教義與制度性

的教會組織5。本文探討的六堆客家信仰偏向擴散性宗教，少數介

於擴散性與制度性宗教之間。所謂地方公眾信仰之祭祀對象包括

天地神鬼，地方公眾信仰是多神信仰、缺乏經典與教義，雖有特

定管理與祭祀組織，卻屬於擴散性宗教。 

湯普森認為中國自漢朝以來，民間信仰融合佛教與道教，漢

人信仰分成群體性與個體性信仰，群體性信仰以祖先崇拜為主，

祖先崇拜與家庭（族）、世系群息息相關，群體性信仰忽略信徒個

別需求；佛教與道教信仰則提供個別需求。湯普森與楊慶堃認為

漢人重視多神信仰，崇拜對象來自中國歷史人物、自然庶物擬人

化，或由道教與佛教人物產生，漢人信仰強調人造神，西方宗教

則篤信唯一真神，強調神造人。漢人多神信仰依照神明職司如同

中國官僚系統，靈驗是信徒檢驗神明的憑證，靈驗與否能夠造神

也能毀棄神明。常民不重視歷史典故，對神明靈驗比較感興趣，

他們多祈求神明保佑平安，不見得都想要升官發財、大富大貴、

長命百歲6。就本研究而論，六堆客家地方公眾信仰兼具祈福、神

                                                 
5 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Prospect Heights, Ill. : Waveland Press, 

1961), p.20. 
6 Thompson, L. G., Chinese Religion: An Introduction. (California: Dickenson, 1975), 

pp.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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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聖誕、渡孤與完福等群體性的儀式，也存在提供私人問事的服

務。 

焦大衛認為神、鬼、祖先是漢人民間信仰的核心，神明守衛

漢人村庄，祖先守護家族成員，村庄或家族遵循父系法則，被父

系世系法則排除在外者為鬼魂。鬼魂作祟家人、造成村庄不幸，

人無端生病、精神異常、久病不癒、家人失和，庄民暴斃、屢生

意外、瘟疫蔓延。當事人求助神媒，得知超自然病因，尋求療癒，

超自然病因與家人夭折、祖先以及孤魂野鬼作祟有關。傳統漢人

為化解超自然病因，舉行冥婚、討嗣、作神等儀式，試圖撫慰早

夭親人、圓滿殘缺的人生，為早夭者在父系世系群尋找適當位置，

如為女孩冥婚、為男孩求子嗣，皆是永享子孫香火的可行途徑7。

按照焦大衛的說法，亡故者享有子孫香火將成為祖先，獲得村庄

祭祀者將成為神明，無法納入祖先與神明系統者將變成鬼魂。在

漢人思維中，鬼魂可能轉化為祖先甚至神明，神、鬼、祖先之間

有流動的可能性。若此，我們將看見動態的臺灣民間信仰，藉此

檢視戰亡先賢先烈，或可跳脫忠勇公、義民爺是保衛鄉里的忠英

烈士？或因非正常原因死亡的孤魂野鬼之論爭。 

關於臺灣民間信仰的社會組織，林美容認為祭祀圈是地方社

區居民對於天地神鬼之義務性祭祀組織，祭祀圈有角頭、村庄、

聯庄、鄉鎮等層級8，超過鄉鎮範圍者為信仰圈。祭祀圈可以建廟

出資、選頭家爐主、收丁口錢、出巡繞境、演公戲等檢視祭祀範

圍。祭祀圈具備地方性、信徒之於多神信仰出於義務性；信仰圈

具備地域性、以一神信仰為主、信徒之於特定神明出於志願性，

                                                 
7 Jordan, D. K. Gods Ghosts & Ancestors. (Taiwan: Caves Books, Ltd., 1985), pp.36, 

138-177. 
8 林美容，〈由祭祀圈來看草屯鎮的地方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1987，62:5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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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歷史悠久的廟宇會有信仰圈9。本研究將祭祀圈視為理念型

（ideal type），暫不討論信仰圈。研究發現六堆客家與周邊福佬社

會隱約可見以敬拜天地神鬼為號召的人群，祭祀範圍並非完全封

閉；六堆客家盛行祈福與完福及請（送）伯公、建廟出資、選福

首等方式框定地方公眾信仰，有別於福佬社會盛行選頭家爐主、

出巡繞境、建廟出資等方式辨識地方公眾信仰。 

本文將地方公眾信仰定義為：定居一地者為生存領域內的天

地神鬼舉行共同祭祀，或為神明興建寺廟，可以祭祀組織形式存

在，推舉爐主、頭家或福首帶領眾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這

群定居一地、共同祭拜天地神鬼者聚居所在是傳統漢人聚落所

在，地方公眾信仰多是村廟，因為六堆部分地區並未建廟，是以

統稱為地方公眾信仰。村廟黏著於土地，透過土地伯公或五營展

現方位觀念，主神對村民有相對的強制性，當村庄人口外流與老

化，主神對於村民的約束力弱化。村廟通常兼具政治、經濟、社

會、宗教、教育與休閒功能，年中祭祀是村庄大事，隨著工業化

與現代民主國家設計，村廟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與休閒功能

漸被取代，村民對於公眾祭祀活動熱度銳減。傳統村庄祭祀活動

順應一年四季，在年節與神明聖誕祈求共同福祉，透過祭祀活動

體恤孤魂野鬼。村庄祭祀常見頭人、儀式專家共同敬拜天地神鬼。

村廟信徒不同於祖先崇拜仰仗（擬）血親或同宗人士，鸞堂、齋

教與佛教也舉行集體祭祀活動，其信徒來源與性質卻不同於村

廟。本文認為圍繞天地神鬼信仰的定居人口，與其共同舉行的祭

祀活動，反映地方公眾信仰的祭祀範圍，反之，鸞堂、齋教、佛

教信仰難以仰仗特定信徒與祭祀活動再現祭祀範圍。 

                                                 
9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中國海洋

發展史論文集(三)》，（臺北：中研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8），9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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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堆客家地方公眾信仰概況 

本節主要彰顯六堆客家地方公眾信仰概況，行文依照日治大

正九年（1920）地名改正後大字，對照戰後行政村與自然村（聚

落），依序由中堆、前堆、後堆、先鋒堆、左堆、右堆與附堆，鋪

陳寺廟、主神、創建年代與地址。由地方公眾信仰角度觀看六堆，

發現清治時期有西勢忠義亭與內埔天后宮為六堆客家精神象徵，

清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後忠義亭成為團結六堆客家重

心，內埔天后宮在清嘉慶八年（1803）創建、在咸豐二年（1852）

修建，曾經號召六堆客家嘗會與神明會捐款興修。歷經一百多年

的社會變遷，如今能夠集結六堆客家的地方公眾信仰寥寥無幾。

以下行文請參照附錄表 1-6： 

（一）、中堆 

日治大正九年（1920）地名改正之後，西勢、二崙、竹田、

南勢、新北勢、老北勢（大字）屬於中堆範圍，對應戰後屏東縣

竹田鄉西勢村、福田村、永豐村，二崙村、美崙村，竹田村、糶

糴村、竹南村，南勢村、頭崙村與履豐村，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

振豐村、竹圍村與富田村。本段落將先交代聚落、地方公眾信仰、

主神與創建年代。行文提及日治大正九年地名改正後的行政村以

大字顯示，戰後行政村以村里標示。 

中堆的地方公廟，有西勢覺善堂、過溝仔太子宮、楊屋角先

農宮、上永豐通明宮、下永豐法師公壇、二崙廣泉宮、美崙通明

宮、竹田神農宮、糶糴通明宮、崙子通明宮、竹南朱王宮、南勢

先農宮、頭崙國王宮、履豐北極殿、上竹頭角慈濟宮、新北勢庄

尾鎮安宮、新北勢國王宮、四十份國王宮、竹圍樂善宮、八壽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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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農宮、老北勢國王宮、中和順林五穀宮等 22 座。 

以寺廟創建年代來看，清治時期有老北勢國王宮、新北勢國

王宮與鎮安宮，日治時期有西勢覺善堂與過溝仔太子宮，分別於

1933 與 1930 年創立。戰後有竹圍樂善宮、八壽埤先農宮、老北勢

國王宮、中和順林五穀宮等。就寺廟主神來說，包括玉皇大天尊、

張公聖君、太子爺（中壇元帥）、神農大帝、朱府千歲、玄天上帝、

三山國王、媽祖等八種（表 1），其中以中壇元帥（太子爺）最常

出現，其次是神農大帝。比較特別的是西勢覺善堂主神原是「老

先生」（法師公）擅長開藥問事，創廟之初為地方公眾信仰，戰後

受鸞堂信仰影響，曾經鑄造鸞書，時下雖供奉四恩主，也有鸞生

之名，卻無扶鸞著書之實，覺善堂先後成為地方公眾信仰與鸞堂

（照片 1-3）。對於中堆客庄而言，有先後或同時為村廟與鸞堂者，

如西勢覺善堂與老北勢國王宮。 

過溝子與西勢聚落近身而居，過溝子通用福佬話，部分說客

家話，過溝子由客家、福佬與平埔族後代混居；西勢通用客家話，

住民多客家人，覺善堂歷來主辦西勢一年三次祈福，庄民在年中

將忠義祠的忠勇公請到覺善堂前方廣場渡孤。過溝子向來在太子

宮舉行年初拜天公、年中普渡、年尾謝平安，以及農曆九月九日

慶祝太子爺聖誕。西勢與過溝子各有祭祀重心，戰後六堆客家人

選在西勢忠義祠紀念忠勇公、舉行聯合運動會，西勢庄民熱情參

與，反觀過溝子庄民置身事外；同理當萬丹萬惠宮媽祖三年一科

繞境經過西勢與過溝子時，過溝子熱情參與，西勢卻置身事外。 

（二）、前堆 

日治大正九年（1920）地名改正之後，德協、長興（火燒）、

麟洛（大字）屬於前堆範圍，對應戰後屏東縣長治鄉德協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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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村、復興村、崙上村、德榮村、長興村、潭頭村、香楊村、屏

東市瑞光里、進興村、新潭村，屏東縣麟洛鄉麟頂村、麟蹄村、

麟趾村、新田村、田中村、田心村、田道村。前堆地方公廟有德

協（竹葉林）國王宮、份子（景興）萬府宮、崙上福崙宮、下厝

（下屋）北極殿、煙墩腳三奶宮、長興天后宮、老潭頭太子宮、

香楊腳帥府宮、上寮太子宮、下寮福德祠、新潭頭與單座屋玄天

上帝廟、三座屋三山國王廟、麟洛庄頭鄭成功廟（開明堂）、麟

洛庄尾福聖宮、新庄湧源堂、老田尾五穀宮、新圍玄聖宮、上竹

架仁聖宮、下竹架慈海宮、田心朝鳳宮、徑仔國聖宮等 21 座。 

以寺廟創建年代來看，清治時期有德協（竹葉林）國王宮與

麟洛庄頭鄭成功廟（開明堂），日治時期有長興天后宮、老潭頭

太子宮與下寮福德祠以及麟洛庄尾福聖宮，餘為戰後創建。寺廟

主神包括三山國王、萬府千歲、太子爺（中壇元帥）、玄天上帝、

三奶夫人、媽祖、伯公、觀音佛祖、鄭成功、五穀先帝等（表 2）。

由祭祀範圍來看，歷史悠久的德協國王宮、長興天后宮與麟洛鄭

成功廟，祭祀範圍大致上呼應德協、長興與麟洛等大字。戰後北

客南下長興（火燒庄）與德協東側交界處、近番子寮之福佬與平

埔族混居區，創建上寮太子宮，祭祀活動不同於鄰近客庄，可見

移民牽動地方公眾信仰動向，太子宮祭祀活動足以再現異質性人

群的屬性。 

（三）、後堆 

日治大正九年（1920）地名改正之後，內埔、忠心崙、新東

勢、老東勢（大字）屬於後堆範圍，對應戰後屏東縣內埔鄉內田

村、內埔村、義亭村、興南村，美和村、和興村，東片村、東勢

村，東寧村、上樹村。後堆內有內埔天后宮、檳榔林聖母廟、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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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埔五穀宮（勸化堂）、早子角開庄伯公廟、忠心崙福德祠、羅

