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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 

 

新埔義民爺祭典的文化內涵、演變與特色 
 

文／范明煥 

 

壹、前言 

 

一年一度的義民文化節，於每年農曆七月十八、十九、二十，一連三天舉行， 

這是桃竹客家莊一年一度的盛事。客家人的義民爺信仰，雖然尚未定於一 尊，

但若論香火之鼎盛與影響之深遠，一般談到客家義民爺信仰，大都指的是新埔枋

寮褒忠亭義民廟之義民爺。 

義民爺「忠心憤發扶社稷，義氣浩流鼎綱常」，為了保衛安身立命的鄉土社

稷，不惜微軀殉國難，為了維護春秋大義與保衛綱常的精神而激烈捨身盡孤忠，

後人因敬仰義民爺這種不畏強梁與忠肝義膽的精神，而逐漸形成十五大莊的義民

爺祭典，二百餘年來義民祭與傳承著古往今來客家的精神，歷史與生活文化的實

質內涵，也逐漸形成臺灣本土持有的義民爺信仰。 

自來義民爺信仰就為各地客家庄的墾拓業主、殷商鋪戶、地方頭人或尋常百

姓所奉祀，因此信仰總樞紐的義民廟，得以匯集多元人氣，而身兼社會救濟、造

橋鋪路、興學教育、熱心公益各種角色，而積極參與地方公共事務，也成為凝聚

社會力量的角色，不但使得義民廟成為地方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信仰的重

鎮，而且隨著義民爺信仰的傳播散佈，義民爺信仰祭祀圈的擴大，及臺灣本土意

識、客家意識的逐漸擡頭，又使得義民爺信仰超脫傳統通俗信仰的窠臼，由神靈

崇拜，昇華為全臺客家族群認同的象徵。 

義民爺信仰最重要的祭典活動，每年皆循例由輪值聯莊轟轟烈烈的舉辦；但

是，義民爺信仰這兩百餘年一路走來，雖然貴為客家的重要通俗信仰、神明崇拜

與客家族群認同象徵，不論是客家先賢或是學者專家，卻少有對其隆重盛大的祭

典形式與內容的文化意義，做過深入的研究，一般所聞所言，類多故老口耳相傳

之事，人云亦云，往往是知其然而不知所以然，日久年深，難免失其本意，甚或

有誤解產生，尤其是近年來環保意識與保育動物的呼聲日益高張，義民祭典使用

的神豬、神羊，常成為這些保育人士或宗教界的批評與攻擊藉口，以為這種奉祀

血食的祭典是血腥的、殺生的、違反保育動物與不符時代進步原則的…主張要以

素豬、素羊來取代，這些不必要的無謂爭執，幾乎每年都要上演，要解決爭議只

有在義民廟所保存的古文書及古籍中去找尋義民祭典的變遷與文化特色，才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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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誤解，也才能杜保育、宗教人士悠悠之口，這是寫作本文的原因。 

 

貳、枋寮褒忠亭義民爺祭典的形成與早期實施狀況 

 

新埔枋寮褒忠亭義民爺信仰實起源於清乾隆五十一年（1786 年，但因禍延竹

塹是陰曆十二月，陽曆實際上已進入 1787 年）爆發於中臺灣的林爽文事件；林

爽文反清而未復明，不但自稱盟主大元帥，還建元順天，其征北大元帥王作陷竹

塹城，淡水廳同知程峻、竹塹巡檢張之馨皆遇害，由於王作部眾多不逞之徒，毫

無紀律可言，所到之處，燒殺擄掠，於是閩粵各莊皆團結義民，堅壁清野，協助

官兵共同抗拒，才暫時遏阻反清勢力的攻勢擴張。 

當時竹塹城外六張犁、下員山一帶皆富庶之糧倉，亦為王軍所覬覦，客家人

為了保衛自己好不容易建立的鄉邦家園，為了維護春秋大義與倫理綱常，更為了

避免生靈塗炭，所以「林先坤與陳資雲謀，傳集粵衆，申以大義，扼險固守，誓

不附賊，十三日壬子，巡檢李生椿、知縣孫讓等率眾攻賊，坤與義民千三人，橫

衝賊陣，賊敗績，遂復塹城
1
」。 

之後，義民軍並與泉籍義軍、平埔族義軍並肩南下，轉戰大甲、鹿港、彰化

各地，與福康安會師，助其平亂。事平之後，義民塚、廟建立的緣起，可由嘉慶

七年（1802）王廷昌、黃宗旺、林先坤、吳立貴等褒忠亭首事所立《粵東義民祀

典簿》之〈仝立合議規條簿約字〉（如圖一、圖二、圖三） 

 

                                           
1 〈褒忠廟記〉，同治四年，影本由楊鏡汀校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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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圖二、圖三：〈仝立合議規條簿約字〉 

 

中找到比較合乎歷史事實的說法，其內容節錄如下： 

 

我義民募勇，幫官殺賊，志切同仇，捐軀殉難者不少，血戰疆場，屍

骸拋露各處，夜更深常聞鬼哭，各庄人民寐寤難安；蒙  制憲以粵民報效

有功，上奏京都，聖主封以褒忠弍字，時有王廷昌自備銀項，請出鄧五得

為首，各處收骸，欲設塚廟，相有地基，立買成就
2
。 

 

經由鄧五得的各處收骸，收得義民遺骸兩百餘具以牛車運回，乏地安葬，安

塚立祠土地的取得，亦即以後義民爺信仰憑依的取得，可由一份乾隆五十三年

                                           
2 《粵東義民祀典簿》，〈同立合議規條簿約字〉，嘉慶七年，莊英章院長收藏義民廟古文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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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十一月由粵東總理林先坤、姜安及首事梁元魁、賴元麟、鐘金炵、徐英

鵬、林興等所立〈仝立合議字〉找到義民塚廟地基「雄牛睏地穴」取得經過，其

內容如下 

 

仝立合議字粵東總理林先坤、姜安  首事梁元魁、賴元麟、鐘金炵、

徐英鵬、林興  茲因塹屬地方陣亡義友骨骸暴露兩載，乏地安葬，惟有戴

禮成、戴拔成、戴才成兄弟仗義為人，喜施情殷。先年憑價承買彭榮宗兄

弟枋寮庄舊社空地一所，併帶竹圍、菜園地基，直至門前車路為界…四址

分明，即日邀粵眾到蹈看，堪作安塚立祠，卜云其吉絡焉元□，其地係禮

成兄弟允愿發心，樂施公塚，任坤等擇吉安葬立祠，地基禮成兄弟承買物

業…義祠工竣，進火安香之日，眾皆樂迎戴府甫元玖公祿位陞牌登立龕

位，福享千秋…
3
 

 

