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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法制度下，祖先的祭祀是相當重要的一個行為，祠堂的設立在中國象徵

著家族的凝聚力，基本上呈現了宗法制度「收族」的目的。臺灣位於大陸東南方，

與華南地區距離不遠，據施添福 1996 年的統計，臺灣地區的漢人居民，約有 45
％來自於泉州府、35％來自於漳州府、16％來自於潮州府，這些跨海渡台的移民，

也將原鄉的習俗帶到臺灣，然而，時間與環境的間隔，又使得臺灣地區的風俗習

慣與原鄉之間形成一定程度的改變，本文僅就臺灣地區祖先崇拜的現象，略作說

明。 

一、臺灣海峽對於臺灣開發的影響 

臺灣與大陸東南地區，尤其是福建地區隔臺灣海峽相望，廈門角嶼至小金門

的最近距離僅1000多米，平潭島與新竹的距離只有60多海哩；福州至基隆149海

哩，廈門距嘉義120海哩，距高雄165海哩，距基隆也僅222海哩。然而在歷史發

展的過程中卻發現，秦漢時期，大陸地區因政治或經濟因素即有避難之民人移往

中南半島的越南地區，但是漢人開發臺灣，卻至明末方才開始，推就原因，臺灣

海峽一直是文獻記載中的天險，自康熙年間郁永河的《裨海紀遊》開始，便詳細

記載渡過黑水溝的困難，1這是由於臺灣海峽特殊的地理狀態造成。臺灣海峽全

長約350公里，平均寬度180公里，平均水深60公尺，為連結東海陸棚與南海陸棚

的唯一通道，海底地形十分複雜，海峽南部為水深約20公尺的臺灣淺灘（Taiwan 

Banks），其南緣海底以40％～50％的急坡斜入南海海盆，其東緣則為水深100公

尺的澎湖水道（Penghu Channel），2澎湖水道即為文獻記載中的黑水溝。西太平

洋兩道主要洋流──親潮與黑潮都通過臺灣海峽，親潮由北向南通過澎湖與大陸

之間；黑潮則由南向北沿著臺灣島東西兩岸分流，臺灣島西岸的黑潮是支流，又

分為兩道，一道順著前述海溝北流，一道沿著澎湖西岸北上。沿著澎湖西岸的黑

潮是大洋；在澎湖海溝的黑潮，是《臺灣縣志》中所說的小洋，小洋比大洋更黑

更險，3流速高達每秒2.3節，4俗諺「十去，六死，三留，一回頭」正是這種狀況

                                                 
∗朝陽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教授兼主任。 
1 郁永河，《裨海紀遊》（臺灣文獻叢刊第 44 種，台北，臺灣銀行經濟研究室，1957～1972）卷

上，葉 5～6。 
2 郭子仙等，〈黑潮學分班結業報告──黑潮洋流〉，《2006 黑潮學分班結業報告──黑潮洋流

組》，基隆，臺灣海洋大學，2006）引詹森（1995），「台灣臺灣週邊海域海洋科學教室系列一」，

頁 9。 
3 《澎湖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64 種）卷一〈封域‧道里〉：「臺海潮流，止分南北；臺、廈

往來，橫流而渡，曰橫洋；自臺抵澎為小洋；自澎抵廈為大洋；故稱重洋。」；又，「小洋水比大

洋更黑，其深無底。大洋風定時，尚可寄椗；小洋則不可寄椗，其險過於大洋。」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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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寫照，而這種狀況，也說明在歷史發展上臺灣開發的特殊現象。若與號稱僑鄉