經圈五穀宮、下樹山廣福宮、東片天聖宮、大和庄元帥宮、北巷

慈善宮、新東勢西柵福德祠、老東勢開基福德祠、上樹山元帥廟

（宣化堂）等 13 座公廟。 

以寺廟創建年代來看，清治時期有內埔天后宮、番子埔五穀

宮（勸化堂）、忠心崙福德祠、老東勢開基福德祠、新東勢西柵

福德祠，以及下樹山廣福宮等，日治時期創建者較少，戰後有羅

經圈五穀宮、大和庄元帥宮以及北巷慈善宮。就寺廟主神而論，

包括天上聖母、五穀先（大）帝、伯公（福德正神）、三山國王、

中壇元帥等（表 3），其中天上聖母出現次數最多，其次是五穀先

（大）帝。在早子角、忠心崙、下樹山、老東勢、新東勢等聚落

以伯公為主神，即便周邊有神格較高的神明，伯公的重要性不減。

對於後堆客庄而言，有先後或同時為村廟與鸞堂者，如番子埔五

穀宮（勸化堂）、上樹山元帥廟（宣化堂），它們先為村廟後來

學習扶鸞勸化，今番子埔五穀宮（勸化堂）與上樹山元帥廟（宣

化堂）仍是兼具村廟與鸞堂信仰所在。 

（四）、先鋒堆 

日治大正九年（1920）地名改正之後，萬巒、四溝水、五溝

水、成德（大字）屬於先鋒堆範圍，對應戰後屏東縣萬巒鄉萬巒

村、萬和村、萬全村、鹿寮村，泗溝村、硫磺村，五溝村與成德

村。先鋒堆內有萬巒福德祠（開庄伯公）、高崗玄明廟、鹿寮下

國王宮、頭溝水明道宮、四溝水福攸宮、硫黃崎元帥廟、三溝水

元帥廟、五溝水福德祠、大林神農宮、德勝得勝宮、成德神農宮

等 11 座公廟。以寺廟創建年代來看，清治時期有萬巒福德祠與鹿

寮國王宮，日治中期有高崗玄明廟與大林神農宮，餘為戰後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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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主神包括福德正神、神農大帝、玄天上帝、三山國王、中壇

元帥等（表 4）。萬巒福德祠、四溝水福攸宮、五溝水福德祠、德

勝得勝宮以伯公為主神，頭溝水明道宮、硫黃崎元帥廟、三溝水

元帥廟供奉中壇元帥，伯公與中壇元帥在先鋒堆客庄較受青睞。

比較特別的是萬巒（大字）以開庄伯公（福德正神）為主要信仰

中心，戰後萬巒（大字）分為萬巒村、萬全村、萬和村與鹿寮村；

鹿寮下與頭溝水聚落各有地方公眾信仰，戰後鹿寮下與頭溝水整

併為鹿寮村，以萬巒開庄伯公為地方公眾信仰，足以統領萬巒、

鹿寮下、頭溝水等聚落，萬巒開庄伯公祭祀範圍包含鹿寮下國王

宮與頭溝水明道宮的祭祀範圍。 

（五）、左堆 

日治大正九年（1920）地名改正之後，新埤頭、建功、打鐵、

南岸、佳冬腳、石光見、昌隆、武丁潭（大字）屬於左堆範圍，

對應戰後屏東縣新埤鄉新埤村、建功村、打鐵村、南豐村，佳冬

鄉六根村、佳冬村、萬建村、石光村、玉光村、昌隆村、豐隆村、

賴家村。左堆內有新埤頭三山國王廟、千三福德宮、建功三山國

王廟與農府宮、打鐵天后宮（天靈寺）、打鐵寮福德壇、南岸三聖

宮、六根千山功侯宮、半見神農宮、石光見廣惠宮、昌隆神農宮、

武丁潭三山國王廟、三間屋龍君壇、下埔頭三山國王廟等 14 座公

廟。以寺廟創建年代來看，多在清治與日治時期，六根千山功侯

宮創建年代上溯清康熙 40 年（1701），晚近在 1990 年代有建功農

府宮與下埔頭三山國王廟。 

寺廟主神有三山國王、福德正神、神農大帝、天上聖母、中

壇元帥、五龍君等，其中以三山國王最常見，如新埤頭三山國王

廟、建功三山國王廟、六根千山功侯宮、石光見廣惠宮、武丁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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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國王廟均以三山國王為主神。以六堆寺廟主神而論，左堆的

三山國王出現頻率最高，較少出現的主神是五龍君（表 5）。比較

特殊的是打鐵天后宮（天靈寺）受到日治中後期皇民化政策影響，

將打鐵天后宮與靈照堂合併為天靈寺，戰後更名為天后宮，前殿

供奉媽祖、後殿供奉三寶佛、觀世音菩薩。天靈寺與天后宮看似

佛道兩用，實為因應殖民政策的權宜之計。 

（六）、右堆及附堆 

日治大正九年（1920）地名改正之後，瀰濃、竹頭角、龍肚、

中坛、金瓜寮、吉洋、新威、月眉、新庄、圓潭、手巾寮、旗尾、

武洛、菜寮、舊大路關、高樹、長榮、東振新（大字）屬於右堆

及附堆範圍，對應戰後高雄縣（市）美濃鎮（區）全部，六龜鄉

（區）新寮里、新興里、新威里，杉林鄉（區）月眉里、月美里、

上平里、新庄里，旗山鎮（區）中正里、廣福里、東平里，屏東

縣里港鄉茄苳村，高樹鄉菜寮村、司馬村、廣福村、廣興村、高

樹村、長榮村、東興村、東振村與大埔村。右堆內有瀰濃下庄棚

座、中庄花樹下伯公、庄頭伯公、埤頭下伯公、牛埔天后宮、竹

頭角三山國王宮與慈聖宮、九芎林聖化宮、龍肚清水宮與廣化堂、

獅形頂朝天五穀宮、獅山天后宮、竹子門水德宮、橫山尾南山宮、

柚仔林中山堂伯公、中壇崇雲宮與輔天五穀宮、金瓜寮德興宮、

清水巷紫雲宮、九穴福德祠、上九寮福德祠、吉洋福德祠、外九

寮南清宮等 23 處信仰中心（表 6）。 

右堆與附堆多屬一村一廟，例外：龍肚有清水宮與廣化堂兩

座公廟，龍肚（大字）包括今龍肚里、龍山里與獅山里，地方公

眾信仰主要為清水宮，廣化堂以龍肚里為祭祀範圍，兩廟分處龍

肚西角與東角，今分別舉行年度祭祀活動，平時兩廟共用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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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相安無事。此外，中坛聚落有輔天五穀宮與崇雲宮，輔天五

穀宮祭祀範圍廣及南隆地區，曾兼具地方公廟與鸞堂性質，目前

無扶鸞勸化，其祭祀範圍包含崇雲宮的祭祀範圍。當地風水殊異

或新建寺廟，如獅形頂朝天五穀宮、獅山天后宮與竹子門水徳宮

位於獅山里，鄰近住戶自辦祭祀活動，信徒來源不限當地，祭祀

範圍正在成形中。嚴格說來，戰後獅山里仍以龍肚清水宮為主要

地方公眾信仰。 

右堆的附堆內有新寮法師宮、新威聖君廟與勸善堂、合新庄

與莿桐坑的公明宮、月眉朝雲宮、判產厝樂善堂、崁頂辰峰寺、

新庄明修堂、隘丁寮德崇寺、磚仔窯新峰寺、福安庄宣化堂、手

巾寮廣清宮、內窩義民巷褒忠義民廟、武洛福安宮、頂菜寮三山

國王廟、舊寮北極殿、舊大路關順天宮、新大路關三山國王廟與

廣興壇、高樹慈雲寺、私埤東隆宮、南郡感化堂、東振新東興伯

公與榕堂伯公、大埔頭三山國王廟等 25 處信仰中心。就寺廟主神

來說，右堆有更多以伯公為主神者，如瀰濃庄頭、中庄、下庄與

埤頭下，柚仔林中山堂匯集多處伯公，南隆地區九穴、上九寮、

吉洋等聚落均以伯公為主神（表 6）。附堆範圍內兼具公廟與鸞堂

性質者，如新威聖君廟與勸善堂、合新庄與莿桐坑的公明宮、月

眉朝雲宮、判產厝樂善堂、崁頂辰峰寺。其中判產厝樂善堂鸞法

由北客南傳，後傳福安庄宣化堂、美濃廣善堂，再由美濃廣善堂

往其他客庄傳散。比較特別的是高樹慈雲寺曾是地方有名齋堂，

今轉型為地方公眾信仰。臺灣戰後齋堂轉為佛寺者多，轉為地方

公眾信仰者少，在右堆與附堆所在地區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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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堆內外客家地方公眾信仰 

本節依中堆、前堆、後堆、先鋒堆、左堆、右堆及附堆順序，

說明各堆地方公眾信仰特色，歸納寺廟、沿革、祭祀組織、管理

組織，透過年中祭祀活動、建廟出資、請伯公、收丁錢、選拔爐

主或福首，瞭解其祭祀範圍。就地方公眾信仰角度觀看，可見各

堆大同小異，同理觀測六堆與周邊地區，存在福、客與平埔人群

邊界，以及人群接觸後的文化變異性。 

（一）、中堆 

中堆客家聚落盛行作福儀式，名稱有作福、春福、秋福、完

福等，作福配合一年四季進行，一般公廟一年有兩次作福，作福

足以勾連人、神、鬼的關係，完福多數併行渡孤，中堆客家人有

週而復始，以及敬拜天地神鬼觀念。作福或完福時，有些聚落有

請神儀式，有些則無。以主神為號召，藉由請神統合聚落公眾，

請神將聚落周圍伯公、他廟主神請來共襄盛舉，由請神儀式可見

中堆客家人的方位觀以及地域認同，請神儀式是確認公廟祭祀範

圍的憑藉之一，為神明做事不見得有強制力，被選為福首或爐主

的庄民有選擇赴任與否之權力，為神明做事不見得是一種義務。 

年度祭祀活動多由在地住戶輪值，輪值戶數或人數有別，輪

值者為福首（代表）、爐主、副爐主、頭家，他們組成祭祀組織，

祭祀組織成員來源為確認公廟祭祀範圍的憑藉之二。祭祀組織負

責年度祭祀活動，因應政府寺廟管理成立管理組織，功能越來越

健全，加上聚落人口外移，起先管理組織與祭祀組織分掌祭祀活

動，近有管理組織取代祭祀組織功能之趨勢。公廟年度祭祀活動

有宴客與演戲，宴客以登席形式展現，登席具開放性，不限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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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居民參與；此外，若干神明聖誕請演公戲，建廟出資非經常

可見，建廟出資不具有強制性。整體而言，宴客、演戲、建廟出

資，對於辨識中堆客家公廟祭祀範圍並無助益。透過祈福與（或）

完福以及渡孤時，請神（伯公）以及選拔福首之居住範圍，確認

中堆地方公眾信仰之祭祀範圍，當地多呈現「一村（自然村）一

廟」型態，唯新北勢庄頭有國王宮、庄尾有鎮安宮，新北勢西北

有上竹頭角慈濟宮，國王宮與鎮安宮皆為新北勢地方公廟，國王

宮的祭祀範圍涵蓋鎮安宮的祭祀範圍。至於上竹頭角的地方公廟

為慈濟宮（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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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中堆及周邊地區祭祀圈概況圖10 

                                                 
10 依據地方公眾信仰普查項目繪製祭祀圈地圖，研究結果顯示地方公廟祭祀範

圍存在相對開放性，是以黑色圓點標示地方信仰中心位置，再以虛線顯示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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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堆地方公廟曾有鸞堂性質，如西勢玉清宮覺善堂、老北勢

國王宮草創初期非鸞堂，建廟一段時間後成為鸞堂，南勢先農宮

與西勢玉清宮覺善堂之鸞生角色，歷經蛻變今僅任經生，不再扶

鸞勸化。主神有靈驗事蹟，內容與水災、瘟疫、戰爭有關，先民

身染頑疾、求醫罔效，公廟提供藥籤與（或）「問事」服務，此間

鸞生與乩童可為神媒，民國 70（1981）年代之後，西醫醫療技術

發達，全民健保實施，對於中堆公廟藥籤與「問事」服務衝擊甚

大，不過若干寺廟仍維繫是項服務。此間上竹頭角慈濟宮媽祖開

藥治病，老北勢國王宮二王的「化骨符」與「急症符」據稱有神

奇療效；又老北勢國王宮的三山國王據稱能夠對治鴉片癮與酒

癮，是以有民國 70 年（1981）左右頭崙信徒，迎請老北勢三山國

王返庄供奉、建廟之典故，可見中堆寺廟有跨越聚落範圍的請神

活動。除外，中堆寺廟有兩岸進香活動，如老北勢國王宮曾前往

中國廣東省霖肇宮。 

（二）、前堆 

前堆客家聚落盛行作福儀式，有作福、春福、秋福、完福等

稱呼，各聚落每年至少有春秋兩次作福。在作福或完福時，有些

聚落有請神儀式，有些則無，客庄例於主神聖誕或祈福、完福前

日，迎請境內眾神參與盛會，隔日送回原址。以主神信仰為號召，

藉請神儀式統合聚落公眾，請神將聚落周圍伯公、他廟主神都請

到公廟參與祭典，對於前堆客家人來說，請神儀式是確認公廟祭

祀範圍的憑藉之一。年度祭祀活動由在地住戶輪值，輪值戶數或

人數有別，輪值者稱為福首、爐主、副爐主、頭家，他們組成祭

祀組織，祭祀組織成員來源為確認公廟祭祀範圍的憑藉之二。祭

                                                                                                         
祀圈邊界。如右下圖例，圖 2-6 的情況相同。老北勢與新北勢曾為中堆範圍，

現屬內埔鄉行政區劃，前述地區之祭祀圈概況，詳見圖 3 左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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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組織負責年度祭祀活動，另有寺廟管理人，先有堂主、守堂稱

