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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 

代天宣化:臺南王爺信仰與儀式 
洪瑩發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一、 臺灣王爺信仰的概論 

二、 臺南重要王爺神明類型與廟宇 

（一） 五府王爺  

（二） 三府王爺  

（三） 單姓王爺 

（四） 十二瘟王  

（五） 歷史人物王爺  

（六） 特殊王爺 

三、 迎送代天巡狩儀式概論 

（一） 不要叫我王船祭:在地知識與在地語言 

（二） 代天巡狩的儀式與意涵  

（三） 王醮科儀 

（四） 祀王之禮：王府行儀 

（五） 王船的建造儀式 

（六） 受送王船的影響的儀式 

四、 臺南代天巡狩儀式的分布與特色 

（一） 臺南地區王爺的儀式 

      南鯤鯓五王出巡/麻豆香/以王船與隨祀神明相關儀式 

（二） 府城地區 

（三） 安平地區 

（四） 曾文溪流域(原環台江內海區域) 

（五） 北門地區 

（六） 新營、柳營、鹽水(原環倒風內海區域) 

（七） 東門城外與南關線 

（八） 二層行溪流域北岸 

（九） 二層行溪流域南岸 

五、 信仰與儀式的背後 

六、 如何觀察一場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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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與補充 

 

一、 誰是王爺?王爺是誰? 

 

  王爺是誰？誰是王爺？因為王爺信仰在台灣民間信仰中難解的習題，也說明

王爺神的多元性。 

 

(一)、相關研究的王爺分類 

 

研究者王爺分類一覽表 

提出者 分類 資料來源 

劉枝萬 
瘟神附會古人、古人、功列有功、枉死作

祟者、附會轉訛 

臺灣民間信仰論集
1
 

黃文博 鄭氏說、家神、英靈、戲神、瘟神 台灣民間信仰與儀式
2 

林美容 
瘟神說、厲鬼說、功烈英靈說、鄭國姓說、

演變說、角頭說、莊頭說、區域說 

高雄縣王爺廟分析：兼

論王爺信仰的姓氏說
3
 

林富士 
自然神靈、歷史名人、功烈神明、厲鬼瘟、

神道教瘟神 

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

台灣的厲鬼信仰
4
 

陳宏田 

瘟王爺、五府王爺、諸府王爺、聖王王爺、

王爺帝號、帝級王爺、尊稱王爺、待昇王

爺、自然神王爺 

台南地區王爺信仰研

究－兼論城鄉差異
5
 

三尾裕子 

三十六或三百六十進士、由祖先轉化而

來、歷史上的功德者、無祀的靈魂、少數

民族的符號 

台 灣 王 爺 信 仰 的 發

展：台灣與大陸歷史實

況的比較
6
 

資料來源：引自各作者註釋資料，筆者整理成表。  

 

                                           
1 劉枝萬，《臺灣民間信仰論集》，聯經出版社，頁 227。 
2 黃文博，《台灣民間信仰與儀式》，常民文化出版，1997。 
3 林美容，〈高雄縣王爺廟分析：兼論王爺信仰的姓氏說〉，《民族學研究所集刊》88：107~131，

1999。 
4 林富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台灣的厲鬼信仰》，板橋：台北縣立文化中心，頁 142-143。 
5 林宏田，〈台南地區王爺信仰研究－兼論城鄉差異〉，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6 三尾裕子，〈台灣王爺信仰的發展：台灣與大陸歷史實況的比較〉，刊於《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

經驗研究篇》，頁 31-68，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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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相與變相：王爺的「專稱」與「泛稱」 

 

  「大仙王爺公，小仙王爺仔」，這句臺灣重要的民間俗語，道出台灣民間信

仰將各種男性神明幾乎都以王爺稱之，讓王爺的神譜異常的複雜。實際上王爺神

明系統的構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包含在中國沿海原本與產生的變異，以

及來台灣後，產生更大的變化，從「本相」走向「變相」7的過程。本相是指王

爺原本來自於瘟神的說法，從清代方志上認為王爺有幾種說法，包含不知來歷、

「天行使者」與瘟神、代天巡狩之神、進士等幾種說法8，都與行瘟與解瘟的傳

說有關。變相則是王爺漸漸吸納各種「烈士」進入成為王爺神系的一部分，因為

瘟神傳說來源，包含為民犧牲與枉死的形象，眾多歷史上為民犧牲者，也被當做

為王爺祀奉，這也是多數民眾認為王爺形象，也是這類以瘟神、功烈或是歷史人

物為主的王爺神明的「專稱」。 

 