的東南亞地區比較，臺灣的開發顯然較晚，但更值得重視的是臺灣地區內地化與

土著化齊時並進的特殊現象，其反映在祖先的祭祀方式上，就形成兩個鮮明的對

比：在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一般都有落葉歸根的想法與做法，總是想方設法回到

原鄉擴建祠堂；而臺灣地區的「十去，六死，三留，一回頭」，使得臺灣地區的

祖先崇拜逐漸在地化，並形成兩個系統，即所謂的唐山祖與開台祖的祭祀，在祭

祀的方法上也與大陸原鄉不同。 

二、祭祀公業與臺灣地區的祖先祭祀 

在臺灣，一般是沒有祠堂的，祠堂的設立多半與功名有關，這一點基本上和

宋明時期的大陸地區相似；早期，漢人移民臺灣大多數只做暫時居留的打算，對

於祖先之崇拜，他們往往是由在臺之宗族成員醵資人派人攜往本籍祭祖，這一方

面與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是相同的。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定居以後，在臺灣的開

拓者逐漸感到回本籍祭祖不方便，這種不方便與前面所說臺灣海峽的天險有關，

也與歷史的發展有關，若就漢人開拓臺灣的歷史看來，海峽兩岸的關係約略可以

分成三種型式：戰爭、和平與隔離，而這三種型式也是三個歷史階段。第一個階

段可以從荷蘭佔據臺灣開始算起（明天啟 4 年，1624），直至施烺克臺（清康熙

22 年，1683）為止，約 60 年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中，不管是荷蘭人還是鄭氏

家族統治臺灣，海峽兩岸是對峙、競爭與衝突的，縱使沒有橫渡黑水洋的障礙，

民人的來往是隔絕的。自康熙 22 年（1683）至光緒 21 年（1895）是一個和平的

時期，一共持續了 213 年之久，對於臺灣社會的建立是最重要的一個時期，然而

政府消極的移民政策，卻使得此一時期大多數時間的漢人開拓者，必須以偷渡的

方式進入臺灣地區，加上臺灣海峽的天險，就形成了上面所說「十去六死三留一

回頭」的狀況，也就是來台的移民多選擇留下，而非如東南亞地區華僑的落葉歸

根；自光緒 21 年（1895）至民國 34 年（1945），是台海隔離的時期，日本為了

遂行統治，極力切斷台灣與大陸地區的紐帶關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更因

為戰爭的需要施行同化及皇民化政策，這些政策的實行不見得能夠改變漢人對於

原鄉的認同，但也基本上對於兩岸的交流產生了阻絕的效果。由此可見，臺灣不

管是在哪一個歷史時期，回鄉的路都很崎嶇，因而，在臺灣的移民們，其中有能

力或得功名者，遂倡導在臺灣醵資建祠堂，籌立祭祀公業。然如上所述，祠堂的

設立在臺灣不多，只有有功名或品官的家庭才建祠堂，一般百姓則是在正廳供奉

父祖的牌位，定時舉行祭祀。5不過臺灣祭祀祖先另有一種不一樣的方法，那就

是祭祀公業。 
臺灣的祭祀公業其設立的目的與特殊的活動，至目前為止，在世界各地尚未

發現有相似的祭祀團體存在。6設立祭祀公業的方法有四種：1、鬮分字祭祀公業；

                                                                                                                                            
4 郭子仙等，〈黑潮學分班結業報告──黑潮洋流〉，引陳重光（2004），「澎湖水道通量暨水團季

節演變之研究」，國立中山大學海洋物理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9。 
5 梶原通好著，李文祺譯，《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台北，臺原出版社，1998 一版五刷），頁 86。 
6 陳井星，《臺灣祭祀公業新論》（台北，文笙書局，1997 年增訂三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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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約字祭祀公業；3、贈送字祭祀公業；4、信託字祭祀公業。就團體設立的