呼，後來轉變為管理人、管理委員會，寺廟管理組織功能越來越

健全，戰後若干寺廟堂主被視為管理人，爾後成立管理委員會，

若干堂主轉變為主任委員，多數寺廟納入行政村概念，村長與地

方民代順理成章成為寺廟管理委員。前堆寺廟在政權更迭之際，

管理組織由簡而繁，因應寺廟管理政策，寺廟管理委員會逐漸取

代福首、爐主、頭家等祭祀組織之角色，並主導祭祀活動。 

前堆公廟均有年度祭祀活動，人力與財源充足的寺廟，往往

在主神聖誕前後宴客與演戲，宴客以登席形式展現，登席具有開

放性，不侷限特定聚落居民參與，有些寺廟免費宴請上壽者或頒

獎給大專青年，彰顯敬老尊賢以及崇尚士人之風；若干神明聖誕

請演公戲，建廟出資非經常可見，建廟出資不具有強制性，宴客、

演戲、建廟出資對於辨識前堆客家公廟祭祀範圍並無助益。年代

較久遠的寺廟影響力產生變化，如長興天后宮、老潭頭太子宮曾

透過神明出巡，匯聚長興 13 客庄力量，老潭頭太子宮出巡範圍有

長興 7 庄與 13 庄之別，相較於長興天后宮，老潭頭太子宮的影響

力曾與之並駕齊驅、時而居次；至於麟洛鄭成功廟曾舉辦鄭成功

出巡活動，意圖擴展祭祀範圍至全麟洛鄉，由近年該廟祭祀活動

看來，麟洛鄭成功廟之祭祀範圍依然固守在麟洛（麟頂、麟蹄與

麟趾村）（圖 2）。 

整體而言，前堆地方公眾信仰多維持單庄廟形式，僅新潭頭

與單座屋共有玄天上帝廟，該廟為聯庄廟，比較特別的是麟趾村

福聖宮，近年連續舉辦王爺奶奶回娘家，頻與九塊厝三山國王廟

互通聲氣，加上該廟主事人員旺盛的企圖心，有從原本麟洛鄭成

功廟的祭祀範圍，獨立出以麟趾村為祭祀範圍之態勢（表 2）；海

豐三山國王廟例於元宵期間與九塊厝三山國王廟巡男丁，前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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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市海豐社區（三山里、海豐里、仁義里、信和里、和興里），

後者以九塊厝（九如鄉九明村、九清村、九塊村）為祭祀範圍。

神明出巡與進香活動成為串聯聚落的媒介，如長興天后宮的媽

祖、老潭頭太子宮的太子爺、麟洛鄭成功廟的鄭成功，以及麟洛

徐氏姑婆（王爺奶奶）。不過神明進香活動並非界定地方公眾信仰

的主要指標。 

前堆外圍的九塊厝三山國王廟與海豐三山國王廟，不僅與六

堆客庄互通聲氣，兩廟更展現競合關係，聚落統合見於兩端，其

一，每當九塊厝三山國王廟王爺出巡繞境，九塊厝、玉泉與七份

子等聚落被統合；其二，由九塊厝三山國王廟大王爺迎娶麟洛女

傳說，以及九塊厝王爺奶奶回娘家，串連九塊厝、長興與麟洛等

聚落。聚落競爭關係可見於九塊厝與海豐三山國王廟及其人群

間，自 2000 年以來九塊厝與長興、麟洛，每逢元宵舉行王爺奶奶

回娘家活動，2018 年初王爺奶奶出巡繞境至內埔客庄（照片 4-6）；

同屬前堆外圍的九塊厝與海豐三山國王廟均以三山國王為主神，

元宵節都有巡男丁，海豐與九塊厝卻分別以主神靈驗傳說與元宵

前後巡男丁活動互別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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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前堆及周邊地區祭祀圈概況圖 

前堆地方公廟曾有鸞堂性質，如麟洛鄭成功廟草創初期並非

鸞堂，建廟一段時間後成為鸞堂，鸞務推展因鄰近客庄鸞生頻繁

往來、互相切磋而蒸蒸日上，近年因老成凋零，鸞務推展後繼無

力，鸞生角色歷經蛻變，今或擔任廟中經生角色，抑或於不同村

庄祈福、完福時，擔任禮生角色，扶鸞勸化多已停擺。主神有靈

驗事蹟，內容與先民受水災、瘟疫、戰爭侵襲有關，隘寮溪水氾

濫與日治後期的空襲常被提及，老田尾五穀宮、麟洛鄭成功廟、

新庄湧源堂，曾於日治與戰後初期提供藥籤與（或）「問事」服務，

此間鸞生與乩童可為神媒。據稱民國 50-60（1961-1971）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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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客庄前往麟洛寺廟問事者眾，求助者問事後每每前往麟洛街

上中藥店抓藥，繁榮麟洛市集。民國 70（1981）年代之後，因為

西醫醫療技術發達，全民健保實施，目前僅剩新庄湧源堂提供「問

事」服務。 

（三）、後堆 

後堆客家聚落盛行作福儀式，有作福、春福、秋福、完福等

稱呼，少數舉行春秋兩次，多數有祈福、春福、秋福與（或）完

福等三次祭祀。多數聚落作福時有請神儀式，通常在作福前日，

迎請境內眾神與會，隔日送回原址。對於後堆客家人來說，請神

儀式是確認公廟祭祀範圍的憑藉之一。年度祭祀活動由在地住戶

輪值，輪值者稱為福首、爐主、頭家，他們組成祭祀組織，祭祀

組織成員的來源，成為確認公廟祭祀範圍的憑藉之二。廟務初由

堂主與守堂負責，戰後有管理人與管理委員會。寺廟管理組織由

簡而繁，寺廟管理委員有時與福首、爐主、頭家角色併置，有時

取代福首成為兼具管理與祭祀活動之主導。神明會功能不彰，內

埔原有福德祀典會、媽祖會與韓愈會，隨著內埔天后宮管理委員

會功能擴張，前述神明會重要性漸減，神明會原有輪值法則，近

年來神明會負責人由寺廟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擔任，又廟公取代

守堂成為打理日常事務的重心。 

後堆公廟定期舉行年度祭祀活動，特別是人力與財源充足的

寺廟，在主神聖誕前後常有宴客與演戲活動，宴客以登席形式展

現，登席具有開放性，不限特定聚落居民參與；若干神明聖誕請

演公戲，建廟出資雖不具有強制性，卻對辨識六堆天后宮之祭祀

範圍有極大助益。綜觀宴客、演戲對於辨識後堆客家公廟之祭祀

範圍並無助益。年代久遠的寺廟祭祀範圍產生變化（圖 3），如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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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天后宮之祭祀範圍，由清嘉慶 8 年（1803）〈建造天后宮碑記〉

與咸豐 2 年（1852）〈捐修天后宮芳名碑記〉，研判清治祭祀範圍

涵蓋六堆客庄；其次依照祈福與完福，瞭解日治以來內埔庄祈福

與完福例於內埔天后宮舉行，其三是巡境：2000 年以來該廟透過

祈安植福清醮與禮斗法會由內埔村與內田村，企圖擴大為內埔、

內田、東寧、和興、興南、義亭、美和等七村，於是六堆天后宮

變身為內埔天后宮，爾後企圖擴大為內埔等七村的天后宮11。整體

而言，後堆地方公眾信仰多維持單庄廟形式，唯新東勢福德祠為

聯庄廟，新東勢的北巷另有慈善宮，換言之，新東勢福德祠的祭

祀範圍包括慈善宮的祭祀範圍，不過新東勢東南方福泉社區（臺

北庄）的福泉堂自有祭祀範圍，卻不包括在新東勢的祭祀範圍之

內。 

神明出巡、進香活動、禮斗法會與祈安植福清醮成為串聯聚

落的媒介，此間內埔天后宮的媽祖聚合內埔等七村，成為周邊客

庄地方公眾信仰龍頭角色，另加入臺中大甲鎮鎮瀾宮媽祖聯誼活

動，與臺灣各地媽祖廟交流，內埔天后宮不同於後堆其他媽祖廟，

如竹圍樂善宮、上竹頭角慈濟宮、東片新庄天聖宮等，固守單一

聚落範圍，內埔天后宮已變身為跨越福客界限的媽祖廟。 

                                                 
11 林淑鈴，〈由宗族、角頭、聚落到跨聚落：集體動員下的六堆天后宮〉。《2012

台中媽祖國際觀光節：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市政府，

2012），11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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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後堆及周邊地區祭祀圈概況圖 

後堆地方公廟曾有鸞堂性質者，如番子埔勸化堂、上樹山宣

化堂、福泉社區（臺北庄）福泉堂草創初期非鸞堂，建廟一段時

間後成為鸞堂，鸞務推展受惠於鄰近客庄鸞生的頻繁往來，昔日

扶鸞勸化的擺設與相片依舊，近年來老成凋零，鸞務推展後繼無

人，鸞生角色名存實亡，部分鸞生轉為經生，又過去鸞生輪值鸞

務，近因鸞堂周邊空氣清新、花木扶疏，義工角色比較吃重。龍

頸溪畔伯公林立，伯公既為地方公眾信仰主神，且為村庄四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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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神，與水源息息相關，伯公所在更成為客庄與非客庄區辨之

地標。 

（四）、先鋒堆 

先鋒堆客家聚落盛行作福儀式，有作福、春福、秋福、完（太

平）福等稱呼，有些聚落祈福與完福合一，有的一年有祈福、春

福、秋福與（或）完福等三次作福。作福多有請神儀式，主要迎

請聚落伯公及眾神與會，特別是萬巒庄主伯公與鹿寮國王廟於祈

福當日拜新丁。對於先鋒堆客家人來說，請神儀式是確認公廟祭

祀範圍的憑藉之一。年度祭祀活動由在地住戶輪值，輪值者稱為

福首（代表）、爐主、副爐主，他們組成祭祀組織，祭祀組織成員

的來源，成為確認公廟祭祀範圍的憑藉之二。廟務初由堂主與守

堂負責，戰後有管理人與管理委員會制度。寺廟管理組織由簡而

繁，寺廟管理委員會成員時與福首、爐主、副爐主等角色併存。 

先鋒堆公廟定期舉行年度祭祀活動，透過土地租金負擔年度

祭祀活動開銷，比如萬巒庄主伯公。人力與財源充足的地方公眾

信仰，多選在主神聖誕、春福與秋福前後宴客與演戲，宴客以登

席形式展現，登席具有開放性，不限特定聚落居民參與，若干神

明聖誕請演公戲，然而宴客、演戲、建廟出資，對於辨識先鋒堆

客家公廟祭祀範圍並無助益。由貫時性角度觀察地方公眾信仰與

祭祀範圍變化，除頭溝水地方公眾信仰原為三聖廟，後被明道宮

取代外，先鋒堆多數地方公眾信仰穩定性相當高，多維持單庄廟

形式。在萬巒（大字）東南方有高崗聚落，地方公眾信仰為玄明

廟，主祀玄天上帝，高崗透過年初拜天公與農曆 3 月 3 日玄天上

帝聖誕當天舉行太平福，以及當地住民的掃墓活動，因此與萬巒

庄福德祠的祭祀範圍區隔開來（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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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落內外未聞打醮與神明出巡，2000 年之後有四溝水庄頭聖

岳宮、四溝水庄尾三山國王宮以及成德神農宮舉行跨鄉鎮進香活

動，先鋒堆內多數地方公眾信仰，固守單一聚落作福、渡孤與慶

祝神明聖誕。公廟兼具鸞堂性質，如四溝水庄頭聖岳宮、四溝水

庄尾三山國王宮曾經扶鸞勸化，近年來老成凋零，鸞務推展後繼

無人，鸞生轉為經生，為人誦唸黃經，祈求消災解厄。主神有靈

驗事蹟，內容提及先民身染頑疾、求醫罔效，此間萬巒先帝廟神

農大帝與國王宮三山國王均能開藥治病。萬巒、鹿寮、五溝水等

聚落伯公林立，伯公為地方公眾信仰主神，如萬巒庄主伯公、四

溝水福攸宮、五溝水東柵伯公、德勝得勝宮，伯公尚為村庄守護

神，伯公所在成為客庄與非客庄區辨之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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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先鋒堆及周邊地區祭祀圈概況圖 

（五）、左堆 

左堆客家聚落盛行作福儀式，有作福、集福、完福、新丁福、

禾福、太平福、年尾福等稱呼，祈福活動多在公廟或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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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德祠舉行，祈福有請伯公，藉此體現方位觀念。部分村庄年