二、台灣的王爺信仰 

 

 

台灣王爺神明分類示意圖 

 

                                           
7 本相與變相觀念的提出參考自李豐楙老師文章，參見李豐楙，〈本相與變相：王母信仰的形象

與教義〉，王母信仰文化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 花蓮勝安宮管理委員會、東華大學民間文學研

究所、中華民俗藝術基金會，2009。 
8 參見第二章對於王爺信仰清代歷史考察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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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各年寺廟調查寺廟總數與王爺廟數量與百分比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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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的王爺信仰 

 

（一） 五府王爺  
1.  李、池、吳、朱、范五府千 2. 臺南市其它組合的五府千歲  

 
（二） 三府王爺  

1.  大人廟三老爺 2. 劉、黃、李三尊王  

 
（三） 單姓王爺 

1.  池府千歲 2. 檺林邢府千歲 

 
（四） 十二瘟王與代天巡狩  

1. 臺江內海的迎十二瘟王 2. 臺南地區的十二瘟王廟 3. 遊王公 

 
（五） 歷史人物型的王爺  

1. 精忠報國岳王爺 2. 鄭氏系統王爺 3. 謝府千歲  

 
（六） 特殊王爺  

1.  伽藍尊王 2. 臺南在地成神的王爺  3. 自然崇拜的王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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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迎送代天巡狩儀式概論 

 

(一)、「王船信仰」與「迎請代天巡狩」名稱與觀念上的討論 

 