涵義來看則包含：1、以祭祀祖先為目的；2、有獨立的財產，其財產處分權通常

專屬派下子孫全體，3、為由享祀者之子孫所組成的宗族團體。7這種祭祀團體和

傳統大陸地區的祠堂是不同的，祭祀公業不一定需要專供奉祀祖先的建築物，但

是一定有專供祭祀之田產。雖然祭祀公業淵源於中國古代的祭田，但是臺灣的祭

祀公業，其設立的目的，超越派下子孫個人利益，除了對於特定的祖先（享祀者）

的祭祀之外，還有宗族福利與社會福利的功能，也同時負擔族人械鬥前後之費用

及犯罪之損害賠償等，8基本上，祭祀公業成為聯繫族眾的重要機構。在上述四

種祭祀公業中，贈送字與信託字的祭祀公業數量較少，為特殊贈與契約遺囑，個

別性較強，鬮分字與合約字祭祀公業則為祭祀公業的主體。 
鬮分字與合約字祭祀公業反映出臺灣在開拓過程中對於祖先祭祀不一樣的

歷史階段。合約字祭祀公業又被稱作「丁仔會」或「祖公會」9，是由來自同一

祖籍的墾民，原本共同醵資委派代表返回原鄉祭祖，但經過一段時間後，發現回

原鄉祭祀有許多的不便，遂以志願的契約方式共同出錢在臺灣購置田產作為祭祀

公業，祭祀之對象（享祀者）以唐山原鄉較顯赫的同姓祖先為太祖或同姓之始祖

──因而被稱為「唐山祖」，祭祀公業所屬各員雖屬同姓，但地緣因素顯較血緣

關係高，奉祀者彼此不一定有清楚的系譜關係，與傳統的宗族組織的分枝相反，

是以融合的形態結合同姓者成一個祭祀群，故此種祭祀團體之族人範圍甚廣，人

數也很多，除了追念先人故土之外，更重要的是加強族人團結與對抗其他勢力，

基本上這種宗族的組合形式是早期移民相互合作扶助的一種方式，10。陳其南在

《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中稱其為「移殖性」的宗族性質，在移民墾殖的過程中

因為利益上的衝突，安全上的保障，臺灣發展出不同於原鄉的分類械鬥，間接促

成了宗族的發展，祭祀公業與結盟、父母會、神明會的性質相似，是移植初期鄉

莊莊民間的合作與互助重要的一種形態。其組織運作的方式則以入股之股本為基

金，或放貸生息，或購地佃予他人收取地租，以為每年祭祀用。組織具有法人性

質，權力承繼僅限於最初加入者之後代，由於是志願入股，因此彼此間的權利義

務關係，是依據合約訂定的法則不同而各有其特別的組織形態，即使是同一祖

系，仍然可以自由選擇參與與否。11

                                                 
7 陳井星，《臺灣祭祀公業新論》，頁 3～5。 
8 陳井星，《臺灣祭祀公業新論》，頁 46～47；又，戴炎輝，《清代臺灣之鄉治》（台北，聯經出

版事業公司，1992 三刷），頁 340。 
9 所謂「祖公會」係以丁仔會為基礎，在聯合組織而成的更大的祭祀團體。見鈴木清一郎著，馮

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台北，眾文圖書公司，2004 一版四刷），頁 46～48；又，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二版二刷），頁 148
～149。 
10 陳文達，《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輿地志一‧風俗〉：「臺鮮聚族，鳩金建祠宇，

凡同姓等皆與，不必其同枝共派也。」頁 56；又，陳淑鈞，《噶瑪蘭廳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60
種）卷五上〈風俗上‧民風〉：「蘭中鮮聚族，間有之，尚無家廟祠宇。故凡同姓者，呼之曰叔姪、

曰親人，不必其同支而共派也。其中必推一齒高者為家長，遇內外事、辨是非、爭曲直，端取決

於家長。而其人亦居之不疑，一若我言維服，勿以為笑也。」頁 191。 
11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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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鬮分字的祭祀公業的出現，要比合約字祭祀公業晚，是在移民至臺開墾