可見義民塚廟地基「雄牛睏地穴」取得，是由戴禮成、拔成、才成三兄弟允

愿發心，無償慷慨樂施，唯一的條件只是褒忠亭祠廟建成進火安香之日，要為戴

家三兄弟之父元玖公在廟內立一長生祿位，福享千秋。 

地基既已無償取得，義民爺立塚建廟的起因與經過，亦可由嘉慶七年（1790）

王廷昌、黃宗旺、林先坤、吳立貴等褒忠亭首事所立《粵東義民祀典簿》之〈仝

立合議規條簿約字〉中找到答案： 

 

…遂即設席，請得義首林先坤、黃宗旺、吳立貴等，合眾商議。痛此

義民死者，淒青靈於墨夜，暴白骨於黃沙，營埋忠骸於青塚，以免陰靈怨

哭如他鄉。呈請制憲大人（總督），蒙批：准該義首王廷昌、黃宗旺、吳

立貴、林先坤協同粵庄眾殷紳等立塚建廟。戊申（乾隆五十三年）冬平基，

己酉年（乾隆五十四年）創造，至庚戌（乾隆五十五年）春，前堂廟宇未

成，有釋士王尚武，立心題銀，協力代理；至庚戌年（乾隆五十五年）冬，

廟宇完竣
4
。 

 

由上述嘉慶七年（1802）《粵東義民祀典簿》之〈同立合議規條簿約字〉可

見義民塚廟的建立，一方面是「我義民募勇，幫官殺賊，志切同仇，捐軀殉難者

不少，血戰疆場，屍骸拋露各處，夜更深常聞鬼哭，各庄人民寐寤難安」，使得

各庄人民及義首、首事等由於恐懼義民捐軀殉難者屍骸拋露各處，無人收埋，亦

                                           
3 〈仝立合議字〉，乾隆五十三年十一月，影本由楊鏡汀校長提供。 
4 《粵東義民祀典簿》，〈同立合議規條簿約字〉，嘉慶七年，莊英章院長收藏義民廟古文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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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血食祭祀，這種無人承受者極易成為孤魂野鬼而為厲民間，自然寐寤難安；另

一方面也是存著一種民胞物與與悲天憫人的精神，「痛此義民死者，淒青靈於墨

夜，暴白骨於黃沙，營埋忠骸於青塚，以免陰靈怨哭如他鄉」，所以才各處收骸，

卜葬於義民廟現址，王廷昌、黃宗旺、吳立貴、林先坤協同粵庄眾殷紳等於乾隆

五十三年（1788）十一月取得立塚建廟土地，同年平基，五十四年（1789）起創

建，至五十五年（1790）冬廟宇完竣，當時稱為褒忠義民亭，從此義民爺有了憑

依，不再是「無人承受」，後人因敬仰義民爺忠於社稷，保衛鄉土，不畏強梁的

忠肝義膽精神，加上義民爺的許多靈顯事蹟，而逐漸形成義民爺信仰。 

其後同治元年（1862 年）爆發於彰化四張犁（今台中市北屯松竹、仁美、四

民、仁和、愛諸里一帶）的戴潮春事件，義民軍二次出征，轉戰大甲、彰化，事

平之後，捐軀之百餘義民軍義歸葬附塚，並附祀義民廟中，歸納入義民爺信仰中，

同享血食與萬民祭拜的尊榮。 

乾隆五十五年冬義民塚廟既建，但尚未置有土地以為廟產，只有建廟完成後

仍長有（剩下）佛銀弍佰大元及釋士王尚武託孤四姓的佛銀四佰大元，皆交林先

坤生放利息，所以是「憑依雖有，嘗祀尚無
5
」，此廟建成十餘載，全憑各庄人等

同心協力，立有義民祭祀甚多，可見廟初建時，尚未有義民祭典的產生。直至嘉

慶六年（1801），林先坤自白番魯于改處以價銀參佰大元購置新社墘東南角水田

轉施與枋寮庄褒忠義民亭
6
，是義民廟擁有廟產之始。 

嘉慶七年（1802），因廟內崇奉聖旨及程廳主（程峻，林爽文事件遇害之淡

水廳同知）未有祭祀，褒忠義民亭王廷昌、黃宗旺、林先坤、吳立貴等四姓首事

復立酌議，四人每人津銀壹佰拾大元
7
，同年十月，依時值田價佛面銀參佰參拾

元正，向周龍章購得新社螺朥庄水田一處，付與褒忠義民亭首事永遠管業，以為

香燈祭田
8
，同時以時值屋地基價銀壹佰零伍元，向得周龍章購得新社螺朥庄田

界內有屋地一塊，付與褒忠義民亭首事任從架造，永遠管住，保此屋地
9
，這兩

筆土地可為褒忠義民亭帶來五十五石之租谷（穀），交林國寶（林先坤三男）料

理，加上前述林先坤收存生放之王尚武釋士託孤銀項貼利所得利谷三十八石、建

廟長銀弍佰大元所貼利息加壹五，合共參條，一概備出買業，作為褒忠亭嘗事，

不得濫開，寔心料理。後日承買租谷弍佰石，林先坤契券、字約以及租簿等項當

眾交出，首事四人僉舉外庄誠寔之人輪流料理。每年四姓向經理人領回租谷五十

                                           
5 〈褒忠廟記〉，同治四年，影本由楊鏡汀校長提供。 
6 〈立賣盡絕根田契〉，嘉慶陸年拾月，影本由楊鏡汀校長提供。 
7 《粵東義民祀典簿》，〈同立合議規條簿約字〉，嘉慶七年，莊英章院長收藏義民廟古文書影本。 
8 〈立杜賣盡根田契〉，嘉慶七年，影本由楊鏡汀校長提供。 
9 〈立杜賣盡根屋地契〉，嘉慶七年，影本由楊鏡汀校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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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石，作為祭聖典及程所主使用
10