臺灣對於迎請代天巡狩的儀式，多數都理解於「王船祭」上，聚焦於王船，

因為有一完整象徵物，尤其在燒王船時，吸引大量拍照與看熱鬧的民眾，也常誤

以為這是活動的全部。殊不知「燒王船」（送王），只為迎送代天巡狩繁複過程的

一部分，況且迎送請代天巡狩，不一定是「有形」的船。甚至將其認為是「王船

信仰
9
」，誤以為是在拜王船而已。筆者認為「王船信仰」，精確來說應該是「王

船習俗」，王船習俗是指廟內「永祀王船」的習俗，以及衍生的相關儀式與習俗，

其祭祀重點是在漁船與船上的神靈（頭目公、總趕公、水手爺等）。但是絕對無

法用「王船信仰」來窄化整體的迎請代天巡狩的儀式。 

迎請代天巡狩的儀式包含從迎請、祭祀、遶境到送王等數個儀式構成，有些

區域還包含醮典科儀、王府行儀等複雜的祭典。臺灣各區域都擁有各自傳統與儀

式傳承，這在下文會有一簡單的介紹。是故王船為迎請代天巡狩信仰或習俗重要

的一環，卻不是全部，更不宜用王船信仰來窄化迎王儀式，而東港民眾更是反對

用這種做法，堅持採地方的「迎王平安祭典」
10
，可以表達出地方迎王的思考與

傳統。但是仍然有不少人，採用「王船祭（季）
11
」一詞作為地方迎王祭典的代

稱，放棄社區原有的用語。這一詞彙的產生，因為民國 70 年代在臺灣各地舉辦

地方文化季，而採用王船季一詞，讓後續臺灣社會與媒體，以及文化單位的繼續

採用，影響一般民眾對迎王的認知，反而忘卻本體儀式的真義：「迎請代天巡狩」， 

尤其是小型的迎王祭典，為爭取注意與支持，爭相採用「王船祭（季）」，反而失

去地方原本祭典名稱上的意義與特色。 

採用以王船為核心的名詞，受限於當時對於儀式核心的研究與記錄，隨著臺灣

前輩學者與後續研究者的努力下，相關的資料與資訊已漸趨完整，也應該對於整體

的儀式有更宏觀的思考與看法，不宜再採用王船信仰一詞，來作為臺灣迎請代天巡

狩儀式的代表
12
，以免讓複合

13
臺灣多元文化的代巡信仰，一直被簡化為王船。 

                                           
9 參見眾多研究論文、書籍、報導皆將此做為王船信仰。 
10 2009 年東港迎王時在網路上即有相關的辯論，當時在東港田野調查時，民眾語文史工作者都

強調使用『迎王』名稱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以維護地方傳統與文化內涵。 
11 兩個字皆有不同的人採用，「祭」有祭典之意，「季」有文化季活動之意。 
12 當然這個討論必須納入其他區域的討論，包含從日本、到中國、東南亞區域的相關儀式傳統，

但限於篇幅，在進行相關討論。 
13 複合相關概念，請參見李豐楙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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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迎王儀式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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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南迎送代天巡狩儀式 

 

寺廟名稱 儀式名稱 
舉辦時間 

週期/日期（迎/送） 
儀式內容 

臺南北門三寮灣東隆宮 王船祭 三年一次(子卯午酉
14
)  進香、醮典、送王

臺南北門永隆宮 接遊巡王 每年/六月十三 接駕/祭拜 

臺南北門溪底寮東興宮 請遊巡王 三年一次(子卯午酉) 祭拜 

臺南市四聯境金安宮  十二年一次 為溫府千歲所設 

臺南市府城三老爺宮 王醮 十二年一次(子)  

臺南市府城和勝堂 王醮 十二年一次(辰)  

臺南市府城善德堂 王醮 十二年一次(亥)  

臺南市南區喜樹萬皇宮 王醮 十二年一次(龍)  

臺南市南區灣裡同安宮  王醮 十二年一次
15
(龍)  

臺南市南區灣裡萬年殿 王醮 十二年一次
16
  

臺南市將軍青鯤鯓朝天

宮 
 十二年一次  

臺南市關廟山西宮 王醮 約十二年舉辦一次  

臺南安定蘇厝長興宮 瘟王醮 三年一次(丑辰未戌)  

臺南安定蘇厝真護宮 王船祭 三年一次(丑辰未戌)  

臺南安南土城聖母廟 香科 三年一次(丑辰未戌)  

臺南西港西港慶安宮 請王 每年農曆四月  

臺南西港慶安宮 香科 三年一次(丑辰未戌)  

臺南佳里金唐殿 香科 三年一次(子卯午酉)  

臺南柳營代天院 請遊王公 三年一次17(子卯午酉) 十月十七日送王 

臺南歸仁仁壽宮 王醮 不定期  

臺南歸仁保西代天府 王醮 不定期  

臺南鹽水坔頭港俊天宮 請遊王公 三年一次18(子卯午酉) 十月十七日請王 

臺南鹽水下林保生宮 請遊王公 三年一次19(子卯午酉) 十月十八日祭典 

臺南鹽水新結庄 請遊王公 三年一次20(子卯午酉) 十月十八日祭典 

臺南鹽水秀才 請遊王公 三年一次21(子卯午酉) 十月十九日祭典 

                                           
14 2017 年因為寺廟修築，所以暫時停止建醮。 
15 2012 年神明指示進香，未辦理王醮。 
16 原本為三年一科，後改為六年一科，再至十二年一科。 
17雖固定三年一次，但是依該年農曆七月神明指示辦理，所以還是有未辦理之年度。 
18隨柳營代天府辦理。 
19隨柳營代天府辦理。 
20隨柳營代天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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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南代天巡狩儀式的分布與特色 

 

（一） 刈香與王醮是什麼? 

 

 什麼是刈香? 