中一次作福或完福，多數村庄維持「春祈秋報」與「有求有還」

的運作邏輯，左堆客家敬重天地神鬼，期盼人丁興旺。主神靈驗

傳說集中在治水與治病，反映左堆客家地處林邊溪行水區，入墾

之初瘴癘橫行以及醫療資源不足。左堆客庄伯公為聚落界址，多

數分布在農田、水圳旁、路口處與墳地。 

左堆地方公眾信仰維持單庄廟特色，如石光見（大字）包括

石光村與玉光村，兩村以石光見廣惠宮為公廟；茄苳腳（大字）

包括六根村與佳冬村，兩村以六根千山功侯宮為公廟；昌隆（大

字）包括昌隆村與豐隆村，兩村以神農宮為公廟（圖 5）。石光見、

茄苳腳、昌隆雖經歷行政劃分，舊聚落居民依然參與公廟祭祀活

動、分擔廟務，是以地方公眾信仰足以維繫地域性人群。少數聚

落出現一村二廟現象，如建功聚落舊有三山國王廟，近年新建農

府宮，三山國王廟有年初拜天公、作福、拜新丁，年中渡孤儀式；

農府宮有年尾平安福、年中渡孤儀式，兩廟收丁錢與遶境範圍重

疊，農府宮的信徒與經費來源比三山國王廟少，祭祀範圍較小。

三山國王廟與農府宮的祭祀範圍大致重疊，可見聚落居民與地方

公廟長久以來的地域黏著性與地緣關係。公廟舉辦祭祀活動向在

地住戶收丁錢，縱使人口外流、人丁單薄，調整祭祀活動與經費

分配方式，但特定祭祀範圍的信徒依然具有相對的權利與義務。 

左堆客家有跨越聚落範圍的進香活動，如新埤頭三山國王廟

經常擇定農曆二月二十五日三山國王聖誕前舉行進香活動，前往

九如三山國王廟、北港朝天宮與車城福安宮進香。九如三山國王

廟不僅透過王爺奶奶回娘家將影響力擴展到前堆與後堆，更透過

新埤頭三山國王廟進香活動，將觸角伸展到左堆。村廟祭祀活動

由福首、爐主、頭家負責籌措經費、辦理活動，少數村廟由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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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若干村廟雖有鸞生與經生之名，如今無扶鸞勸化之實，經

生有誦經、舉行三獻禮。當地公廟祈福尾聲有登席活動，免費宴

請上壽者，一般人繳納登席費。左堆客家歷來在元宵前後拜新丁

祈福，農耕社會重視新丁風氣可見一斑。若干村庄維持神明會運

作，如南岸伯公會與下埔頭王爺會以特定神明信仰為主、獨立於

公廟運作之外，至今運行不輟。 

 

圖 5：左堆及周邊地區祭祀圈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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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右堆及附堆 

右堆美濃地方公眾信仰之年度祭祀活動，透過新年福、完福、

神明聖誕動員人群，寺廟多在日治時期創建。年中祭祀活動邀請

伯公參加，不同於周邊的福佬聚落。美濃客庄祈福時邀請伯公數

量高達二十多座，請伯公以里（庄）內為主，請伯公為公廟祭祀

範圍的指標之一。美濃下庄二月祭時，前往福安里迎請象徵美濃

的開庄伯公。公廟祭祀活動收丁口錢與選爐主現象越來越少，南

隆地區由各聚落輪值爐主彰顯傳統制約力量。昔日福首擲筊選

出、主動參與，近由里長、鄰長負責，少見住戶輪值祭祀活動。 

神明聖誕由管理委員會籌辦，祈福由管理委員會或福首負

責。寺廟管理組織和祭祀組織併存。管理組織綜理廟務，不同於

傳統由福首與頭家負責祭祀活動。年度祭祀活動經費由信徒均

攤，登席由福首邀請參與者、繳交登席費，分擔祭祀活動經費，

登席將可連結在地情感。 

右堆地區盛行祈福，近因人口外流，參與者減少，傳統祈福

與登席猶存，信徒歷來在主神聖誕、春福與秋福後舉行登席，登

席活動一年一至三、四次，近二十多年不再演公戲。本地藉由籌

辦祭典、分攤經費以聯繫地方人士，創造客家社會頻繁互動的舞

台。美濃地方公眾信仰以自然村為主，以開基、開庄伯公為基礎，

透過神格位階較高的主神，如美濃廣善堂三恩主提供問事服務，

堂中存放歷年扶鸞著書成果與藥籤，廣善堂為六堆客家重要鸞

堂，經由打醮成為統合美濃地區的地方公眾信仰。 

清乾隆年間美濃近山平原高處，開墾成多處較大聚落，地方

公眾信仰多呈現單庄廟形式。竹子門溪到荖濃溪之間的氾濫平原

開發較慢，聚落發展緩慢、規模較小，如六寮、上九寮、九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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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六寮等。當地居民除祭拜伯公外，更前往鄰近南隆輔天五穀宮

與朝天五穀宮參拜。日治時期南隆農場開發，神農大帝隨北客南

遷，神農大帝呼應農耕社會醫病療疾、處理疑難雜症的需求，神

蹟廣為傳播，輔天五穀宮歷經建廟與建醮活動，逐漸成為南隆地

區的信仰中心（圖 6）。 

 
圖 6：右堆（含附堆）祭祀圈概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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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堆的附堆地方公眾信仰，除伯公信仰之外，多以主神聖誕

統合全庄。透過新年福、完福、神明聖誕、伯公生等年度祭祀活

動動員地方人群。高樹聚落不一定有新年祈福；公廟興建年代多

在清治與日治，公廟例於祈福或完福、神明聖誕時邀請伯公與會，

請伯公成為確認地方公眾信仰的指標。附堆聚落請伯公數量較

少，庄頭、庄尾或開基、開庄伯公較為常見。神明聖誕多由管理

委員會主辦，由福首輔助。右堆的附堆透過鄰里輪值福首，比起

美濃更具有動員能力。 

廟方管理組織負責主神以外的神明聖誕。祭祀活動經費由信

徒均攤，活動過後舉辦登席。附堆人口老化與人口外流現象明顯，

公廟登席次數與美濃不相上下。當地以祭典與登席活動為人際往

來的重要管道。地方公眾以公廟主神為中心，祭祀範圍與自然村

範圍大致相同，杉林月眉南邊的散村、大埔因百年前水災，涵蓋

數個聚落，穩定性甚高。附堆各聚落分布在美濃的北、東、南三

面，彼此不相連。六龜新威、杉林月眉與新庄的祭祀活動與組織，

跟美濃情況差不多，透過鄰里選拔福首。整體而言，高樹、武洛、

杉林月眉和新庄以及六龜新威相似，村民高度參與村廟祭祀活

動。杉林樂善堂、公明宮、朝雲宮、辰峰寺先後兼具公廟與鸞堂

性質，廟方管理委員會協助推選福首、負責祭祀經費並辦理祭祀

活動。附堆和右堆地方公眾信仰的運作模式相近，差異在於組織

動員的強弱程度。杉林地方公廟結合鄰里籌辦新年福與完福，兼

具鸞堂運作模式，藉此強化地方公眾信仰影響力。高樹地方公廟

則透過鄰里擲筊或輪值爐主，內在規範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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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堆周邊地方公眾信仰 

六堆周邊非客家聚落大致上呈現一村一公廟現象。以下依照

中、前、後、先鋒、左堆順序討論周邊地區，同時對照大正9年（1920）

地名改正後大字，比較六堆客家與非客家地方公眾信仰之同異性

（附錄表1-5）。因右堆所在主要為客家聚落，本節略去其周邊非客

家地方公眾信仰不論。 

（一）、中堆周邊非客家聚落 

中堆周邊非客家聚落有過溝子、北勢子、六巷、大湖子、上

港尾、下港尾、溝子墘、鳳明、六份等，以上聚落通用福佬話，

一般認為福佬庄，其實這些聚落住民多為福佬與平埔後代。以上

聚落位於今竹田鄉西南邊，南接潮州，西鄰萬丹。首先，聚落由

定居一地住民組成，透過年初拜天公、安太歲，中元普渡與年尾

謝平安、謝太歲等祭祀活動構築地方公眾信仰特色，它們依序為

主祀太子爺的太子宮、主祀開漳聖王的建安宮、主祀神農大帝的

興農宮、主祀觀世音菩薩的妙靈宮、主祀康府千歲的伍龍宮、主

祀池府千歲的港興宮、主祀五老大天尊的五老宮、主祀玄天上帝

的鳳興宮、主祀中壇元帥的六興宮（表1）。中堆有13個客家聚落，

包括西勢、楊屋角、竹頭角、永豐、二崙、美崙、竹田、糶糴、

崙子、竹南、南勢、頭崙、履豐等，其中僅竹南朱王宮以王爺為

主神，奉祀王爺與千歲比例1/13；中堆有9個非客家聚落，有北勢

子、上港尾、下港尾以王爺或千歲為主神，奉祀王爺與千歲比例

為1/3。中堆有東港溪支流與隘寮溪流漫延、不靠海，非客家聚落

位於東港溪與隘寮溪會流處，比客家聚落更接近河川地，一般以

為王爺與千歲為靠海鄉鎮信仰特色，由中堆研究發現非客家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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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海，王爺與千歲信仰比客家聚落多（圖1）。 

其次，中堆非客家聚落的土地公多位於庄頭與庄尾，客家聚

落伯公分散東、西、南、北，尚有開基與開庄伯公，為因應水圳

或河壩設立伯公，就單一聚落來說，客家聚落伯公多於非客家聚

落土地公數量。其三，客家聚落由伯公守護，非客家聚落由五營

兵將駐守；在非客家聚落的地方公眾信仰供桌上常見五營令旗，

犒賞（軍）儀式常見於非客家聚落，而客家聚落多在秋冬完福，

舉行渡孤儀式，安撫境內亡魂，其與非客家聚落以犒軍儀式答謝

聚落兵將辛勞，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四，儀式實踐為（跨）聚落

以及福客區辨之憑藉，犒軍常見於非客庄，渡孤常見於客庄，兩

儀式及於聚落範圍；至於跨聚落範圍的祭祀活動如進香，其間過

溝子、六巷、大湖子、上（下）港尾、鳳明、六份等中堆周邊非

客家聚落，除本身地方公眾信仰外，每年萬丹萬惠宮媽祖出巡繞

境，萬惠宮媽祖卻不進西勢、頭崙等客庄；同理每到六堆運動會，

西勢忠義祠忠勇公出巡繞境，為六堆運動會熱身，六堆運動會向

由六堆客家聚落住民輪流舉辦，即便忠勇公路過中堆非客家聚

落，非客庄住民並不熱衷。故中堆非客家聚落與萬丹的福佬聚合

在萬惠宮媽祖的號召之下；而中堆客家聚落與他堆客家統合在西

勢忠義祠忠勇公的號召之下。 

（二）、前堆周邊非客家聚落 

前堆周邊非客家聚落為番子寮，番子寮地方公眾信仰為惠迪

宮，庄頭有風水佳地，旁有龍公宮守護，庄尾有義勇恩公廟（表2）。

透過惠迪宮、義勇恩公、龍公宮的經營管理以及儀式實踐，可見

番子寮不同於周邊的客家聚落德協。 

惠迪宮位於屏東縣長治鄉繁華村舊廟路1號，根據1959年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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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獻會〈寺廟調查〉所示，原廟址長治鄉繁華村117號。該廟原

位於番仔寮聚落中心，目前廟址為聚落邊緣，廟址由聚落中心移

至邊緣，原因與隘寮溪水氾濫有極大關連。主神玄天上帝（大、

二、三上帝），同祀神天上聖母、觀世音菩薩、福德正神、太歲星

君、註生娘娘、中壇元帥、關聖帝君，本宮右偏殿安置五營令旗。

每逢農曆一月九日天公生、三月三日玄天上帝聖誕、七月十五日

普渡、九月九日太子爺聖誕、十二月三日義勇恩公聖誕、十二月

十六日謝平安時，皆將五營令旗請到廟外，由玄天上帝與媽祖主

持犒賞儀式，慰勞長年駐守番仔寮境內之兵將。 

根據〈重修番仔寮惠迪宮碑記〉所示，惠迪宮 

主神玄天上帝金身為高永記祖先供奉，明季在福建省泉州府

安溪縣開光，明末清初高世祖卜居番仔寮舊庄東，將金身供

奉糖廍內。清嘉慶、道光之際建廟，時名「鳳雅庄惠迪宮」，

清咸豐、同治年間因為隘寮溪水氾濫，舊庄居民移至後壁園

現址，金身駐蹕新貸廟壇（今繁華村聯合活動中心，原古榕

樹東南）。本宮原址重修，民國乙丑（1926）歲竣成禮醮。庚

申年（1980）重建竣工。 

年度祭祀活動，除天公生、玄天上帝、媽祖、太子爺、義勇

恩公聖誕，普渡與謝平安外，還有三年一科、自農曆三月三日起，

為期三天的迎王祭典，這是屏東平原內陸地區少見的請王活動。

番子寮除惠迪宮外，還有義勇恩公廟與龍公宮，惠迪宮有管理委

員會，負責義勇恩公廟與龍公宮平日祭祀與清潔，每逢義勇恩公

祭典前後，廟方人員多在惠迪宮與義勇恩公廟兩地奔波。由每年

拜天公、普渡、謝平安構成有始有終之祭祀流程，番子寮庄民幾

乎悉數前往惠迪宮參拜，是以惠迪宮為番子寮之地方公眾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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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恩公與龍公宮之管理與祭祀，更加強化惠迪宮做為番子寮公