。 

這是四姓首事為義民祭典所立下的長遠規劃，利用每年生放利息及租谷收入

去買入土地，待後日承買租谷達到弍百石時，每年四姓向經理人領回租谷五十五

石，作為祭聖典及程廳主使用，可見褒忠義民亭，最早制度化的祭典，除私下全

憑各庄人等同心協力，立有之義民祭祀甚多外，應是上述四姓首事所規劃之祭聖

典及程廳主，每年有固定之五十五石租谷經費可供開銷，可謂相當充裕，而且祭

典是由爐主及首事四姓輪流祭祀，還很隆重的要當具告白字通知粵庄眾紳士，前

來與祭。 

這種承買租谷達到弍佰石時的規劃在十二年後的嘉慶十九年達成，且超越達

到貳佰玖拾伍石，因為在這一年有林次聖施水租二十三石、林浩流施水租三十五

石、林仁安施水租九十二石、錢子白施水租三十五石、錢茂安、錢茂聯共施水租

二十石、錢甫崙施水租三十五石
11

，共施租谷貳佰肆拾石，原已超過弍佰石，再

加上四姓首事向周龍章購買之兩筆土地每年可收入伍拾伍石租谷，合計已達弍佰

玖拾伍石，可見其祭聖典始於嘉慶十九年（1814），只是不知每年舉辦時間與祭

典儀式內容為何，但由《粵東義民祀典簿》，〈同立合議規條簿約字〉其文後之再

批明「後日聖典開祭，文武秀士准領豬肉一斤，廩保准領豬肉壹斤半，舉人准領

弍斤…」可知已有殺豬祭拜，而且由這項祭典衍生之「若仍長有銀項，抽出伍元，

現年爐主收存，七月中元普施，爐主將銀伍元備辦棹席，敬奉四姓祖父祿位」
12

，

可見祭聖典及程所主是在七月中元普施之前，而且可見褒忠義民亭另一項每年固

定的祭典為中元普度，與現行農曆七月二十的義民祭典有別。 

當初四姓首事之設計規劃，在褒忠義民亭承買有田業達到租谷弍佰伍拾石

時，首事王廷昌、黃宗旺、吳立貴、林先坤祿位開祭，爐主、首事四姓子孫輪流

辦理，每年向經理人領回租谷伍拾石，作為至（祭）祿位應用，後日粵庄知我四

姓辛苦，協力建造塚廟成功，每年祿位開祭，具告白字通知，并立帖請褒忠亭經

理人，并七月中元爐主以及大小調緣首等，前來登席，褒忠義民亭之祭典，又增

加首事王廷昌、黃宗旺、吳立貴、林先坤祿位開祭之祭典，這個規劃也一并在嘉

慶十九年（1814）完成。 

而且眾議後日中元，外庄輪流當調，爐主向王廷昌、黃宗旺、林先坤、吳立

貴等四姓首事業內出息取貼出谷參拾石。可見嘉慶七年所決定之外庄輪流當調
13

，慶讚中元之舉，實為今日十五聯莊輪流當調七月二十日慶讚義民節之濫觴。 

                                           
10 《粵東義民祀典簿》，〈同立合議規條簿約字〉，嘉慶七年，莊英章院長收藏義民廟古文書影

本。 
11 〈褒忠廟記〉，同治四年，影本由楊鏡汀校長提供。 
12 如註 10。 
13 如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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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敘述，可見義民廟（褒忠義民亭）初建之時，由於尚無廟產，所以

是「憑依雖有，嘗祀尚無」，全由各庄人等同心協力，立有之義民祭祀甚多；最

早成為義民祭典的應該是七月的慶讚中元，還設有爐主以及大小調緣首等，後來

被改成七月二十日之義民節。隨著廟產的增加與管理的成功，嘉慶十九年（1814）

先後增加了祭聖典及程廳主、敬奉四姓祖父祿位、首事王廷昌、黃宗旺、吳立貴、

林先坤祿位開祭之祭典，這些祭典皆有殺豬祭拜且設有爐主與首事。 

 

參、枋寮褒忠亭義民爺祭典與祭典區的演變 

 

客家義民爺祭典由乾嘉期間由各庄民眾同心協力之義民祭祀，或為四姓首事

主導的中元普度，及先後增加祭聖典、敬敬奉四姓祖父祿位、奉祀王、黃、吳、

林四創建首事祿位，其祭祀範圍較小，且與義民爺信仰較無直接關係。迨道光十

一年（1831）辛卯歲科，林先坤之孫、林國寶之子林繩褒（林秋華）鄉試中式十

五名武舉人
14

，以其考前曾向褒忠義民亭祈求庇佑，所以在道光十五年（1835）

七月二十日至褒忠亭掛「武魁」匾，並酬神恩設福醮，首次以豬、羊牲醴祭拜
15

，

這種以建醮以及少牢之禮祭祀的方式，替義民爺祭典開了先例，也替義民爺祭典

定了調。 

在此之前，由地方信眾自發性的祭祀，或是由四姓首事主導的中元普渡、祭

聖典及程廳主、敬奉四姓祖父祿位、首事王廷昌、黃宗旺、吳立貴、林先坤祿位

開祭等，都是一種截然不同的方式，由私人的祭祀、敬奉首事祿位與有些官式的

祭聖典與程廳主，說起來都是屬於私人或家族式的祭祀，雖有邀請鄉紳與有功名

者參加，但畢竟仍屬六張犁庄及其鄰近地區小區域性、家族式與自發式屬私人性

質之祭典，建醮以少牢之禮祭祀之後，從此演變成公開固定祭典的方式。 

醮者祭也，《文選》〈高唐賦〉有所謂「醮諸神，禮太一」
16

，自南北朝以迄

明末，歷代朝廷多建醮儀，尤盛於元、明兩代。其目的當在祈求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為主。但亦有其他多方面之目的與動機。現代臺灣之所謂「醮」，乃指某一

地方，為還願酬神之大規模祭典…故無論任何種類醮祭，莫不以「酬答神恩」為

基本概念
17

。 

客家人一般稱建醮為打醮，至今客家鄉親仍有人稱義民祭典為中元打醮。林

                                           
14 林衡道監修，〈西河林氏六屋族譜〉，台中，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民 71.6，頁 18。 
15 莊英章，〈新竹枋寮義民廟的建立及其社會文化意義〉，收入《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

頁 229。 
16 蕭統（梁昭明太子），《增補六臣註文選》〈高唐賦〉，臺北，民 63.10，頁 346。 
17 劉枝萬，〈臺灣桃園縣龍潭鄉建醮祭典〉，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劃委員會年報，60.08，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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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華既選擇七月二十以福醮方式，少牢之禮開義民爺祭典之先河，可能就是要避