 狹義.廣義.地方的認知與再詮釋 

 台南的「刈香」 

 

（二） 儀式的主要構成 

 

 籌備過程:王船製作、會議、陣頭組織練習與探館 

 遶境巡狩 

 王府行儀 

 王醮科儀 

 

（三） 千歲寶艦：王船製作 

 

    王船做為代天巡狩(千歲爺)的交通工具，其製作過程，並非是將其修建完畢

即可，而是將其視為聖物，除是繁複的工藝技術外，更有重要的民俗儀式。西港

王船建造有幾個重要的儀式。 

 決定舟参 

 取舟参與開斧 

 請舟参與安舟参 

 安龍目、安樑頭、安崁巾 

 王船豎桅、蓋帆 

 王船進水出澳 

 

（四） 王之所居：王府空間與人員 

 

 王府空間 

王府是做為千歲爺蒞臨地方時暫時居住的行館，因為是臨時的居所，所以又

被稱為「行臺」。從請王之後一直到達送王之前，都做為當科所恭請來的千歲爺

                                                                                                                         
21隨柳營代天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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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與休息的地方。王府主要的空間要由衙門（大門）、儀門、代天府三個部分

所構成，是祭典期間 神聖、神秘的場域，其空間安排、儀禮排場，不只展現出

對神祇的禮數，更保留了傳統巡守禮制，反映儒家以禮制規範結合民間風俗教化

百姓的歷程。 

 

 王府人員 

   王府行儀一切遵照古制運作，模擬古代帝王儀式舉行，其人員分內班、外班，

各司其職，靈魂人物是正案（俗稱案公），為瘟王千歲爺在醮典期間王府的文案，

與旗牌官分屬一文一武的神職代表人。祭典期間王府重地戒備森嚴，除了負責王

府日常行禮儀式的內班、維持秩序的外班，嚴禁一般民眾隨意進入。 

 

（五） 王府行儀：王府的儀式 

 

 恭請王駕、代巡聖臨 

    刈香儀式的正式展開，為第一天晚上請王開始，傍晚參與請王陣頭與信眾在

請王場地集合，恭請千歲爺與相關神明降臨。請王儀式先由道長舉辦開光請神科

儀，恭請聖真降臨，先將千歲爺神像開光，同時也依序開光醮騎(元帥)、王爺各

部兵將等神尊。開光完畢後，由王府正案帶領全體會首信眾，呈上「稟文」，恭

請代天巡狩蒞臨，再由香科會會長「卜杯」請示，獲三聖杯，表千歲爺已降臨，

眾人歡呼，恭迎千歲起駕回王府安座。 

 

 貼榜告示 

   告示為千歲爺公告或指示各項事情的文書，由總書辦進行書寫，並由案公代

千歲爺圈點及用印，在王府周圍貼出，告示各種應注意事項，其中所用的「牌」、

「示」、「諭」、「規條」等告示，都是古代官府所用的文書形式。從這些告示中，

不但可瞭解香科中的相關規定，以及其中所代表的各種文化意涵。 

 

 掛牌行事 

    王府行儀繁複多樣，主要分以早、午、晚三次科儀為主，包括開門、讚堂、

排衙等，象徵王爺起居辦公等。而王爺辦理各項儀式時，會掛出木牌，傳宣神明

與工作人員進入王府，進行領令、繳令、朝見、稟告等事情。 

 

 點卯 

「點卯」為皇帝上朝之前，官府升堂之前的點名，因為古代都在卯時左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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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點名，大約是早上 5:00~7:00，所以「卯時點名」，就稱作「點卯」。引伸為點名

的意思。在點卯前，於香科首日晚上，貼出點卯掛牌，通知點卯相關事宜。 

    點卯時，在儀門前準備點卯的相關作業，先由王府內請出王爺大印與五營令

旗，放置於案公所坐的點卯桌兩旁，由案公代替千歲爺進行點名，所有工作人員，

包含旗牌官、會首、金唐殿管理會成員、香科會成員、所有義工等相關人員，必

須在儀門外候點，所有的人必須拿一個印有「稟」字的手本前來點名，稟為古代

下屬官員對上屬官員稟報事情之文書。點卯時會由案公依「卯簿」（點名冊）逐

位唱名，叫到名者必須回答，稱之為「應卯」，點到者到儀門外，向千歲爺行禮

後，將手本交給正案，正案在卯簿註記，即完成點卯。 

 

 宴王大典 

    王爺駐駕期間，每日三次均需「祀王」，請王爺用膳。送王前夕，廟宇會擺

設「宴王」筵席款待王爺，感謝祂為地方驅逐厄厲，也希望王爺飲宴飽足後，能

賜福地方、押趕疫厲離去。宴王時，會進行三跪九叩首之大禮，分別對大千歲、

二千歲、三大千歲、太子爺等，依序行此大禮，每進一道菜，傳喧就會大喊吉祥

祝詞，另請入南管，作為宴會伴奏，供千歲爺聆聽欣賞。 

 