數代之後，才由已經立定基業的子孫組成，祭祀世代較近的祖先。參與鬮分字祭

祀公業者多為血緣關係的組合，祭祀的對象通常是第一位開臺祖，鬮分字祭祀公

業的成立是為處理父祖生前奉養與死後祭祀之事，凡同一父祖之子孫都是祭祀公

業的當然會員，在家產分割之際，由被繼承人邀族親及公親數人，於祭拜祖先之

後，將財產按照價值分成數等分，抽籤決定應繼承之類別與數量，敦請代書人或

公親（見證人）之一寫成鬮分字契，由設立人，派下各房、房親及公親連署為之。
12鬮分字祭祀公業反映出臺灣移民的土著化傾向，也就是由半自願性的唐山祖宗

族，移向來臺開基祖派下的典型宗族。13映證在時間洪流中大陸移民移墾的定著

型發展。 

三、廟宇與台灣地區的祖先崇拜 

臺灣地區的廟宇位置與大陸地區有很大的不同，大陸地區的廟宇大都在深山

峻嶺，人跡罕至之地；臺灣地區的廟宇則在街市巷弄，人群聚集之中。由此可知，

臺灣地區廟宇的社會功能和大陸地區也有顯著的不同。清季一位無名詩人，用客

家語作了一首長詩，後來被命為《渡臺悲歌》，勸告大陸親友不要走上渡台之路。

詩中開宗明義就說： 
勸君切莫過台灣，台灣恰似鬼門關。 
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 

事實上，由大陸渡台確實會遭遇到極大的困難，第一就是渡海，渡過黑水溝有三

難：一由廈門至澎湖橫流過大洋，二從澎湖至鹿耳門為小洋，三、鹿耳門海底鐵

板沙與大潮差，往往「子午稍錯，北則墜於南澳氣、南則入於萬水朝東，有不返

之憂」或「潮長水深丈四、五尺，潮退不及一丈」「舟觸沙線立碎」14；其二，

要面臨至臺灣後與原住民與同開荒者的競爭衝突；其三、要面對臺灣容易致病的

氣候與水土。整個移民開墾的過程充滿了不確定性，加上兩岸在歷史發展中長期

的對峙，政府的消極態度，使得來台的移民長期處於不合法的偷渡狀況，來台的

移民多屬於社會的邊緣人士，在 18-19 世紀，臺灣地區羅漢腳的比例仍高達 20
％～30％，人數有數十萬之多，這些基層民眾面對這些未知，只有仰賴信仰來維

持信心，因而導致臺灣地區的民間信仰興盛，寺廟充斥，根據日本人梶原通好在

昭和 16 年（1941）的統計，全台有寺廟 3700 所，除了孝子廟、城隍廟約數十所

為官方所建，其餘都是一般大眾所建，15且神明為移民自原鄉攜來，不同祖籍的

人群大多供奉其特有的神明，並成為團結祖籍民人的象徵，因而寺廟大多建於市

街地，緊鄰民家，在鹿港等古老的市街，幾乎一條街就有一座寺廟。因此，「臺

灣寺廟的建立，並非單純的以社會為中心，而是隨臺灣移民都市與村落的發達而

發達，其中有不少是以各種民眾團體為中心而存在，並且因各團體性質不同而有

                                                 
12 陳井星，《臺灣祭祀公業新論》，頁 47～48。 
13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 143～151。 
14 〈廈門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95 種）卷四〈防海略‧島嶼港澳‧台澎海道考〉，頁 138。 
15梶原通好著，李文祺譯，《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頁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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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不同，成為同鄉團結、同姓團結、同業團結、同窗團結、同好團結的象徵，於