開七月十五中元普度的糾葛，也提昇了義民爺的神格，從此枋寮褒忠義民亭（俗

稱義民廟）超越同級因朱一貴事件犧牲而建立於六堆竹田的忠義亭與同為林爽文

事件犧牲而建立的苗栗市北苗義民廟，被認定是陽廟陽神，即由早期中元普度的

祭鬼，跳脫到群祀以少牢之禮祭拜的神明。 

義民爺祭典自乾隆 55 年（1790 年）廟成之後，至道光 14 年（1834 年）止，

是從六張犁「本庄」及其鄰近地區啟始，由四姓首事林先坤、王廷昌、黃宗旺、

吳立貴等家族輪流負責祭典，且輪流擔任爐主，這是第一階段之祭典區。 

道光 15 年（1835 年）由於有感於義民爺之忠肝義膽，為保鄉衛民而壯烈犧

牲的精神，義民廟的首事、施主等負責人遂於新竹、桃園地區邀約客家族群共襄

盛舉， 所以祭祀圈隨之擴大
18

，根據《義民廟祀典簿》之記載，至道光 18 年（1838

年）祭典區已出現 13 聯庄之名，分別為六張犁、下山、九芎林、枋寮、新埔、

五分埔、石岡、鹹菜甕、大茅埔、湖口、楊梅壢、溪北、溪南等十三大庄
19

，事

實上這個 13 聯庄的輪值制度也已在本年（道光 15 年）開始實施，這一年先由六

張犁開始輪起，依序為六張犁、下山、九芎林、枋寮、新埔
20

……每 13 年輪值

一次，這是義民祭典由家族或私人個別祭祀方式演變為公祭形式的聯庄祭典區發

展的開始，也是義民爺祭典發展的第二階段。 

同年（1835 年），義民廟立「敕封粵東義民祀典簿」，將廟產交值年經理管理，

並辦春秋二祭及修繕廟、墓等工作。每年之經理由廟方頒給豬肉 4 臺斤，以為酬

謝
21

。因與義民廟有地利之便之地緣關係，且當時竹塹地區除塹城外，新埔為客

庄首善之區，商業發達，市況繁榮，所以這一階段的經理人輪值（道光 18 年─

─26 年（1838 年－1846 年））皆為新埔街殷商六大業戶榮和號、雲和號、金和號、

錦和號、振利號、慶和號等輪值
22

，這些新埔業戶經理人輪值的是義民爺祭典中

的春、秋二祭部份，與聯庄輪值制並不衝突。 

道光 27 年（1847 年），林茂堂（林先坤次子慶愛長子，秀才）、劉維翰（劉

朝珍次孫，武秀才）、吳清華、曾騰（九芎林秀才）、杜崑岡、范汝舟、張雲龍……

等 17 人具帖請得新埔街、九芎林、大湖口、石岡子等四大庄士紳，創導將廟產

交由四大庄輪流管理，並負責春秋二祭，三年一輪，周而復始。經公議決定輪值

                                           
18 黃卓權，《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專輯》，北埔，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

委員會，2006.6，頁 15。 
19 羅列師，〈枋寮義民廟大隘祭典區探源〉，收入《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專輯》，頁

63。 
20 鍾仁嫻主編，《義民心鄉土情》，竹北，新竹縣文化局，民國 90 年，頁 73。 
21 鍾仁嫻主編，《義民心鄉土情》，竹北，新竹縣文化局，民國 90 年，頁 68。 
22 莊訓霸召集人，《褒忠義民廟創建 200 年紀念特刊》，新埔，新埔褒忠義民廟創建 200 年紀念

慶典籌備委員會編印，民國 78 年 8 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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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序：大湖口第一、石岡子第二、九芎林第三、新埔街第四
23

。自道光 18 年起

由新埔殷商業戶經理人輪值之義民爺祭典中的春、秋二祭，自此由四大庄輪值，

而自道光 15 年（1835 年）起輪值的 13 大庄聯庄輪值祭典至此年剛巧輪完一周，

這是義民爺祭典演變的第三階段。 

同治 4 年（1865 年），林、劉兩位施主（林先坤、劉朝珍）子孫，再度邀集

新埔街、九芎林、大湖口、石岡子等四大庄士紳商議，經理人制改為三年一任，

仍由此四大庄選出經理人，輪值經營廟產，及負責春秋二祭，期滿將廟產列冊，

並訂四月初一由林、劉兩位施主及前後任經理人共同會簿，並立簿三本，每本均

記載田契、財產、每年收支帳；一本點交林施主，一本交劉施主，一本由歷年經

理掌管並按年移交。由這個經理人產生的變革來看，對春秋二祭或 13 聯庄祭典

皆未有任何變動。 

光緒 3 年（1878 年），由金廣福墾戶墾成之北埔、峨眉、寶山大隘三鄉因辦

理慈天宮中元祭典活動而整合，在在地粵籍墾戶首姜榮華提議下，大隘地區便正

式加入義民廟祭典區，自道光 15 年啟始的 13 大庄聯庄輪值在輪完三輪（39 年）

後，從新開始後，從六家、下山到九芎林輪完，大隘地區直接「插隊」接續在九

芎林後辦理輪值祭典活動，並由姜家公號「姜義豐」擔任值年總爐主
24

。使得原

先的 13 大庄聯庄輪值祭典區擴充為 14 大庄，最晚參加的大隘聯庄反而成為輪值

第四順位，這是義民爺祭典發展的第四階段。據地方父老傳說：原先苗栗頭份聯

庄本來申請要參與聯庄祭典成為第 15 大庄，可是在頭一年大隘地區首次參加聯

庄輪值祭典時，由於姜家與祭之隘丁因與戴施主家屬相爭水燈排之先行問題時，

憤而開槍，使得廟方執事者誤認為「連大隘都這麼野蠻，動輒開槍，到頭份將更

不得了！」而婉拒頭份成為第 15 聯庄。 

民國 65 年（1976 年）2 月 27 日，義民廟召開「祭典調整研究小組會議」，

會中溪北區范姜德委員提案，略謂該祭典區太大，輪值祭典及各種業務連絡上不

方便，請劃分為新屋、觀音兩祭典區。這個建議案經同年 3 月 27 日義民廟管理

委員會及財團董事長聯席會議通過：溪北祭典區劃分為新屋、觀音兩祭典區
25

。

義民廟從此由 14 大庄祭典區改變為 15 大庄祭典區，這是義民爺祭典演變的第五

階段。 

隨著祭祀圈的擴大，由本地而十三大庄，而十四、十五聯庄，地方商號與各

聯庄仕紳的投入與熱烈參與，加上義民爺靈顯事蹟的一再廣為流傳，都使得義民

爺的地位和認同不斷的被加強，義民爺祭典發展成成桃、竹十五聯庄輪值的盛大

                                           
23 莊訓霸召集人，《褒忠義民廟創建 200 年紀念特刊》，頁 17。 
24 黃卓權，《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專輯》，頁 15。 
25 莊訓霸召集人，《褒忠義民廟創建 200 年紀念特刊》，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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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但是祭典形式也與早期有很大的不同，祭聖典及程廳主的儀式在傳統封建

皇權變成民國後已不復見，連聖旨與程峻的神位也已不見，只剩聖旨牌；中元普

度敬奉四姓祖父祿位已不再舉行；而原四姓首事王廷昌、黃宗旺、吳立貴、林先

坤祿位祭祀，亦有變化，林先坤自四姓抽出，與劉朝珍、陳資雲各立一大祿位牌，

置於左廂（如圖四），王廷昌、黃宗旺、吳立貴加上錢茂祖共一長生祿位牌，置

於右廂（如圖五）。 

輪值聯庄所有豬羊全數在義民廟前獻供與普度的情景亦已修改，現行只有前

三十名的豬與前五名的羊才有資格運至義民廟前獻供，可見古今祭典的形式以有

大不同。 

 

 

圖四：林先坤、劉朝珍、陳資雲長生祿位 圖五：王廷昌等長生祿位 

 

肆、現行枋寮褒忠亭義民爺祭典文化意含與特色 

 