 點艙與驗艙 

   「點艙」是送王前首要的準備工作。王船總共有官廳、阿班廳、東貓筣、西

貓筣、舵公艙、聖人龕、東西官廳、尾樓媽祖廳、頭艙、灶廚、總鋪艙、中艙公

費、頭二艙等十三個艙庫，各有各的用途，因此所需物品也各不相同。各類物品

按照十三艙的順序整齊的排列，由內班人員前來清點裝載。王船邊的神案上，由

正案代替千歲爺逐一點驗各艙物品，整個流程分成清點→確認→註記→裝艙四道

關卡進行，務求精確無誤。點艙完畢後，由旗牌官進行驗艙，代替中軍，檢核工

作是否完善。 

 

 恭送千歲 

    西港在 後一日送王，由道士在王船前舉辦拍船醮，在王船旁點唱執行各項

航行職務者，以鋤頭在王船周圍開出水路，讓王船得以順利啟航，稱為「開水路」。

王船在民眾的簇擁下往王船地移動，後方跟著恭送千歲爺的神轎與陣頭，沿途王

船上工作人員會撒下金紙，大家對其意義有不同的解讀，近幾科民眾都爭先撿

拾，作為保平安之用。 

    到達王船地後，民眾合力將金紙堆在王船四週圍，在廟方人員舉行 後叩謝

之禮後，等待吉時王船自動發火升天繳旨。王船燃起熊熊火焰，也象徵醮典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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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道士一直在王船後手持黑色「押瘟旗」，隨於船後來押送王船， 後在揮

舞「押瘟旗」後，投入燃燒王船的火堆之中，完成押送瘟神疫鬼離境的任務。所

有的陣頭在王船旁繞行三圈後，等待王船中桅的倒下，象徵千歲爺正式離境，而

中桅倒下的方向，是圍觀信眾關心的，象徵千歲爺離開的方位，那區域的民眾會

獲得較多的庇佑。 

 

（六） 中軍旗牌：旗牌官 

 

中軍爺是千歲爺麾下的兵馬統帥，掌管著五營軍務，跟隨千歲爺南巡北狩，

職責為保護千歲爺的安全，必要時則是作戰指揮官。在蕭壠香科的王醮架構裡，

中軍爺有自己的專屬神壇，而且日夜有專人服侍左右，地位非常崇高。而祭典期

間 能代表中軍爺的人，就是旗牌官了。「旗牌官」就是中軍府裡負責掌王命令

旗、令牌的軍官，但在王醮祭典的現實狀況中，則是中軍爺的代表人，必須經過

神前擲筊杯選的程序，由千歲爺欽點產生。同時必須家世清白、身心康健、夫妻

雙全的人，才有資格擔任。其主要相關事項簡述如下： 

 

 早東晚西 

請王隔日到送王前，旗牌官每天早晚都必須奉請千歲爺令巡視香境，這是千

歲爺所交付的使命，也是旗牌官在香科期間 重要的工作。 

 

 迎送千歲 

三天的刈香繞境，每天早晨千歲爺要啟程出香時，旗牌官必須跟隨在王轎後

方一段路程，然後目送香陣離去後才再折回金唐殿，象徵恭送千歲爺出庄繞境。

到了晚間，香陣入廟時，旗牌官又必須到回程的某一個定點等候王轎，同樣是跟

在王轎後方隨同入廟，象徵到庄口迎接千歲爺回駕。 

 

 返鄉祭祖 

「返鄉祭祖」就是旗牌官在任期間，擇日回到自己家中祭拜祖先，並且將膺

任聖職的訊息報告給先人知悉，光耀門楣，同時也將這份殊榮帶回去與鄉親共同

分享。基於旗牌官在香科期間勞心勞力的為千歲爺效命，所以返鄉祭祖時，享有

奉請大千歲王令回家作客的權利。 

 

（七） 祈安攘灾：王醮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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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建醮科儀是古老的儀式傳統，具有懺悔首過、祈安納福、驅除邪祟等功