是各種具有不同組織目的的團體，乃分別興建奉祀自己所信仰神佛的寺廟」16，

形成所謂的信仰圈，比較有趣的是，除了寺廟，臺灣其他的宗教團體更多，前述

的祭祀公業與神明會、祖公會、父母會、共祭會也成為民間信仰重要的一部分，

昭和 3 年（1928）有 11491 間祭祀公業、昭和 8 年（1933），臺灣宗教團體中的

神明會就有 6323 間，「若說臺灣人是因宗教而生，為祭祀而工作，人生的苦難娛

樂皆為神所賜，生活完全受宗教的影響，亦不為過」17。因此，使得清代中葉以

後，臺灣鄉村的寺廟擔負起整合鄉莊社會的任務，也就是說清代臺灣漢人社會

中，新的地緣團體建立是以寺廟神的信仰為基礎。例如，漳州人多奉祀開漳聖王、

泉州三邑人多奉祀觀音佛祖、同安縣人多奉祀保生大帝、安溪縣人多奉祀清水祖

師，客家人則多奉祀三山國王。根據一聚落所奉祀的神明，是可以推斷其居民祖

籍的，故人群之分類每與神明會或祭祀圈有不可分關係。18

就一般來說，臺灣移民對於神佛的信仰觀念很深，每一家的正廳幾乎都有神

明桌供有神明，而祖先的牌位也放置在神明桌上，神人雜居，人神同格。不過，

在不同的省籍中，對於祖先的死後地位，也有不一樣的看法與作法。 
 在臺灣除了有科舉功名和官宦之家外，大多數閩南人沒有家祠，不過客家人

卻相當重視祠堂的建立。一般來說在臺灣的福建與客家人都有二次葬的習慣，客

家人在二次葬的時候會將祖先的骨骸放入祠堂旁邊的祖塔，19而閩南人在撿骨之

後的選擇比較多樣：如果這個閩南家族有建祠堂，那麼撿骨之後，將會放入祠堂；

如果沒有祠堂，他可以選擇二次土葬，順便改風水；也可以選擇將祖先的骨骸放

入納骨塔、佛寺或齋堂。納骨塔是在近幾年才開始的新建設，在此之前，閩南移

民會將祖先的骨骸放入佛寺或齋堂，不過齋堂與佛寺仍有等級上的差異。 
齋堂即齋教的教堂，齋教在明朝時由禪宗演變而來，齋教分為三大教派，分

別為龍華、金幢及先天，三派的教義和教禮大同小異，都以觀音大士為共同本尊，

不過龍華派又以阿彌陀佛、三寶佛以及關聖帝君為本尊；金幢派則以阿彌陀、彌

勒佛與己派的教祖為本尊，三派的日課就是誦經典，早晨念金剛經，晚上念阿彌

陀經，先天派又在中午加念心經。由於金幢派與龍華派的戒律鬆散，在傳播教義

時受到嚴重的打擊，光復以後逐漸改為佛教化；臺灣佛寺因為也有拜阿彌陀佛，

也有早晚課的誦經，閩南移民覺得將祖先的骸骨放在這裡，可以透過聽經讓死者

得到安息，並贖罪度化，也可以保佑在世的子孫。 
至於祖先牌位的放置也因不同祖籍而有不同，有一種說法，閩南人把祖先當

作鬼，因而閩南人把祖先放在小邊；而客家人把祖先當神，因此客家人把祖先放

在中間。不過這應該與神明桌是否同時祭祀神明的關係比較密切。客家人一般不

將祖先牌位與其他神明放在一起，而是將之放入祠堂，故而並沒有所謂大小邊的

                                                 
16 鈴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增訂臺灣舊慣習俗信仰》，頁 16～18。 
17 梶原通好著，李文祺譯，《臺灣農民的生活節俗》，14。 
18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頁 114。 
19 客家宗祠，可分為祖祠和祖塔兩種，著名的新屋鄉永興村的葉五美公祖祠和祖塔即是典型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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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閩南移民因為大多沒有祠堂，故而將祖先牌位與其他神明一起放在正廳中