眾信仰龍頭之地位。 

義勇恩公廟的主神為義勇十八恩公，該廟位於番仔寮庄尾，

原址為水源路北側繁華國小大門右邊的角落。適逢日治時期都市

計畫馬路開通，加上拜亭太小，每到義勇恩公紀念日，無法容納

大量香客朝拜，於是有移建義勇恩公廟之議。根據義勇恩公廟外

〈番仔寮義勇恩公廟沿革〉碑文所示，十八義勇恩公於清道光14
年（1834）由臺南府城北門郡前來幫傭，協助番仔寮對抗德協客

家人犧牲性命，番仔寮庄民感念其德，以義勇恩公之名長年奉祀。

日治昭和4年（1929）之前有小廟，民國55年（1966）重建，民國

85年（1996）移建水源路南側，即今繁華國小斜對面。每年農曆

十二月二至五日，義勇恩公廟與周邊湧入香客、戲班、攤販以及

遊客。連續多天活動期間，番仔寮轄境內住戶自動自發準備三牲、

菜碗以及包子到此參拜，相較於鄰近客庄德協一帶，番仔寮猶如

一座不夜城。 

龍公宮位於番仔寮的庄頭，繁隆村水源路9號的右前方，此地

為隘寮溪行水處，稱為龍穴，龍公宮主神為西海龍王。繁隆村水

源路9號另有新興廟宇鎮隆宮，主神五府千歲，信徒多為外地人。

根據鎮隆宮主委指稱，龍穴原本在龍公宮的廟址，後來龍穴移到

鎮隆宮旁邊，有人曾在鎮隆宮旁看見龍在池邊戲水，是以神明指

示在此建一座水池；又言番仔寮是龍脈所在，當地曾出過多位地

方政要，比如省議員、國大代表與中央民意代表。 

番子寮東邊緊鄰番子厝與犁頭鏢（圖3），三者俱為非客家聚

落，通用福佬話，如同中堆非客家聚落，前堆非客家聚落番子寮

自有地方公眾信仰，番子寮庄頭有龍公宮看護水源，庄尾有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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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公守護庄民（圖2）。以惠迪宮為中心，透過年初拜天公、年中

普渡與年尾謝平安，以及歷次犒賞儀式，統合番子寮庄民，再經

每年農曆十二月初義勇恩公祭典，繁複動員番子寮庄民，通過儀

式實踐對比出番子寮為福佬庄，與德協為客庄的差別。 

（三）、後堆周邊非客家聚落 

後堆周邊非客家聚落有老埤、下浮圳、上（下）龍泉、龍潭、

犁頭鏢、番子厝、大新、隘寮、水門等，通用福佬話，常被稱為

福佬庄，這些村庄位於內埔鄉（西）北與東北地帶，包括老埤、

龍泉、龍潭、黎明、建興、大新、隘寮與水門村。地方公眾信仰

依序為老埤五穀宮、下浮圳（龍泉與龍潭）龍泉寺、上龍泉玄天

宮、下龍泉代天宮、犁頭鏢玄武宮、番子厝玄武宮、大新青龍宮、

隘寮順天宮、水門福德宮。主神分別為神農大帝、觀世音菩薩、

玄天上帝、五府千歲、玄天上帝、玄天上帝、神農大帝、謝府千

歲、福德正神（表3）。就主神而論，以玄天上帝出現最多三次，

其次為神農大帝出現兩次。 

後堆非客家聚落地方公眾信仰，透過主神屬性與傳說反映人

群消長與族群變遷，如老埤五穀宮與老祖廟原為平埔族信仰中

心，後來轉為福、客與平埔族共有的地方公眾信仰。戰後新興寺

廟經由神明出巡、進香活動，意圖擴大寺廟影響力，尤以老埤慈

聖宮媽祖進香活動最具有代表性，老埤媽祖廟進香牽動內埔媽祖

廟力圖振作，近年來內埔天后宮發動鄰近客庄居民投入祈安植福

禮斗法會，延聘高雄市道教法師進入客庄以福佬話誦經。隘寮溪

水氾濫，迫使人群離散，透過特定主神信仰興修公廟，如下浮圳

龍泉寺的觀世音菩薩、犁頭鏢玄武宮的玄天上帝、隘寮順天宮的

謝府元帥。儀式實踐為人群再生與聚落範圍再確認之基石。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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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聚落經由安太歲、拜天公、犒賞、普渡、謝太歲、謝平安等

儀式再生一體感，客家聚落仰仗祈福與完福、渡孤等儀式，完成

事有終始之人觀與宇宙觀。 

內陸近水地區的玄天上帝，進行三年一科的請水或請王活

動，藉以匯聚人力，如犁頭鏢玄武宮與番子厝玄武宮。犁頭鏢玄

武宮昔往鹽埔的鹽樹割香，近年與番仔厝玄武宮前往麟洛老田尾

請水。請王或請水過程展現庄民的一體感，更透過文水與武（惡）

水認知，勾勒先民與環境搏鬥之艱辛。歷史悠久的公廟為跨越聚

落範圍的地方公眾信仰，內含不同聚落的公廟，如下浮圳龍泉寺

所在舊稱下浮圳，龍泉寺祭祀範圍包括（上、下）龍泉與龍潭聚

落，上龍泉地方公眾信仰為玄天宮、下龍泉地方公眾信仰為代天

宮（圖3），現龍泉村與龍潭村民均參加龍泉寺的年度祭祀活動，

兩村具備筊選爐主與頭家之權利。每三年前往大崗山超峰寺進

香，回程觀世音菩薩出巡龍泉村與龍潭村。請水（王）、進香與出

巡提供陣頭展演空間，如犁頭鏢有大鼓陣（兩陣）、車鼓陣、駛犁

陣、宋江陣、龍陣、桃花陣、素蘭陣等10個陣頭，下浮圳有宋江

獅陣，大新有宋江陣。後堆非客家聚落以爐主與頭家為祭祀組織

核心，當地人不曾聽聞福首之職。 

（四）、先鋒堆周邊非客家聚落 

先鋒堆周邊非客家聚落多為福佬與平埔混居帶，包括萬金、

赤山、加走（佳佐）、新厝、加匏朗、新置、老藤林等，這些村庄

位於萬巒鄉東（南）邊，包括萬金、赤山、佳佐、佳和、新厝與

新置村（表4）。單憑地方公眾信仰主神、同祀神或從祀神名稱或

供奉位置，無法辨識人群流向，若體察主神來歷與年度祭祀活動

變遷，即能觀察人群互動的軌跡，如萬金三皇宮以及赤山慈濟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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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分別吸收平埔族後代為信徒，萬金三皇宮以神農大帝為

主神，該廟所在原為平埔族祭祀老祖所在，過去有農曆十月半趒

戲習俗，今農曆十月半變成三皇宮年尾祈福的日子，三皇宮由老

祖轉化為神農大帝信仰之歷程，恰似老埤五穀宮由老祖變身為神

農大帝信仰一般。近年問及兩廟年輕一輩的主事者，有關主神來

歷，大家不約而同指向神農嚐百草傳說，萬金三皇宮還在廟內設

立沿革，標示與漢人神農大帝來源相同，值得一書的是當地耆老

每在閒聊中，憶及過往老祖祭典與傳說。兩相對照隨即發現平埔

與漢人之人群互動，以及埔、漢文化變遷之軌跡。 

此外，新厝新和宮與加匏朗先帝廟（圖4），分由福佬與平埔

後代供奉形貌相似、卻有不同的「神農大帝」金身。新厝聚落五

營營頭是分隔新厝本庄與加匏朗聚落的界址，由加匏朗先帝廟每

年農曆正月十五仙姑祖的祭祀流程，可見平埔後代將仙姑祖與老

祖信仰隱身於神農大帝信仰中，新厝與加匏朗兩座神農大帝廟實

為不同人群的表徵，兩地人群各自營造異質性神農大帝信仰。最

後特別指出先鋒堆非客家聚落展現豐富、多元、異質文化交會的

神農大帝信仰；反觀，在先鋒堆客家聚落內的神農大帝信仰，以

年初祈福與年尾完福活動呈現，少見文化交融現象。是以梳理客

家與非客家聚落神農大帝信仰，足以映照人群互動與文化接觸之

實質內涵。 

（五）、左堆周邊非客家聚落 

左堆非客家聚落有新埤庄轄下的餉潭、糞箕湖（大字）；佳冬

庄轄下有大武丁、塭子、羌園、葫蘆尾（大字），沿山地帶的餉潭、

糞箕湖（大字）以「熟」為主，有部分「福」混居，沿海地帶有

大武丁、塭子、羌園、葫蘆尾以「福」為主，葫蘆尾有較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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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前述聚落均通用福佬話。 

左堆非客家聚落在沿山地帶以「熟」為主的餉潭與糞箕湖（大

字），公廟主神以玄天上帝為主；沿海以福佬為主的大武丁、塭子、

羌園、葫蘆尾（大字），公廟數量較多，主神包括天上聖母、保生

大帝、廣澤尊王，數量最多者為姓氏多元的千歲（表5、圖5）。左

堆非客家聚落符合臺灣西南沿海地區地方公眾信仰特色，卻不同

於鄰近客庄。比較特別的是塭豐村祖師祠的主神水仙祖師，來自

海難喪生的澎湖白沙人劉全干，屬於水流公信仰。依據焦大衛神、

鬼、祖先的分類，水流公由鬼魂轉變為神，可稱為「陰轉神」。 

左堆非客家聚落公廟福德正神數量少於鄰近客庄的伯公，福

德正神分布地點以路沖、路旁與墓旁為主，非客家聚落邊界常見

五營設置，客庄常見土地伯公。非客家聚落年中無作福與完福，

沿山地帶的餉潭、糞箕湖（大字）例於年尾謝平安；沿海的大武

丁、塭子、羌園、葫蘆尾（大字），盛行主神聖誕與交陪廟的作醮

與遶境。左堆客家地方公廟經常在年初公告祭祖與掃墓日期，其

周邊非客家地方公廟無此習俗。左堆客家如同他堆地方公廟均具

有整合地緣與血緣、宗教與宗族的功能。 

六、結語 

綜合六堆客家及周邊地區地方公眾信仰特色呈現大同小異的

現象，福客皆為多神信仰，信徒來自定居一地、為祭拜天地神鬼

形成祭祀組織，共推福首或爐主、頭家負責公眾祭祀，春祈秋報、

事有終始的精神相同。由這群圍繞特定神明祭祀而生者的居住所

在可見公廟的祭祀範圍。就地方公眾信仰的結構而論，客家與福

佬在人神、人與人以及人與地的關係相近；就信仰內涵而論，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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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略有差異，分述如下： 

1.主神類別與數量多寡：福客均供奉土地伯公（福德正神）、

媽祖、觀世音菩薩、玄天上帝、太子爺（中壇元帥）、神農大帝、

三山國王、王爺、千歲或元帥、義民爺或義勇恩公等。只在六堆

客家地方公廟出現者，有釋迦牟尼、三恩主、鄭成功、張公聖君、

清水祖師、三奶夫人、五龍君。只在六堆周邊非客家地方公廟出

現者，有保生大帝、廣澤尊王、水仙祖師。一般以為保生大帝、

廣澤尊王與清水祖師為泉州同安人保護神，三山國王不僅由客家

人崇拜。由六堆及周邊地區主神信仰調查發現，保生大帝與廣澤

尊王盛行於左堆周邊非客家地區，三山國王在後堆、先鋒堆及周

邊地區同為福客公廟主神，清水祖師出現在右堆的龍肚，可見六

堆及周邊地區供奉祖籍神色彩不顯著。在主神數量部分，客家地

區尤重伯公信仰，以王爺、千歲、元帥為主神的數量，非客家比

客家地區多。 

2.地方公廟曾經或先後兼具鸞堂性質：六堆客庄公廟曾經或先

後為鸞堂，以右堆居六堆之冠，如龍肚廣化堂、南隆輔天五穀宮、

新威勸聖堂、月眉樂善堂、莿子寮公明宮、內寮朝雲宮、崁頂辰

峰寺、福安宣化堂；其次在中堆有老北勢國王宮、西勢覺善堂，

前堆有開明堂鄭成功廟，後堆有上樹山宣化堂、番子埔勸化堂、

臺北庄福泉堂。六堆客家鸞堂多有分奉關係，開堂闡教、新春開

筆各堂之間多有往來，扶鸞著書互有鸞乩指導，經由各堂的鸞生

觀摩學習鸞法，從而促進客家人際往來。除外，日治時期月眉樂

善堂有北部客家鸞乩楊福來南下指導鸞務，右堆客家鸞堂由此開

端，後續傳散福安宣化堂、美濃廣善堂以及右堆其他鸞堂。日治

中後另有客家鸞乩黃宜福以新北勢新化堂為開端，後續在後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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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堆與先鋒堆等多處鸞堂教導鸞法12。整體而言，鸞堂信仰的主神