能，王醮也是西港刈香儀式重要的一環，具有「送瘟」、「和瘟」之意，起源於上

古時代驅瘟逐疫的「儺」儀。但因儀式舉行的醮壇嚴格管制，一般民眾不易有機

會看到，只有登台拜表、拍船醮等少數科儀外舉辦，大家可以算準時間，一窺神

秘的道教科儀。慶安宮所舉辦的王醮科儀，與台南地區常舉辦道教醮典科儀大致

一樣，其儀式眾多，有興趣研究者，可以參閱相關資料。與一般醮典差異處在於

和瘟科儀，及入王府見朝等事項。 

 

 五雷神燈與和瘟酌獻（拍船醮） 

「關祝五雷神燈」、「和瘟酌獻」兩個和瘟儀式才是真正的王醮科儀。「關祝

五雷神燈」，主要以「五雷神燈22」光耀境內，壓制邪煞，並啟請雷部諸神王降

臨壇場，祈望能化解瘟疫，掃蕩凶災，讓設醮禳災的醮域合境康泰、各保平安、

享福無窮。 

和瘟酌獻又稱為和瘟正醮 為和瘟儀式中 關鍵的儀式，啟請的是所有道教

中關於瘟疫疾病的所有神祉，一一啟請酌謝，上香獻酒，希望藉由和瘟之儀，能

使這些『貴客』能遠走他鄉。過程中很明顯的能看出，道壇的角度是站在『和瘟』

的立場，是以和為貴的方式，用很謙誠的態度，客氣的供養，並且辭離使者，而

並非是用驅逐，趕走的強硬手段，以慈觀赦免其罪，和解禮送。 

 

 王府見朝與進榜 

王醮時道士必需每日三次入王府進朝代天巡狩，依其王府規則，需等待王府

宣進，從側門進出，道長率道眾於千歲爺案前跪伏，報告其醮典功果與相關情況，

而在王醮所出之福章，依台南慣例，必需送進王府，由代天巡狩親閱，由王府正

案代為圈點，稱之為「進榜」，圈點後，才能對外張貼。 

 
六、信仰與儀式的背後 

 

（一） 信仰承續與在地化 

（二） 多元解釋與多重視野 

（三） 複合 

（四） 納入與抵抗 

                                           
22以竹架插在米斗中，架上有五個燈座，座上各有一盞燭燈，代表著東、南、西、北、中五個方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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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化的綜合載體 

 

七、如何觀察一場儀式 

 

（一） 你應該知道的儀式概念 

1. 這是「宗教儀式」，不是文化節與嘉年華 

2. 輸人不輸陣:村莊的集體動員與榮譽感 

3. 儀式：反映聚落的歷史與變遷 

4. 神話：信仰支持、社區網絡、環境記憶 

5. 區域特色，反映在地特色 

6. 出庄上車、入庄下車 

7. 陣頭往前跑，主轎在 後 

 

（二） 禁忌與守則 

1. 尊重、尊重、尊重 

2. 入境隨俗，體會在地文化 

3. 客氣思考:但有些東西不是給你吃的，沒有受邀絕不動手 

4. 閒人勿進：王府、王船廠與醮壇，不能進去的地方，就千萬不

要進去 

5. 禁止穿越:絕對不能闖陣與入陣 

6. 誰說攝影無禁忌：勿當攝影大神與天龍人 

7. 攝影禮儀:保持距離.徵得同意 

8. 衣著:多層次穿著、防曬、午後雷陣雨 

9. 飲食：水分補充、鄉下小店、便利商店 

10. 交通：別想用走的，除非跟著王轎 

11. 百足真人蜈蚣陣行走時候各位該注意的事情！(引自百足真人

蜈蚣陣臉書) 

 蜈蚣陣行進時候不可以穿越蜈蚣腳，容易碾到人，容易造

成危險 

 蜈蚣頭尾不可以拍打，跟觸摸，雙手合十膜拜就好 

 撿取糖果時候，注意自己的安全 

 家裡有帶孝，或是女生不方便的請不要觸摸蜈蚣跟靠近 

 百足真人不容易控制，請大家禮讓，保持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