央的神明桌上，遂產生大小邊的問題，至於祖先究竟具不具有神格？在父祖死去

一年後，有一個將亡者姓名寫入公媽牌的儀式，這時，原本祭祀祖先用的銀紙會

改為金紙，而金紙是用以祭拜神明的，20雖然之後祭祖仍然使用銀紙，但這一個

換用金紙的動作，似乎仍然透露出來祖先所具有的一些神性。不過，臺灣地區的

移民基本上對於「鬼」的祭祀是相當重視的，除了每年的中元普渡，還有祭祀王

爺、大眾爺、有應公、地基王、水流公（媽）、金斗公等無主孤魂野鬼，這種祭

祀孤魂野鬼的行為，基本上是移民自我憐惜的反射，雖然鬼的祭祀在臺灣地區也

很受重視，但祖先無論如何都是「家鬼」，因而在與神明同祀的時候，會將祖先

的牌位放在左邊，也就是虎邊。 

四、結論 

 臺灣與大陸地區僅隔臺灣海峽相望，但臺灣的漢人開發卻比東南亞地區晚了

將近千年的時間，這個時間上的差距，有歷史的因素，也與環境有密切的關係，

臺灣海峽的大小黑水溝以及黑潮的流速，成為漢人移民「十去，六死，三留，一

回頭」最後抉擇的因素，這也使得臺灣的漢人的發展與同是漢人移民區的東南亞

地區不同，東南亞華僑的落葉歸根與臺灣土著化發展形成兩個漢人移墾的典型。 
 從荷蘭佔據臺灣開始算起（明天啟 4 年，1624），直至民國 34 年（1945），

海峽兩岸經歷了戰爭、和平與隔離三種不同的歷史歷程，然而，不管是戰爭時期

的對峙、競爭與衝突，還是和平時期的消極政策所形成的畸形發展，甚至隔離時

期刻意的阻絕，大陸原鄉的移民回鄉的路都相當坎坷，攜帶著原鄉的文化與習俗

來到臺灣的移民在一段時間的堅持後，逐漸由移殖型轉向定著型的發展，這從漢

人文化中相當重要的祖宗祭祀方式中可以得到映證。漢人移民對於祖先的祭祀方

式，由原本醵資委託人返鄉祭祀，到醵資在臺灣依地緣因素組成自願式的合約字

祭祀公業，再轉變為以血緣為主的鬮分字祭祀公業，反映出臺灣漢人移民所形成

的內地化與土著化並型的社會發展形態。 
 移墾的辛苦與不可知的遭遇，導致臺灣地區的移民強烈的民間信仰需求，不

同祖籍的人群大多供奉其特有的神明，並成為團結祖籍民人的象徵，這種行為形

成了特殊的信仰圈，也使得臺灣地區的寺廟展現出與原鄉不一樣的功能。除了寺

廟，祖先祭祀也成為重要的信仰行為，由於祠堂興建的不易，漢人移民將祖先牌

位與神明一起放在正廳中祭祀，形成神人雜居，人神同格的現象，不過在祖先祭

祀上顯然產生了省籍間的差異，客家人由於重視家族系統，多建祠堂與祖塔，安

置祖先的遺骸；閩南人多數無祠堂，為因應無祠堂的祖先祭祀，以及二次葬所需，

臺灣閩南移民可以選擇是否再次土葬，或將骸骨放置在齋堂或佛寺中，希望經由

早晚誦經，消除罪業，造福子孫。 
 綜言之，在地裡的限制及歷史的發展中，臺灣在鄭氏家族的經營及清朝政府

                                                 
20 臺灣省立新竹社教館編印，《臺灣民間祭祀禮儀》（新竹，臺灣省立新竹社教館，1996 再版）

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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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統轄下，臺灣成為明朝政權的延續，國土的延伸，大量移入的漢人改變了臺灣

原有的居民結構，隨著移民帶來原鄉的風俗習慣，將臺灣由原住民社會轉變為一

個漢人的社會，然而臺灣海峽的阻隔，使得臺灣依據本身的發展條件修正了原鄉

的風俗習慣與制度，逐漸發展成為定著型的本土文化，臺灣的發展可以作為漢文

化傳播重要的範例，檢討漢文化發展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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