多為三（四、五）聖恩主，祭祀活動包括扶鸞宣講、著書立說、

施方濟世，祭祀組織由鸞生組成，鸞堂的祭祀活動與祭祀組織不

同於地方公眾信仰。六堆客家鸞堂先後或同時具有地方公眾信仰

特質，並未見於六堆周邊非客庄。六堆客家鸞堂勃興與北部客家

鸞乩南下指導鸞法，戰後客庄人士頻繁來往觀摩，鸞乩在村庄祈

福與完福中擔任禮生，禮生主持村庄重大儀式、備受地方敬重等

相關；六堆客家鸞堂式微與鸞乩老成、後繼乏人，鸞堂宣講、教

化與療癒功能，逐漸被現代化教育、傳播以及醫療制度取代有關。 

3.神聖空間安置：客庄以伯公為方位界址，尚有開基、開庄之

別，伯公位於水圳、山川所在，功能相當多樣化，包括防番、開

墾、農耕、聚財、保佑平安。福佬庄慣以五營為方位界址，由神

明號令兵將保佑村庄，由儀式專家定期舉行犒賞慰勞兵將。犒賞

前後有收兵與放兵，由此再現事有終始、有求有還原理，彰顯人

神與兵將的交換原理。晚近在先鋒堆與左堆部分村庄邊界，如佳

冬與打鐵設立伯公與營頭（照片7），形成村庄雙重精神防護，在

右堆與附堆有部分客庄邊界運用鐵線或竹片敕符為「符神」（照片

8）遠離病蟲害，「符神」功用無異於傳統六堆客庄伯公，在客庄

取用竹片敕符為「符神」，不禁令人聯想福佬庄以竹片敕符為五營

象徵。 

4.祭祀組織：六堆客家地方公眾信仰的祭祀組織盛行福首制，

偶見爐主與頭家名稱。往昔福首、頭家、爐主的選拔以家戶男丁

為主，或先輪值村庄（里）、再從中選出特定家戶男丁負責村廟祭

祀活動。晚近人口外流，福首推舉困難，有時必須商請熱心人士

                                                 
12 張二文，《臺灣六堆客家地區鸞堂與民間文化闡揚之研究》。（臺北：博揚，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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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在福佬地區頭家、爐主往往向住戶收丁口錢，籌辦牲禮、

演公戲，甚至舉行宴客活動，在六堆客家福首則向祭典參與者收

取登席費。此間推舉祭祀組織代表與舉行祭祀活動有助於形塑特

定聚落或跨聚落的集體意識。由是看見福首之於六堆客家社會，

以及爐主、頭家之於六堆周邊福佬社會的同異性。 

5.祭祀活動與儀式性結構：統整六堆客家地區不同聚落，圍繞

特定主神信仰的住民經由春祈秋報、請（送）伯公、進馬糧，以

及渡孤與忠勇公信仰等祭祀活動，彰顯地緣組織。類此，六堆周

邊福佬聚落依循農耕需求與季節變化，圍繞特定主神信仰，為天

地神鬼舉行年初安太歲、神明聖誕、安五營、犒軍、年中普渡與

年尾謝平安等祭祀活動，以確立村庄一體感。六堆客庄每於祈福

與完福請（送）伯公（照片9-10），不同於福佬庄的請神，客庄本

無兵將觀念，更乏犒賞儀式，晚近在前堆與後堆部分客庄盛行敬

馬糧，敬馬糧與犒賞名稱不同，但儀式性結構相近。六堆客家原

是農耕社會，配合一年四季，敬拜天地神鬼，此乃祈福與完福之

由來。祈福與完福儀式意味六堆客家「事有終始」的時間觀，反

映「有求有還」的社會交換邏輯，祈福向眾神祈求豐收、人畜平

安、家庭和諧，完福答謝眾神保佑。在六堆之內聚落可自訂祈福

與完福的時間與場合，蘊含濃厚的地域色彩。回顧六堆客家地方

公眾信仰，即便若干聚落合併舉行祈福與完福，多數地方公眾信

仰維持一年兩次祈福與完福，有的聚落高達一年三次。 

6.祭祀範圍：福客同以聚落與跨聚落公廟為主，福客均有新興

公廟，就各堆內部而論多為單庄廟，聯庄廟數量有限，跨堆域公

廟更為少見。清治時期內埔天后宮祭祀範圍曾經跨越堆域，歷經

日治與戰後內埔天后宮變成聚落型公廟；西勢忠義亭曾為六堆客

家精神象徵，平日乏人上香祭拜，本質上不同於地方公眾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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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不論客家或非客家地方公眾信仰，祭祀範圍非始終如

一，如麟洛鄭成功廟、老潭頭太子宮、長興天后宮以及下浮圳龍

泉寺，曾透過神明繞境或打醮擴大祭祀範圍。不同公廟祭祀範圍

有時並駕齊驅、大小相依，有的相互較勁，如長興天后宮媽祖曾

經出巡繞境長興附近十三個客庄。老潭頭太子宮太子爺出巡範圍

曾與長興天后宮媽祖繞境範圍相近，後來縮小為長興等七個客

庄。下浮圳龍泉寺包含上龍泉玄天宮與下龍泉代天宮的祭祀範

圍。佳佐佳和宮屬於聯庄廟，祭祀範圍廣及萬巒鄉佳和村與佳佐

村，同時包括田頭新庄新和宮、新街新興宮、三塊厝三和宮、圓

頂三朝宮，以及溪仔底三寶宮的祭祀範圍。歷史悠久的地方公廟

比新興寺廟祭祀範圍大，供奉相同主神的公廟每年在元宵巡男孫

燈活動中相互較勁，如今九塊厝三山國王廟以九如鄉九明村、九

清村、九塊村為祭祀範圍，海豐三山國王則以屏東市三山里、海

豐里、仁義里、信和里、和興里為祭祀範圍，呈現分庭抗禮之現

象。 

最後研究者針對社會變遷對於六堆客家的衝擊，以及祭祀圈

概念的適用性，提出一些淺見以為後續研究參考。 

1.社會變遷對於六堆客家的衝擊：數百年來六堆客家歷經移

墾、械鬥、定居、轉型，從與他族毗鄰而居、爭奪土地水源，捍

衛疆域、農業定居，如今鄰近都市地區提供農村青壯人口就學、

就業機會與休閒去處，提供老弱婦孺就醫需求，六堆客庄人口老

化，鄉村人口外移，祈福與完福人口流失，年輕人對傳統文化認

知產生遽變。田調所見若干客庄祈福與完福合併為一，拜天公的

全豬、全羊一併省略，如此村庄也出現在後堆與中堆，經濟能力

較差的村庄不見得都聚集於左、右兩堆。六堆客家有春祈秋報傳

統，各聚落存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特質，共通之處在於客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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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深層結構，人與超自然、神鬼之間的交換原理，有求有還、

有始有終的祭祀邏輯，差異在於客家文化的表層現象，如作福、

祈福、春福、秋福、禾福、完福等稱呼，供品數量多寡、祭祀時

空變異等，然而文化表層的變異無礙於深層文化的邏輯。 

2.祭祀圈概念的適用性：回顧前文林美容指稱之祭祀圈指標，

包括建廟出資、收丁口錢、選頭家爐主、巡境、請神、演公戲或

宴客。研究發現大體上祭祀圈概念適用於六堆客家及周邊地區，

建廟出資同樣適用於六堆客家及福佬社會。六堆客家祈福與完福

的請（送）伯公相應於福佬社會的出巡繞境。推舉福首與選頭家

爐主的文化設計雷同，福首與頭家爐主的產出以神明旨意為前

提，他們多為熱心公眾事務者，同時具有強烈的地域色彩，隨著

社會變遷被神明筊選者不見得願意為神明服務。六堆客家盛行以

福首為主的祭祀組織，他將牽動登席與登席費的來源，即便六堆

客家部分公廟也有頭家、爐主之職，六堆非客家地方公廟並無福

首之制。有關祭祀圈指標如收丁口錢，與六堆客家社會繳交登席

費之內涵不同。照理說同居一地、共同祭拜天地神鬼者，在公眾

信仰號召下有義務繳交丁口錢，然而六堆客家社會地方公眾信

仰，登席費非義務性，登席人數與祭祀經費來源主要仰仗福首的

動員能力。六堆客庄有免費招待上壽者登席之俗，一般人想要登

席必須繳交登席費，這是非客庄公廟沒有的特質。昔日不論六堆

客庄與否，祭祀組織成員如福首、頭家爐主的人脈多在特定村庄，

在歷經工業化之後，六堆客家地區年輕人多移居都市，假日才返

鄉，在老成凋零之際，客庄祈福時間不見得配合週休假日，加上

年輕人對於祈福活動可能興趣缺缺，客庄福首產出因此被迫超越

村庄界線，是以本人認為祭祀圈之於六堆客家社會具有不等程度

的開放性，六堆客家與非客家的邊界將越形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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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六堆及周邊地區地方公眾信仰之年度祭事 
表 1：中堆及周邊地區地方公眾信仰之年度祭事 

大字 行政村 聚落 廟名 創建 主神 祭事 時間(農曆) 
祈福 2 月擇日 
聖誕 3/23 
完福 10 月擇日 

上竹頭
角 慈濟宮

一百多
年前 

天上
聖母

渡孤 完福前一天 
祈福 1/15 
聖誕 3/3 
秋福 8/15 
渡孤 10 月擇日 

豐田村 

新北勢
庄尾 鎮安宮 1873 玄天

上帝

完福 10 月擇日 
春福 1/15 
聖誕 2/23 
秋福 8/15 
渡孤 10 月擇日 

振豐村 新北勢 國王宮 1850 三山
國王

完福 10 月擇日 
聖誕 2/25 
渡孤 完福前一天 四十份 國王宮

一百多
年前 

三山
國王

完福 10 月擇日 
祈福 1/15 
聖誕 3/23 
渡孤 完福前一天 

竹圍 樂善宮 1966 天上
聖母

完福 10 月擇日 
聖誕 4/26 
祈福 10 月擇日 
渡孤 10 月擇日 

新北勢 

竹圍村 

八壽埤 先農宮 1945 五穀
先帝

完福 10 月擇日 
祈福 1/15 
聖誕 2/25 
渡孤 7 月底 

老北勢 國王宮
(鸞堂) 1946 三山

國王

完福 10 月擇日 
新年福 1/15 

老北勢 富田村 

中和順
林 

五穀宮 1945 五穀
大帝 聖誕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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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孤 完福前一天 
完福 10 月擇日 
春福 1/15 
聖誕 4/28 
渡孤 7/15 
秋福 8/15 

西勢 
覺善堂
（鸞
堂） 

1933 
玉皇
大天
尊 

完福 11/12-13 
拜天公 1/9 
渡孤 7/15 
謝平安 9/9 

西勢村 

過溝子 太子宮 1930 太子
爺 

聖誕 9/9 
祈福 1/25 
聖誕 8/25 
渡孤 10/8 

福田村 楊屋角 先農宮 戰後 神農
大帝

完福 10/9 
祈福 1/15 
聖誕 9/9 
渡孤 10 月中旬 

上永豐 通明宮 1950 太子
爺 

完福 10 月中旬 
祈福 1/15 
聖誕 4/28 
渡孤 10 月中旬 

西勢 

永豐村 

下永豐 法 師公
壇 1947 張公

聖君

完福 10 月中旬 
春福 2/2 
秋福 8/2 二崙村 二崙 廣泉宮 1902 中壇

元帥
聖誕 9/9 
祈福 1 月中旬 
聖誕 9/9 
渡孤 12 月底 

二崙 

美崙村 美崙 通明宮 1921 中壇
元帥

完福 12 月底 
迎太歲 1/9 
聖誕 4/26 竹田村 竹田 神農宮 1947 神農

大帝
渡孤 7 月底 

竹田 

糶糴村 糶糴 通明宮 日治 中 壇 新年福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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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孤 7 月底 
聖誕 9/9 
秋福 9/9 
新年福 1 月底 
渡孤 7/15 
聖誕 9/9 
秋福 9/9 

崙子 通明宮 日治 中壇
元帥

完福 10 月中旬 
渡孤 7/15 
聖誕 8/15 竹南村 竹南 朱王宮 1969 朱府

千歲
完福 8/15 
拜新丁 1/12 
春福 1/13 
聖誕 4/25 

南勢村 南勢 先農宮 1912 神農
大帝

完福 10 月下旬 
春福 2/2 
聖誕 2/25 
渡孤 7/15 
秋福 8/2 

頭崙村 頭崙 國王宮 1599? 三山
國王

登位日 10/27 
祈福 2/2 
聖誕 3/3 
渡孤 10/16 

南勢 

履豐村 履豐 北極殿 1928 玄天
上帝

平安福 10/16 
元宵 1/15 

六巷村 六巷 興農宮 1932 玄天
上帝 聖誕 

1/6, 2/2, 2/19, 
3/3, 3/20, 3/23, 
7/23, 8/16, 9/9 

上港尾 伍龍宮 1982 五府
王爺

聖誕 
2/2, 4/26, 6/18, 
6/16, 7/18. 
8.15, 9/15 泗洲村 

下港尾 港興宮 1990 王爺 聖誕 2/2, 3/20,  
聖誕 2/15,  

溝子墘 

大湖村 北勢仔 建安宮 1987 開漳
聖王

犒軍 每月初二、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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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半 10/15 