義民爺信仰在歷經二百餘年的演變後，目前其祭祀可分為平日各祭典區廟宇

的挑飯奉祀、義民廟的春秋二祭與農曆七月二十的義民節慶讚中元聯庄祭典，茲

分述如下： 

 

一、挑飯： 

 

又稱奉飯或犒軍，與親人往生時，出殯之前按三餐奉祀之「扛飯」有所不同，

但其形式是以煮熟剁盤或切片之雞、鴨、鵝、豬、魚肉與其他飯菜祭拜，與扛飯

又有些類似，只是菜餚沒有挑飯的豐盛，而挑飯還要準備大批的碗筷，但其文化

內含絕對大不相同。 

挑飯奉祀之方式，實起源於當初義民軍作戰出征，並無建制之後勤系統支

援，在作家鄉保衛戰時，由鄉親或婦孺挑著煮好之飯菜充饑，補充戰力，是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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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合理之事，所以挑飯也稱犒軍。等到事件平息之後，陣亡之義民，既蒙  制憲

（總督）上奏京都，乾隆皇帝封以褒忠弍字，制憲大人又批准該義首王廷昌、黃

宗旺、吳立貴、林先坤等協同粵庄眾殷紳等為義民爺立塚建廟，一來義民爺有為

保衛鄉邦而犧牲之英烈事蹟，二來有人帝乾隆之敕封「裦忠」，總督封疆大吏又

准其立塚建廟，基本上義民爺已由死後之英靈晉升為神，此後，靈顯事蹟的一再

發生與廣為流傳、少牢之禮的祭祀、祭祀圈的一再擴大、分香廟的一再增加，更

提昇其神格。 

義民爺既已成神，戰事也早已結束，客家民間何以至今尚熱衷保留挑飯犒軍

之奉祀義民爺方式，其實在臺灣民間的通俗信仰中，不管福佬、客家，對奉祀之

神兵神將，尤其是家庭奉祀者，或是五營兵馬，每月總要舉辦犒軍，其祭拜方式，

就是以煮好之整桌菜餚奉祀，桌上還要擺大批碗筷。 

這種犒軍之奉祀方式自然也影響到義民爺信仰，所以過去家中有奉祀義民爺

香旗者，初一或十五要犒軍；而新竹縣下芎林、竹東、橫山、北埔、峨眉…諸鄉

鎮各大廟有義民爺分香奉祀者，有些雖人口外流嚴重，或因工商社會人人忙、茫、

盲，使得傳統習俗逐漸流失，但至今仍保留著挑飯犒軍之習俗，一年三百六十五

天，各地天天以鄰里為單位，各戶輪流挑飯至當地廟中奉祀義民爺，週而復始，

樂此不疲，連橫山鄉大山背這個小山村至今初一十五仍有信徒挑飯，而竹東惠昌

宮每天信眾挑飯請神，用的仍是犒軍文，可見祭祀義民爺之挑飯習俗，也就是一

種犒軍，與喪禮之扛飯（福佬習俗稱捧飯）毫無關係。 

其實犒軍這種以煮熟菜餚奉祀方式，其來有自，有其歷史文化背景，古時於

冬至祭天曰郊，夏至祭地曰社；郊天先薦血，次薦腥，次薦爓（沉肉於湯也），

次薦熟
26 

；祭社稷時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
27

，可見古時不管祭天祭地

皆有生有熟，而古代祭祀宴饗，殺牲以置於俎稱為烝，俎是祭享時用以載牲之禮

器，通常是木架加上油漆；烝者升也，節解其牲體，連肉帶骨置之於俎，謂之折

俎，折俎又稱餚烝
28

，是一種切開之肉，《春秋左傳正義》〈宣公卷 24 傳 16 年〉

餚烝：切肉為餚，升之於俎也，餚本作肴，饌也，饌酒食菜肴之謂也，《禮記註

疏》〈王制〉：「餚烝於俎，行一獻之禮」、「《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餚烝」，
29

可

見餚烝本來是以切開煮熟之肉行一獻之祭禮，後來演變成王室招待卿大夫之宴

禮，或招待親戚之酒食菜餚，所以說餚烝這種以切開煮熟之肉祭祀宴饗，可說是

今日義民爺挑飯犒軍祭祀方式的深沉歷史文化背景。 

 

                                           
26 脫脫，楊家駱主編，《新校本宋史》，臺北，鼎文，民 82，頁 2484。 
27 阮元刻本，《周禮註疏》，〈大宗伯〉，臺北，藝文，民 44，頁 274。 
28 阮元刻本，《禮記註疏》，〈王制〉，臺北，藝文，民 44，頁 263。 
29 同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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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二祭： 

 

裦忠義民廟每年要舉行春、秋二祭典，按古禮實施，周禮春祭曰祠，夏祭曰

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義民廟之春祠於每年清明節前一個禮拜舉行，秋嘗則

選在十一月初，皆由義民廟董事長主持，行三獻禮： 

在義民爺神寶座前行初獻禮：跪，進爵、進祿、進酒、叩首、再叩首、三叩

首、高陞、平身、復位；讀祝文、叩首、再叩首、三叩首、高陞、平身、復位；

行亞獻禮：跪，進爵、進祿、進酒、叩首、再叩首、三叩首、高陞、平身、復位；

主祭者行終獻禮：跪，進爵、進祿、進酒、叩首、再叩首、三叩首、高陞、平身、

復位；加冠進祿：主祭者右至上堂獻酒  滴豬、左至下堂獻酒  滴羊；主祭者復

位、獻帛、化財、焚祝文、望燎… 

 

三、慶讚中元聯庄祭典： 

 

聯庄祭典是義民爺信仰一年一度的大事，最隆重的祭典，由十五大庄輪流輪

值，祭典通常由挑飯奉祀儀式開始，值年之輪值祭典區必須於祭典前一個月到兩

個月不等由總爐主率領至義民廟，住持將義民爺令旗及香旗過爐後迎回，再恭迎

至各祭典區及普施場，由各區眾信士奉飯（挑飯），一般聯庄祭典區通常是提前

一個月，楊梅壢聯庄是提前二個月，提前奉飯（挑飯）時間之長短，端視該祭典

區輪流挑飯戶數多寡來決定，至於挑飯之由來與其文化特色，已如前述，不再贅

言，而且一般建醮，通常在兩、三個月，或百天前每逢初一、十五亦要犒軍，可

見這本就是一種既有習俗。 

每年農曆七月二十日，褒忠亭義民節慶讚中元聯庄祭典實則舉行三天，自七

月十八日下午至七月二十日晚上止，茲將三天祭典儀式內容及其文化特色分述如

下： 

 

(一)第一天：10：00－23：00 

 

上、下午：豎燈篙、彩結華壇、請師登座 

晚上：斗燈點火、大鬧皇壇、大士開光、奏表申文 

 