大湖仔 妙靈宮 1972 觀音
佛祖

聖誕 3/20,3/23,6/18, 
9/9, 9/19 

三塊厝 
三玄殿
( 福 龍
宮) 

清中葉

玄天
上帝
中壇
元帥
吳府
千歲

聖誕 3/3, 9/9, 9/15 

雙溪口 雙福宮 1976 

池府
千歲
徐府
千歲

聖誕 2/2, 3/23, 6/18, 
8/3 

鳳明 鳳興宮 1946 玄天
上帝

聖誕 2/2, 3/3 

鳳山厝 

鳳明村 
六份 六興宮 1986 中壇

元帥
聖誕 2/2,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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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前堆及周邊地區地方公眾信仰之年度祭事 
大字 行政村 聚落 廟名 創建 主神 祭事 時間(農曆) 

作福 1/15 
德協村 

聖誕 2/25 
渡孤 7/15 

德成村 

德 協
( 竹 葉
林) 

國王宮 清治 三山
國王

完福 10/15 
作福 9/25 
聖誕 9/25 

渡孤 7/14 或 7/15、
9/25 

復興村 
份 子
( 景 興
庄) 

萬府宮 1965 萬府
千歲

完福 9/25 
作福 1/15 
渡孤 7/15 
聖誕 9/9 

崙上村 崙上 福崙宮 1945 太子
爺 

完福 9/9 
聖誕 3/3 
渡孤 7/15、10 月底 
作福 10 月底 

下 厝
(下屋) 北極殿 1967 玄 天

上帝

完福 10 月底 
聖誕 1/15 

渡孤 7/15、10 月中 
旬 

作福 10 月中旬 

德協 

德榮村 
煙墩腳
(老庄 
、金隆
恩) 

三奶宮 1961 三 奶
夫人

完福 10 月中旬 
聖誕 3/23 

渡孤 7/15、10 月第
2 個週末下午 

作福 10 月第 2 個週
末 

長興村 長興 天后宮 1915 媽祖

完福 10 月第 2 個週
末 

聖誕 9/9 
渡孤 7/15、10/23 潭頭村 
作福 10/23( 開 廟 門

紀念日) 

長 興
(火燒) 

香楊村 

老潭頭 太子宮 1919 中壇
元帥

完福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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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孤 7/15、10/15 
聖誕 9/9 
作福 10/15 前 

屏市 
瑞光里 

香楊腳 帥府宮 1949 中壇
元帥

完福 10/15 前 

普渡 7 月半 
上寮 太子宮 1989 中壇

元帥 聖誕 9/9 
聖誕 2/2 
渡孤 7 月中旬 
祈福 10 月中旬 

下寮 福德祠 1923 伯公

完福 10 月中旬 
作福 1/9 

進興村 

新潭頭 
聖誕 3/3 
渡孤 7/15 

單座屋 

玄 天上
帝廟 1959 玄天

上帝

完福 10 月中某週 
末 

聖誕 2/25 

渡孤 7/15、10 月中
某週末下午 

作福 10 月中某週 
末 

新潭村 

三座屋 三 山國
王宮 1971 三山

國王

完福 10 月中某週 
末 

繁華村 接神 1/4 

繁榮村 聖誕 

1/9, 2/2, 2/19, 
3/3, 3/20, 3/23, 
6/19, 6/24,  
7/15, 7/19,  
8/15, 9/19 

普渡 7/15 
繁隆村 

犒賞 3/3, 6/16, 7/15, 
12/3, 12/16 

繁昌村 

惠迪宮
清 嘉
慶、道
光年間

玄天
上帝

送太歲 12/24 

番仔寮
( 鳳 雅
寮) 

榮華村 

番仔寮 

基 督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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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 1/15 或 1/16 
麟頂村 

渡孤 7/15 
聖誕 8/27 

麟蹄村 

庄 頭
( 上 天
燈) 

鄭 成功
廟 ( 開
明堂) 
(鸞堂) 

1884 鄭成
功 

完福 11/13 或 11/14 
祈福 同鄭成功廟 
聖誕 3/23 
渡孤 7/15 

麟趾村 
庄 尾
( 下 天
燈) 

福聖宮 1935 天上
聖母

完福 同鄭成功廟 
祈福 1/15 

聖誕 2/19 、 6/19 、
9/19 

渡孤 7/15、10 月擇 
日 

新庄 湧源堂 1951 觀音
佛祖

完福 10 月擇日 
祈福 1/15 
聖誕 8/15 
完福 11 月擇日 

老田尾 五穀宮 1947 五穀
先帝

渡孤 11 月擇日 
作福 1/15 
聖誕 3/3 

新田村 

新圍 玄聖宮 1964 玄天
上帝

完福 10 月擇日 
作福 1/15 
聖誕 3/23 上竹架 仁聖宮 1951 天上

聖母
完福 11 月擇日 
作福 1/15 
聖誕 2/19 
完福 10 月擇日 

田中村 

下竹架 慈海宮 1965 觀音
佛祖

渡孤 10 月擇日 
祈福 1/15 
聖誕 3/23 

渡孤 7/15、10 月擇
日 

田心村 田心 朝鳳宮 1952 天上
聖母

完福 10 月擇日 
祈福 1/15 

麟洛 

田道村 徑仔 國聖宮 1946 三山
國王 聖誕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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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孤 7/15、10 月擇
日 

完福 10 月擇日 
九明村 巡男丁 1/16 
九清村 聖誕 2/25 

普渡 7/15 
九塊厝 

九塊村 
九塊厝 三 山國

王廟 
1651 
(1796) 

三山
國王

謝平安 10/15 

三山里 迓男孫
丁 1/15 

海豐里 聖誕 2/25 
仁義里 
信和里 

海豐 

和興里 

海豐 三 山國
王廟 

1774 
(1793) 

三山
國王

謝平安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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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後堆及周邊地區地方公眾信仰之年度祭事 
大字 行政村 聚落 廟名 創建 主神 祭事 時間(農曆) 

祈福 1/15 
內田村 

聖誕 3/23 
渡孤 10 月擇日 

內埔村 
內埔 天后宮 1803 天上

聖母

完福 10 月擇日 
祈福 2/2 
聖誕 3/23 
完福 10 月擇日 

義亭村 檳榔林 聖母廟 1975 天上
聖母

渡孤 10 月擇日 
春福 1/16 
聖誕 8/16 
秋福 8/16 

渡孤 7/15、10 月擇 
日 

番仔埔 

五穀宮
( 勸 化
堂) 
(鸞堂) 

1935 

五穀
先帝
三恩
主 

完福 10 月擇日 
祈福 1/15 
聖誕 2/2、8/2 
完福 10 月擇日 

內埔 

興南村 

早子角 開 基伯
公廟 1965 伯公

渡孤 完福前一日 
祈福 1/16 
聖誕 2/2 
渡孤 10 月擇日 

忠心崙 福德祠 1920 福德
正神

完福 10 月擇日 
春福 2/2 
聖誕 4/26 
伯公生 2/2、8/2 

美和村 

羅經圈 五穀宮 1951 五穀
大帝

秋福 8/2 
祈福 1 月擇日 
聖誕 2/2、8/2 
完福 10 月擇日 

忠心崙 

和興村 下樹山 廣福宮
建村以
來 

福德
正神

渡孤 完福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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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 3/23 

渡孤 7/15、完福前
一天 東片村 東片 天聖宮

建村以
來 

天上
聖母

完福 10 月擇日 
祈福 1/9 
渡孤 7/15 
聖誕 9/9 

大和庄 大 和元
帥宮 1946 中壇

元帥

完福 10/15 
祈福 1/15 
聖誕 2/2、8/2 
渡孤 完福前一天 

新東勢 西 柵福
德祠 1776 福德

正神

完福 10 月擇日 
聖誕 3/23 

新東勢 

東勢村 

北巷 慈善宮 1946 天上
聖母 渡孤 7/14 

祈福 1/15 
聖誕 2/2、8/2 
完福 10 月擇日 

東寧村 老東勢 開 基福
德祠 1885 福德

正神

渡孤 完福當天 
祈福 1/15 
渡孤 7/14 
聖誕 9/9 

老東勢 

上樹村 上樹山 

元帥廟
( 宣 化
堂) 
(鸞堂) 

清咸豐
中壇
元帥

完福 9/9 
聖誕 4/26 
普渡 7/15 

老埤村 老埤 五穀宮 清治 神農
大帝 拜天公

犒軍 10/15 

接神 1/4 
大埔 

聖誕 1/9,  
普渡 7/15 

老埤 

中林村 
坪腳 

慈鳳宮
1975 之
前 

義勇
精忠
大元
帥 謝太歲 11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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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太歲 年初 
聖誕 3/3 
普渡 7/15 

黎明村 犁頭鏢 玄武宮 日治 玄天
上帝

謝平安 10/15 

下龍泉 代天宮 1975 吳府
元帥

  
龍泉村 

上龍泉 聖誕 1/9, 3/3 
龍潭村 龍潭 

玄天宮 日治 玄天
上帝 謝平安 10/15 

上元節 1/15 

聖誕 
1/9, 2/19, 2/23, 
4/8, 6/19, 9/19, 
11/17 

普渡 7/15 

犁頭鏢 

龍泉村
龍潭村 龍泉 龍泉寺 清光緒

觀音
佛祖

謝平安 12/3 
聖誕 11/6 

隘寮村 隘寮 順天宮
1850 左
右 

謝府
元帥 三年一

科慶典
同上 

聖誕 2/2, 8/15 
隘寮 

水門村 水門 福德祠 1974 土地
公 三年一

科慶典
同上 

聖誕 2/15 
大新村 大新 青龍宮 1928 神農

大帝 三年一
科慶典

同上 

聖誕 1/9, 3/3, 3/23 
普渡 7 月份 

番子厝 

建興村 番子厝 玄武宮 1928 玄天
上帝

犒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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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先鋒堆及周邊地區地方公眾信仰之年度祭事 
大字 行政村 聚落 廟名 創建 主神 祭事 時間(農曆) 

春福 1/13 或 1/14 
萬巒村 

聖誕 2/2、8/2 
秋福 8/14 

萬全村 
渡孤 國曆 12/31 

萬巒 福德祠 1892 福德
正神

完福 國曆 12/31 
拜天公 3/2 
聖誕 3/3 

萬和村 
高崗 玄明廟 1935 玄天

上帝
太平福 3/3 
春福 2/2 
聖誕 2/25 
秋福 8/15 
渡孤 10 月中旬 

鹿寮下 國王廟
兩百多
年前 

三山
國王

太平福 10 月中旬 
祈福 1/15 
聖誕 9/9 
渡孤 10/15 

萬巒 

鹿寮村 

頭溝水 明道宮 1966 中壇
元帥

完福 10/15 
作福 1/14 
聖誕 9/9 
渡孤 11/18 

硫黃崎 元帥廟 1961 中壇
元帥

尾福 11/18 
祈福 1/15 
聖誕 9/9 
渡孤 10/20 

硫黃村 

三溝水 元帥廟 1949 中壇
元帥

完福 10/20 
祈福 1/13 
聖誕 2/2 
渡孤 8/13 

四溝水 

泗溝村 四溝水 福攸宮 1976 福德
正神

秋福 8/13 
春福 1/15 
聖誕 2/2、8/2 

五溝水 五溝村 
五溝水 福德祠 1971 福德

正神
秋福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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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 1/12 
聖誕 4/28 大林 神農宮 1937 神農

大帝
秋福 8/12 
聖誕 2/2 
祈福 10 月擇日 德勝 得勝宮 1971 福德

正神
完福 10 月擇日 
聖誕 4/26 
渡孤 7/22 
祈福 11 月擇日 

成德 成德村 成德 神農宮 1982 神農
大帝

完福 11 月擇日 
聖誕 10/15 

萬金村 萬金 三皇宮 日治 神農
大帝

三年一
科平安
繞境 

10/15 

聖誕 3/23 
赤山 

赤山村 赤山 慈濟宮
日治大
正初期

媽祖 趒戲 
( 大 拜
拜) 

10/15 

佳和村 

佳佐村 佳佐 佳和宮 1789 

李府
王爺
三山
國王

聖誕 1/15,2/25,  
9/19, 10/23 

皮子寮 佳興宮 1873 三 山
國王

 日治拆廢 

店仔頭 福德宮 1979 土 地
公 聖誕 8/3, 8/15 

聖誕 3/15, 8/15 
新街 新興宮 清治 趙 府

元帥 普渡 7/15 

佳和村 

田頭新
庄 新和宮 1873 清水

祖師
聖誕 2/24 

三塊厝 三和宮 1875 前
五穀
先帝

聖誕 10/18 

園頂 三朝宮
1880 之
後 

見月
仙組

聖誕 2/16 

溪仔底 三寶宮 日治 獵府
千歲

聖誕 12/6 

佳佐 

佳佐村 

後壁庄
仔 無  李府

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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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厝 新和宮 1943 神農
大帝