1. 燈篙、彩結華壇：首先在義民廟前廣場樹立三枝長約二十公尺高，尾端留有

竹葉的竹篙，中間一枝稍高，掛七星燈，左邊一枝掛招魂圈，右邊一枝則掛白幡

（地布），作為招邀孤魂野鬼（好兄弟）前來之指標，民間有「一尺燈篙三里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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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法，表示燈篙越高，所能招徠之孤魂野鬼也越多；燈篙一經豎立，直至普度完

滿期間，閒雜人等，尤其是婦女小兒、帶孝及不淨者，避免靠近，以免冲犯好兄

弟。（如圖六） 

 

 
圖六：豎立於義民廟前燈篙 

 

所謂彩結華壇就是搭建佈置祭壇道場，在義民廟正門前方廣場搭棚以便佈

置，壇中掛起三寶佛、藥師佛、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及文殊、普賢菩薩像，佈

置成一三寶殿，兩旁掛起十殿閻王圖，中擺科儀桌與供桌，兩旁是斗燈，供桌後

方設一斗燈韋馱。 

道場搭建既畢，其次是擺設廟門前設施，正門前最顯眼者為站立之大士爺像

一尊，阻擋廟門，青面獠牙，披黃金鎖子甲、生角，頭戴小觀音一尊，怒目吐火，

狀甚猙獰，俾其維持秩序與押送孤魂野鬼（如圖七）。 

 

  

圖七：大士爺 圖八：靈山山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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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廟門設山神與土地伯公一對，靈山山神居左（如圖八），福德正神（土

地伯公）居右，把守廟口（如圖九）。廟前兩側，分設三官亭、褒忠亭、沐浴亭

（如圖十）、金山、銀山、寒林所（翰林院）（如圖十一）、同歸所（如圖十二）。 

 

 

圖九：福德正神（土地伯公）   

 

 

 

 
圖十：三官亭、褒忠亭、沐浴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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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寒林所（翰林院） 圖十二：同歸所 

 

 

2. 請師登座：義民爺祭典法會之法師來自客語稱和尚壇之法師，名為和尚，實

則道士，亦可娶妻生子，每登場時穿戴如僧裝，不露其髮，故又謂之長毛僧，

所謂非僧非道者也
30

。 

這種非僧非道的法師，卻進行佛教儀式法會，所以在儀式進行前要將佛

教的先師釋迦牟尼佛的金身安座，以督導法師進行法會，並宣佈今日將要在

此地作法會，謂之請師登座
31

。 

3. 斗燈點火：由輪值祭典區總爐主、爐主點燃斗燈，照耀道場，一般建醮道場

通常於午夜子時點燈，點燈民間相信可延壽，亦可避邪祈福，從前斗燈用油

燈，現在改為蠟燭，斗燈一經點燃，儀式結束前即不能熄滅。 

4. 大鬧皇壇：斗燈一經點燃，隨即起鼓奏樂，謂之「大鬧皇壇」，用敲鑼打鼓方

式，提醒主事者及信眾儀式即將開始，亦可增加道場熱鬧氣氛。總爐主、爐

主、調主等人整肅一冠，魚貫進入會場，焚香參拜。 

5. 大士開光：即客語所謂為大士爺開光點眼，法師將蒙住大士爺像頭部之紅紙

除去，左手拿鏡子，右手執沾有雞血與硃砂之毛筆來點大士爺之眼、鼻、耳、

心、腹、背、手、足，為大士爺開光點眼，然後將鏡供奉於大士爺前香爐內，

謂之大士開光，目的賦予大士爺靈性，以安頓鬼魂，主要在管理各處招徠之

孤魂野鬼，公平分配普度祭品。 

6. 奏表申文：法師將所有輪值義民祭典之領調信眾名單，上奏眾神，並告之此

                                           
30 陳朝龍，《合校足本新竹縣采訪冊》，南投，臺灣省文獻會，民 88.11，頁 389。 
31 黃卓權，《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專輯》，北埔，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

委員會，2006.6，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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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將舉辦中元普度，此時由法師誦念阿難尊者所作之西嶽大表科儀
32

。 

 

(二)第二天：早上－21：00 

 

上午：豎幡接聖、奏請大士、寒林同歸、奏請諸佛、奉請三界、監齋灶君、

梁皇首卷、梁皇一卷、梁皇二卷、梁皇三卷、當壇小供。 

下午：梁皇四卷、梁皇五卷、燃放水燈 

晚上：大鬧道場、梁皇六卷、梁皇七卷、梁皇八卷 

 

1. 豎幡接聖：在前一天豎起之燈篙以繩子升起天旗地布，義民祭典只升地燈（七

星燈，由七個小燈組成）、地布（白幡）與招魂圈，以招引孤魂野鬼，通常醮

典還要祭旗（天旗），迎接神明，所以稱豎幡接聖，亦稱安燈篙。（如圖六） 

2. 奏請大士：將頭一天已開光點眼之大士爺奉請安位，開始執行任務。 

3. 寒林同歸：寒林所是一紙糊鬼寓，說是收容歷代名賢文武官員，其實較偏向

貧寒潦倒之文士，又因不論福、客，寒林讀音與翰林相近，故又稱翰林所或

翰林院。同歸所一座，中間隔開為男堂與女室，是本處界內男女無祀孤魂滯

魄歇腳休息之處，寒林所與同歸所於醮祭及普度前安置在壇外，安座之後，

除早晚上香祭拜外，並供奉孤飯，以招待孤魂野鬼，直至普度完成，送神之

際，一併焚燬。 

4. 奏請諸佛：因為是佛教儀式，所以奉請三千諸佛駕臨道場，共襄盛舉。 

5. 奉請三界：所謂三界指的是三官大帝，客家人稱之為三界爺，福佬人稱之為

三界公，本為中國北方之自然信仰，因道教之介入而成天官、地官、水官之

三官信仰，經唐、宋明諸代皇室之提倡，甚至傳入南詔、後金等外國，崇禎

皇帝封為三官大帝，天官賜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是一種全國性通俗信仰，

傳入臺灣後，民間信仰，更是普遍。奉請三官降臨鑑醮、賜福、赦罪、解厄。 

6. 監齋灶君：監齋在道教而言，本為道觀中之職務，與觀主一起管理觀中事務
33

。監齋亦是道教行儀時的執事名稱，同高功、都講等合稱為「三法師」，共

同主持齋醮儀禮。唐五代的《金籙大齋補職說戒儀》詳列監齋的職責有二，

一是監督科儀的進行，「總握憲章，典領科禁，糾正壇職，振肅朝綱」；二是

糾正行儀人的錯誤。 

                                           
32 黃卓權，《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專輯》，北埔，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

委員會，2006.6，頁 89。 
33 唐玄宗撰，李林甫註，《唐六典》三十卷：每觀設觀主一人,上 座一人,監齋一人,管理觀中事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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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此指的是佛教的監齋，即監護僧眾齋食之神祇。在我國稱為監齋菩

薩，此菩薩青面朱髮。據《禪林象器箋》〈靈像門〉載，清代僧寺稱監齋使者

為監齋菩薩。依《剪燈餘話》、《聽經猿記》等書所說，有袁秀才者，喜戲舞

跳樑作小兒態，有時舒兩足坐於龕中，以靛塗面，令廚人向其致敬道：「此洪

山大聖監齋也。」此後寺廚即供奉之。 

灶君亦稱灶王爺，也是監督廚房，考察人間善惡者，故奉請此二神衹降

臨道場，上疏及祈求平安。 

7. 梁皇首卷、梁皇一卷、梁皇二卷、梁皇三卷：法師開始誦梁皇寶懺首卷、二

卷、三卷，以超度孤魂野鬼（好兄弟），往生極樂。 

梁皇寶懺的由來是因梁武帝之妻郗氏娘娘，秪因心不信佛，嫉妬六宮，

不敬三寶，不修片善，祗說此間，便是天堂，倚福受福，不信因果，不懼罪

業報應，廣造無邊惡業，所以被值日功曹，具錄文簿，奏上天界，牒下冥司

依罪判斷，打失人身，作一蟒蛇之報。郗氏娘娘不堪其苦，託夢向梁武帝求

救，武帝請教於誌公禪師（寶誌禪師），禪師告訴武帝，若要超度郗氏，須武

帝發心，合宮齋戒，大辦齋供，延請五百高僧，啟建道場，稱揚佛法，並親

自禮拜，檢尋藏典，禮懺誦經，求哀懺悔，畢竟出離苦海，超生天界。 

武帝見說心生歡喜，即發誠心合宮齋戒，依師之言，命請五百聖僧，修

建道場，投佛懺悔，並請誌公禪師搜尋佛經，摘錄佛的名號，並且依佛經來

撰寫懺悔文，總共寫成十卷，號曰梁皇寶懺。僧眾登壇禮佛誦經，行道繞旋，

果然郗氏受恩薦拔，即脫蟒蛇之體，獲得天人之身，影現雲端，禮謝而去，

良因已竟，因果昭然。 

梁皇寶懺為佛教中懺悔滅罪之懺王，亦是經懺中生亡兩利之寶典。如懺

文所載：「以此消災，災消吉至，因茲滅罪，罪滅福生，真救病之良藥，破暗

之明燈，恩沾九有，德被四方。」，故義民祭典啟建「梁皇寶懺法會」，以此

功德，迴向孤魂野鬼脫苦入樂，往生極樂世界，眾善信徒增福增慧、平安吉

祥。 

8. 當壇小供：上午 11：00 起獻小供（午供），為神進午餐，以表誠心。 

9. 梁皇四卷、梁皇五卷：續誦梁皇寶懺四卷、五卷，迴向孤魂野鬼後，每誦完

一卷即送寒林同歸所前焚化，以證明完成誦經。 

10. 燃放水燈：下午 15：00 燃放水燈，從前較晚舉行，今則提前。放水燈最主要

在招引水中孤魂餓鬼上岸來接受款待，放水燈時由廟前出發，至放水燈處，

先在岸上供桌上準備三牲、飯菜、水果、糖果等祭品，由僧道唸招魂偈，召

請水中孤魂共享普施，並誦經以助水中亡靈脫苦入樂，然後點燃水燈之蠟燭

後放流河中，順鳳山溪而下，越遠越好。（如圖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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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鬧道場：07：00 吃完晚飯，繼續晚上誦經及上演野臺戲之前，先起鼓作樂，

熱鬧開場，謂之大鬧道場。 

12. 梁皇六卷、梁皇七卷、梁皇八卷：法師繼續誦梁皇寶懺六卷、七卷、八卷，

迴向孤魂野鬼後，每誦完一卷即送寒林同歸所前焚化。 

 

（三）第三天： 

 

早上：發豬獻刃、神豬神羊上架、早朝謁聖、梁皇九卷、金山勝會、梁皇十

卷、出榜張掛、義民節祭典大會、天廚正供、拜答天恩、供養六神。 

下午：奉謝三界、大士出位。 

晚上：巡酒孤筵、賑恤孤魂、奉送眾神、圓滿道場。 

 

1. 發豬獻刃、神豬神羊上架：二十日子時（前一日 23：00－1：00）起，通常是

前一日 24：00 起開始解禁殺戒，有養神豬神羊者開始擺香案以齋果及飯團祭

天公，將要殺豬用之豬刀刀柄亦用紅布綁紮，連刀一起置托盤中祭拜，拜完

以飯團給神豬吃，要下刀前，連刀帶盤再拜一次，並念往生咒，也有用簡單

祝詞的如「作豬作羊無了時，大了畀人犀刂，變神變佛畀人拜」，從此以至天

明，各家紛紛宰殺神豬、神羊，是為發豬獻刃。（如圖十三） 

 

圖十三：發豬獻刃 圖十四：豚解。把牲體括淨，豚解之後

赘去其 肉 

 

神豬、神羊宰殺之後，按古禮本要留毛血於盆，以便行瘞毛血之禮，此

禮今已不存，將牲體剖開，去其腸胃內臟，《儀禮》所謂「豚解無腸胃」
34

，

豚解者，古代祭祀分解全牲為前後四足、一脊、二脅七部份（其實僅剖開而

已），謂之豚解。把牲體括淨，豚解之後去其赘肉（如圖十四）， 把牲體撐

                                           
34 阮元刻本，《儀禮註疏》，〈既夕禮〉卷 39，臺北，藝文，民 44，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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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置豬羊架上，謂之磔（如圖十五），磔者本義為裂其支體而殺之，或張其

尸也，後用於祭祀時，磔謂披磔牲體象風之散物
35

，牲體披撐在豬羊架上較

通風，在農曆七月大熱天較不易腐敗，故謂之磔。 

 

 

圖十五：把牲體撐開放置豬羊架上，

謂之磔 

圖十六：第一名全烝神豬 

 