聖誕 10/12 

先帝廟 1878 神農
大帝

聖誕 2/16 新厝村 
加匏朗 

仙 姑祖
廟 不詳 仙姑

祖 趒戲 1/15 

荖藤林 三山宮 1830 三山
國王

  

新置 國王宮 1859 三山
國王

聖誕 2/2,2/25,3/23, 
4/26,6/18,9/9 

新置農
場 覺修宮 1979 池府

千歲
聖誕 6/18 前後 

新厝 

新置村 

明發 北極宮 1976 玄天
上帝

聖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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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左堆及周邊地區地方公眾信仰之年度祭事 
大字 行政村 聚落 廟名 創建 主神 祭事 時間(農曆) 

祈福 1/15 
完福 2/2 
聖誕 2/25 

新埤頭 三 山國
王廟 1867 三山

國王

渡孤 7/15 
祈福 1/14、1/15 
聖誕 1/15 
渡孤 7/15 

新埤頭 新埤村 

千三 福德宮
清治開
庄 

福德
正神

完福 10/15 
祈福 1/10 
聖誕 2/25 
渡孤 7/15 
送神 12/25 

三 山國
王廟 

清治開
庄 

三山
國王

接神 12/30 
渡孤 7 月擇日 
聖誕 4/26 
祈福 11/13 

建功 建功村 建功 

農府宮 1995 前
神農
大帝

平安福 11/13 
祈福 1/10 
聖誕 3/23 
渡孤 7/15 打鐵 天后宮

天靈寺
1822 天上

聖母
完太平
福 11/15 

打鐵 打鐵村 

打鐵寮 福德壇 1981 福德
正神

完福 除夕 

祈福 1/9 
渡孤 7/15 南岸 南豐村 南岸 三聖宮 清光緒

中壇
元帥

聖誕 9/9 
聖誕 3/3, 10/14 

餉潭 餉潭村 餉潭 北普宮 1984 

玄天
上帝
五靈
君 
普庵
祖師

三年一
科平安
繞境 

10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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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 3/3 
獅頭 坤元宮 1966 玄天

上帝 年尾戲 10/12 
聖誕 9/9 

箕湖村 
奮箕湖 太子宮 1860 中壇

元帥 遊庄 9/8 
聖誕 6/13 

寶水泉 馬正宮 1997 馬府
千歲 普渡 7/6 

萬隆 昭天宮 1976 池府
千歲

聖誕 10/15 

奮箕湖 

萬隆村 

萬安 慈善宮 1920 
觀世
音菩
薩 

聖誕 2/19 

祈福 1/12 
六根村 

聖誕 2/25 
渡孤 7/15 

茄苳腳 
佳冬村 

六根 
( 茄 苳
腳) 

千 山功
侯宮 1701 三山

國王

禾福 立秋前三天內 
拜新丁 1/16 
完福 1/15 
聖誕 4/26 

萬建村 半見 神農宮
兩百多
年前 

神農
大帝

渡孤 7/15 
拜天公 1/9 

石光村 
聖誕 2/25 
渡孤 7/15 

石光見 

玉光村 
石光見 廣惠宮 1814 三山

國王
謝年尾
神 11/15 

集福 1/13-16 
聖誕 4/26  
渡孤 7/15 

昌隆 昌隆村 昌隆 神農宮 清嘉慶
神農
大帝

完福 農曆冬至前 
拜新丁 1/15 

三間屋 龍君壇 日治 五龍
君 聖誕 6/3 

新丁福 1/15 
聖誕 2/25 
渡孤 7/15 

武丁潭 豐隆村 
武丁潭 三 山國

王廟 1932 三山
國王

太平福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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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 1/10 
聖誕 2/25 下埔頭 賴家村 下埔頭 三 山國

王廟 1996 三山
國王

渡孤 7/15 

大武丁 

新埔庄 

聖誕 

1/9,1/15,2/2, 
3/20,3/23,4/14, 
6/6, 6/18,6/19, 
6/24,7/2,8/3, 
815,8/23,9/15. 
10/2,10/12 

平安繞
境 10/12 

五塊厝 

田寮 

大武丁 大同村 

台斗店 

福隆宮 1929 溫王
爺 

三年一
科參與
東港迎
王平安
繞境 

10 月前 

羌園 聖誕 1/16, 4/26 

四塊厝 羌園 羌園村 

番子寮 

真王宮 1984 李府
千歲 三年一

科遊庄
4/26 

頂寮 聖誕 1/18 

洲仔 塭豐村 

塭仔 

德 安池
王府 1892 

池府
老 千
歲 

三年一
科遊庄

1/18 

聖誕 2/19, 3/23 

慈慧宮 1824 
觀世
音菩
薩 

三年一
科平安
大典 

2/18-19 
塭仔 

代天宮 1981 

尤府
千歲
狄府
千歲

聖誕 2/6, 9/18 

塭仔 

燄溫村 

海埔 萬壽宮 1847 保生
大帝

聖誕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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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右堆及附堆地方公眾信仰之年度祭事 
大字 行政村 聚落 廟名 創建 主神 祭事 時間(農曆) 

祈福 1/24 
美濃里 下庄 

下 庄 棚
座 
( 臨 時
祭場) 

不詳 伯公

完福 12 月底前 

祈福 1/15 
聖誕 2/2、8/2 泰安里 中庄 花 樹 下

伯公 不詳 伯公

完福 10/15 
祈福 1/15 
渡孤 7/15 
聖誕 2/2、8/2 

東門里 上庄 

庄 頭 伯
公 
( 露 天
祭壇) 

乾隆初
年 伯公

完福 10/26 
聖誕 2/2、8/2 
祈福 12/25-1/15 中圳里 埤頭下 大 埤 頭

伯公 不詳 伯公

完福 12/25 
祈福 1/15 
聖誕 3/23 

瀰濃 

福安里 牛埔 天后宮 1983 媽祖

完福 年底擇日 
祈福 1/15 
聖誕 2/25  廣德里 三 山 國

王廟 1911 三山
國王

完福 11 月擇日 
祈福 1 月擇日 
聖誕 3/23  
渡孤 7 月中旬 

興隆里 

竹頭角 

慈聖宮 1970 媽祖

完福 12 月底 

祈福 1/16 

聖誕 3/8、6/24  

竹頭角 

廣林里 九芎林 聖化宮
(鸞堂) 1964 

張公
聖君
三恩
主 完福 11 月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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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山尾 南山宮 1921 玄天 祈福 1/15 
聖誕 3/3 
完福 12 月擇日 

龍山里 
清水宮 1737 清水

祖師
聖誕 1/6 
新年福 1/15 
聖誕 4/8、6/24 
渡孤 
( 祭 義
塚) 

清明節、9/5 
龍肚里 

龍肚 
廣化堂
(鸞堂) 
龍山寺

1920 

三恩
主 
釋迦
牟尼

完福 12/1 

獅形頂 朝 天 五
穀宮 1946 神農

大帝
聖誕 4/26 

聖誕 3/23 
渡孤 7/15 獅山 天后宮

1960 左
右 媽祖

完福 12 月擇日 
祈福 1/15 
完福 10/15 

龍肚 

獅山里 

竹子門 水德宮
 
1911 

水官
大帝

聖誕 10/15 
祈福 12/25-1/15 
聖誕 2/2、8/2  
渡孤 7/15 

合和里 柚子林 中 山 堂
伯公 1924 伯公

完福 11 月擇日 
祈福 1 月擇日 
聖誕 2/23  
渡孤 7/15 

祿興里 崇雲宮 1911 
觀世
音菩
薩 

完福 11 月擇日 
完福 10/10 
渡孤 7/1、7/31 

中坛 

中壇里 

中坛 
輔 天 五
穀宮 
(鸞堂) 

1925 五穀
爺 

聖誕 9/30 
祈福 1/15 後擇日 
聖誕 9/19 
渡孤 7/15 

德興里 金瓜寮 德興宮 1971 
觀世
音菩
薩 

完福 12 月擇日 
祈福 除夕、年初一 

金瓜寮 

清水里 清水港 紫雲宮 1990 觀音
佛祖 渡孤 7/15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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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聖
誕 9/19  

完福 10/15 前後 
圓堂 12/25 
春福 2/2 
秋福 7 月底 吉洋 福德祠 戰後 伯公

冬福 10/15 
完福 10 月擇日 

吉洋里 

外六寮 南清宮 1946 朱府
千歲 聖誕 1/18 

吉東里 九穴 福德祠 戰後 庄中
伯公

祈 ( 完 )
福 10 月擇日 

吉洋 

吉和里 上九寮 福德祠 2003 庄尾
伯公

祈 ( 完 )
福 10 月擇日 

祈福 1/15 
聖誕 6/24 新威里 勸聖堂

(鸞堂) 1924 關聖
帝君

完福 10/15 
祈福 1/15 

新興里 

新威 

聖君廟
乾隆年
間 

張公
聖君 聖誕 3/8 

祈福 1/15  
伯公生 2/2 

新威 

新寮里 新寮 法師宮 1974 張公
聖君

聖誕 3/8 
祈福 1/9 
玄天上
帝聖誕

3/3 

孚佑帝
君聖誕

4/14  

文衡帝
君聖誕

6/24 

渡孤 7 月擇日 

月美里 

莿桐坑 
新開庄 
叛產厝 
新象寮 

樂善堂
(鸞堂) 1914 三恩

主 

完福 11 月擇日 
祈福 1/3 
聖誕 3/23 

莿子寮 
部分的 
合新庄 
莿桐坑 

公明宮
(鸞堂) 戰後 媽祖

完福 11/13 

祈福 1/9 

月眉 

月眉里 

月眉 
內寮 

朝雲宮
(鸞堂) 

1947 媽祖

聖誕 3/23 



70 客家研究 第十二卷 第二期 
 

渡孤 7/15 
完福 11/13 
祈福 1/9 
聖誕 2/19 
渡孤 7/15 

上平里 崁頂 辰峰寺
(鸞堂) 1740 觀世

音 
完福 11/23 
祈福 1/9 
聖誕 4/8 
渡孤 7/15 

新庄 明修堂 1915 
釋迦
牟尼
佛 

完福 12/9 
祈福 1/9 
聖誕 2/19 
渡孤 7/15 

隘丁寮 德崇寺 戰後 觀音
佛祖

完福 11 中旬 
祈福 1/9 
聖誕 2/19 
渡孤 7/14 

新庄 新庄里 

磚仔窯 新峰寺 1991 觀音
佛祖

完福 12/17 
祈福 1/9 

圓潭 中正里 福安庄 

宣化堂
(鸞堂) 
(慈聖 
宮) 

1921 三恩
主 太平福 11/12 

手巾寮 廣福里 手巾寮 廣清宮 1982 天上
聖母

聖誕 3/23 

旗尾 東平里 內窩 
義民巷 

褒 忠 義
民廟 1949 義民

爺 
中元祭
(渡孤) 7 月初 

祈福 2/2 
聖誕 2/2、2/15、2/19 
渡孤 7/15 

武洛 茄苳村 武洛 福安宮
咸豐年
間 伯公

完福 10/15 
渡孤 7/15  

高樹 高樹村 大車路 慈雲寺 1949 
觀世
音菩
薩 完福 10 月擇日 

聖誕 10/13 
長榮 長榮村 私埤 東隆宮 1996 五府

千歲 完福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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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 2/16 
東興村 東興 

伯公 不詳 
聖誕 2/2、8/2  

東振村 
東振新 

榕堂 
伯公 不詳 

伯公

完福 10 月擇日 

聖誕 2/25 
渡孤 7/27 

東振新 

大埔村 
中大埔 
龍眼腳 
大埔頭 

三山國
王廟 1854 三山

國王
完福 10/15 
聖誕 2/25 

渡孤 7/15 菜寮村 頂菜寮 
下菜寮 

三 山 國
王廟 1914 三山

國王
完福 10/15 
祈福 1/15 
聖誕 3/3 
渡孤 7/15 

菜寮 

司馬村 舊寮 北極殿 1979 玄天
上帝

完福 10/15 
聖誕 3/23 
渡孤 7/15 廣福村 舊大 

路關 順天宮
 
1971 媽祖

完福 10/15 
聖誕 2/25 
渡孤 7 月底 國王宮 1969 三山

國王
完福 10/15 

舊大路
關 

廣興村 新大 
路關 

廣興壇 1969 觀音
佛祖

聖誕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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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六堆客家地方公眾信仰照片 

 
照片 1：西勢玉清宮覺善堂 照片 2：西勢玉清宮覺善堂供奉眾伯公 

  
照片 3：西勢玉清宮覺善堂正殿前供奉

五營令旗 
照片 4：2018 年農曆元月九如三山國王

廟恭祝王爺奶奶聖誕千秋 

 
照片 5：九如三山國王廟之王爺奶奶 照片 6：2018 年農曆元月二日王爺奶奶

回娘家駐駕麟洛福聖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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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佳冬神兵亭有五營兵將守護 照片 8：旗山雞油腳界址的「符神」 

 
照片 9：美濃下庄滿年福拜天公上下桌 照片 10：美濃下庄滿年福請伯公(香爐

內紅紙竹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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