這種用整條豬羊（全牲）祭祀者，亦謂之全烝，《國語》〈周語〉：「禘郊

之事則有全烝」
36

，註「全其牲體而升也…」，所謂烝是升牲體於俎，而俎是

祭享時用以載牲體之器，今謂之豬羊架，所以將整條豬羊升於豬羊架上謂之

全烝。（如圖十六） 

2. 早朝謁聖：早上拜謁神明，奉請用餐。 

3. 梁皇九卷、金山勝會、梁皇十卷：法師繼續誦梁皇寶懺九卷、十卷，迴向孤

魂野鬼後，每誦完一卷即送寒林同歸所前焚化，同時為孤魂野鬼準備的金山

銀山提供草蓆兩件、鞋兩雙、水桶兩個、碗四十八個、筷四十八雙、杯四十

八個…使其有享用不盡的財寶。 

4. 出榜張掛：將領調者（調主）名單公布於廟牆上，謂之出榜。 

5. 義民節祭典大會（天廚正供）：09：00－15：00：外臺戲上演伴（八）仙，神

豬 30 等、神羊 5 等以內進場獻供（如圖十七），也是祭典的重頭戲，這種以

豬羊獻供方式，古禮謂之少牢，《禮記》〈王制〉：「天子社稷皆大（音太）牢，

諸侯社稷皆少牢」
37

，《大戴禮》〈曾子天圓〉：「大夫之祭牲，羊曰少牢」，孔

廣森補註「少牢舉羊以賅豬」，賅者豐富、完備也。《葛瑪蘭廳志》〈祀典〉：

牛一、羊一、豕一為太牢，羊一、豕一為太牢
38

…牢乃豢室，即養牛養馬圈

也，牛大故大之，羊小故曰少牢。可見義民爺祭典是隆重又有憑有據的依古

                                           
35 阮元刻本，《爾雅註疏》，〈釋天第八〉卷 6，臺北，藝文，民 44，頁 100。 
36 《國語》，〈周語中〉，臺北，藝文，民 47，頁 62。 
37 阮元刻本，《禮記註疏》，〈王制〉，臺北，藝文，民 44，頁 245。 
38 陳淑均，《葛瑪蘭廳志》〈祀典〉，臺北，宗青，民 84，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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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而行。獻供之時，由總爐主讀祭文並行三獻禮（如圖十八）。 

 

 

圖十七：神豬 30 等、神羊 5等以內

進場獻供 

圖十八：總爐主讀祭文並行三獻禮 

 

6. 拜答天恩：拜天公，上疏颂神，賽還良願，叩答恩光，祈求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 

7. 供養六神：酬謝眾神也 

8. 奉謝三界：辭謝天地水三界眾神。 

9. 大士出位：將大士爺自廟門口移駕至廟前榕樹下，繼而舉行普度儀式，迨普

度完畢，再行火化，這就是要大士爺出來普度場管理秩序。 

10. 巡酒孤筵：僧道巡視普度場看普度情形（眾鬼分食情形）。 

11. 賑恤孤魂：普度時分灑孤食謂之放燄口，法師誦燄口經以拯救餓鬼道。 

12. 奉送眾神：將所有紙糊物件，提出廟外焚化，象徵送神。 

13. 圓滿道場：普度結束，火化大士爺、同歸所、寒林所，下三寶殿及燈篙，功

德圓滿的送神謝壇，完成祭典
39

。信眾將普度之神豬之頭切下，將神豬分解

帶回，象徵不再是祭品，可避免好兄弟跟回家，回家之後將神豬打豬肉料分

送親友，是為分福，象徵將輪值祭典所獲福報與親友共享，是一件很有人情

味之事。 

 

                                           
39 黃卓權，《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專輯》，北埔，2005 褒忠亭義民節大隘聯庄祭典

委員會，2006.6，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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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枋寮褒忠亭義民廟起源於乾隆五十一年（1786）十一月爆發的林爽文事件，

事平之後，一來我義民募勇，幫官殺賊，志切同仇，捐軀殉難者不少，血戰疆場，

屍骸拋露各處，黑夜更深常聞鬼哭，各庄人民寐寤難安，使得各庄人民及義首、

首事等由於恐懼義民捐軀殉難者屍骸拋露各處，無人收埋，亦無血食祭祀，這種

無人承受者，極易成為孤魂野鬼而為厲民間，自然寐寤難安；另一方面也是存著

一種民胞物與與悲天憫人的精神，「痛此義民死者，淒青靈於墨夜，暴白骨於黃

沙，營埋忠骸於青塚，以免陰靈怨哭如他鄉」，所以當初民眾一種是基於懼怕的

心理，另一種則是悲憫的心理，促成立塚建廟，所以才各處收骸，卜葬於義民廟

現址，乾隆五十五年（1790）冬廟宇完竣，當時稱為褒忠義民亭，從此義民爺有

了憑依，不再是「無人承受」，後人因敬仰義民爺忠於社稷，保衛鄉土，不畏強

梁的忠肝義膽精神，加上義民爺的許多靈顯事蹟，而逐漸形成義民爺信仰。 

義民爺信仰建廟初期由於尚未置有土地以為廟產，憑依雖有，嘗祀尚無，僅

由四姓首事及地方民眾自發性的祭祀，還是屬於一種私人性質之廟宇，當時最重

要的祭祀是中元祭典，各庄人等同心協力，立有之義民祭祀甚多，後來隨著義民

廟財產的逐漸增加，在嘉慶十九年（1814）後先後增加了祭聖典及程所主、敬奉

四姓祖父祿位、首事王廷昌、黃宗旺、吳立貴、林先坤祿位開祭之祭典，這些祭

典皆有殺豬祭拜且設有爐主與首事，但與義民爺信仰本身較無直接關係。 

真正使義民廟由家族私廟變成大地區公廟，也提昇義民爺神格，使成為陽神

者，應是道光十五年（1835）七月二十日林秋華在中舉返鄉祭祖回臺後，至褒忠

亭掛「武魁」匾，並酬神恩設福醮，首次以豬、羊牲醴祭拜
40

，這種以建醮以及

少牢之禮祭祀的方式，替義民爺祭典開了先例，也替義民爺祭典定了調。 

義民爺信仰在歷經二百餘年的演變後，目前其祭祀可分為平日各祭典區廟宇

的挑飯奉祀、義民廟的春秋二祭與農曆七月二十的義民節慶讚中元聯庄祭典。挑

飯祭祀是當年義民軍後勤補給的一種遺風，也是臺灣民俗犒軍的一種方式，更是

源自於古代的餚烝之祭。 

至於最隆重的聯庄祭典中，被某些人詬病最多的以殺大豬祭拜，其以豬羊祭

拜是源於古代的少牢之禮，禮不可失；且其祭典文化內涵，一是皆有古禮依據，

像是殺豬前的祭天、發豬獻刃、處理牲體的磔與全烝方式，皆有其憑據，二是祭

典內容最重要的是以誦梁皇寶懺為主，梁皇寶懺為佛教中懺悔滅罪之懺王，亦是

經懺中生亡兩利之寶典，故義民祭典啟建「梁皇寶懺法會」，以此功德，迴向孤

                                           
40 莊英章，〈新竹枋寮義民廟的建立及其社會文化意義〉，收入《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

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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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野鬼脫苦入樂，往生極樂世界，眾善信徒增福增慧、平安吉祥，加上普度實施

的放燄口與法師誦燄口經以拯救餓鬼道，對社會、對國家真是功德無量，更是一

種極為健康的公益活動，也希望有更多人投入，只有深入而正確的義民爺信仰研

究，才能還我義民信仰的本來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