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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繞境談社群關係的分與合
──以灣裡萬年殿戊子年王醮為例
林俊宏
摘

*

要

「繞境」在以往的研究裡多偏重於社會衛生學與社群認同等面向，隨著
時空的演變，繞境對於社群的象徵意義已有所差異，對應其意義的種種差異，
各地對於繞境的實踐作也逐漸發展出屬於當地獨特的繞境形式，在二仁溪下
游出海口附近地區的居民則將繞境分類從原先的繞內境形式，又增加出境的
形式，在這些繞境的分類裡，可以發現到其雖同名為「出境」
，但在實踐上仍
有具體的差異存在，這些差異代表著社群之間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交陪關係，
如擬親關係、夥伴關係與朋友關係等。以灣裡萬年殿戊子年王醮為例，此區
域內在繞境的分類與實踐裡，繞內境具有區分我群與他群的象徵意義，而在
出境過程裡，更透過陣頭、神轎與居民的具體行為，以及繞境路線的安排，
強調出境在相同的名稱之下，代表著不同的象徵意義，也是一種從分到合的
轉變過程，多種社群關係的演變過程。換言之，在此區域內繞境的分類已經
成為社群關係的象徵符號。
關鍵詞：灣裡萬年殿、繞境、王船代天巡狩繞境、社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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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廟宇與醮典
參、王船代天巡狩繞境、出境與繞內境
肆、分與合
伍、結論

壹、前

言

「繞境」在多數人的觀念裡常以李亦園先生所說的「巡境」為主，主要將其歸
類在社會衛生學的儀式中鄉黨地域祭儀的範疇裡1，也就是藉由神明繞境的儀式來
肯定居住地域的界限，並且具有驅逐地域界限內所有不潔鬼魅的淨化作用。然而在
二仁溪下游出海口附近的廟宇在繞境上則是分為兩種方式，即為繞內境與出境，繞
內境就等同上述「巡境」的意義，表現的場域以廟方祭祀範圍為主〈即庄內〉，但
出境卻與既有模式有著迥異的發展，詳細來看，又有「繞外境」與「遊境」的差別，
繞外境主要是廟方以庄內或聯庄所組訓的陣頭隊伍，繞行交陪情誼較深的廟宇轄
境，已脫離原本祭祀的轄境內，蘊含著將兩地轄境融合為整體的意味，如在醮典或
香科期間，白砂崙萬福宮出境繞行灣裡萬年殿與中洲保生宮境內、太爺公館福安宮
與二行清王宮出境繞行灣裡萬年殿境內、以及大甲慈濟宮出境繞行上崙村崑崙宮境
內；而遊境則是廟方以庄內或聯庄所組訓的陣頭隊伍，前往有交陪關係的廟宇參
拜，以廟宇為繞境的定點，如頂茄萣賜福宮與下茄萣金鑾宮遊境一甲、大社、路竹、
蔡文、竹滬等地區、太爺福安宮遊境葉厝甲清水寺、圍仔內慈濟宮、圍仔內慈雲寺、
金家寺、李聖宮、海埔海山宮、那拔林三興宮等廟宇，以及白砂崙萬福宮遊境頂茄
萣賜福宮與下茄萣金鑾宮2。
此地域內的居民對於繞境的具體行為，一種即是與傳統巡境相似的繞內境，另
一種則是具有區域特色的出境，而出境的對象選擇更是以地域群體彼此之間交陪關
係的深淺程度來決定，藉此透過出境將醮典所影響的區域範圍擴大到鄰近聚落，而
且所動用人力與物力也是整個活動流程裡最多的，可以反映出地域居民對於繞境活
動的重視，如此看來，在此區域裡，繞內境、出境儼然成為此地域醮典期間最為重
要的活動內容之一。
對於繞境分類的形成，由於現代社會外在環境所形成對於地域內部的不安降逐
漸低，雖然在醮典期間仍保有傳統肯定居住地域的界限的繞內境儀式，但也增加與
之相對的出境的儀式，隨著繞境方式的多樣化，居民對於繞境的詮釋也隨之複雜
1

2

李亦園，《文化圖像》
，〈下卷〉，(台北市，允晨文化，1992 年)，頁 35。對於社會衛生學的儀式的解釋，
即是強調群體界限的保持，對內而言，藉著各種儀式企圖清除敉平歸咎於外敵所引起的內奸，所以稱之
為社會衛生學的儀式。
林俊宏，〈淺談二仁溪下游地區聚落廟宇的交陪關係〉
，《國立台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學報》
，第 2 期，
2005 年，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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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對於繞境分類更有其獨特的象徵意義存在，深深影響居民繞境的具體實踐，至
於以此次台南市南區灣裡萬年殿戊子年王醮作為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由於灣裡萬年
殿所舉行的王醮裡，除其具備此區域內常見的繞內境與出境等活動外，更以王船代
天巡狩繞境的方式將二仁溪下游出海口附近的庄廟連結起來，故本文企圖藉由二仁
溪出海口附近灣裡地區的庄廟萬年殿間隔十二年之久所舉行的王醮來討論繞境儀
式的分類，以及其對於社群內部與其社群關係的象徵意義。

貳、廟宇與醮典
灣裡萬年殿位於台南市南區的邊陲地帶，隔著二仁溪與高雄縣茄萣鄉相對，以
及隔著三爺宮溪與台南縣仁德鄉相對，主祀葉、朱、李,池三府千歲、陪祀李、池、
吳、朱、范五府千歲，與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水仙尊王、太子爺、將軍爺、虎
爺公、福德正神、註生娘娘、松王公，以及兩艘王船等。

資料來源：底圖改繪自內政部，喜樹、灣裡、白砂崙、茄萣、圍仔內與虎山地區像片基本圖，
1992 印刷。

圖一：二仁溪下游地區主要村廟分布圖
如從整個台灣移民開發的過程來看，灣裡地區因為位於開發較早的府城外海鯤
鯓沙嶼上，按照移民路線來推斷可以發現到灣裡地區應有略具規模的聚落型態存
在，而且根據《台南州祠廟名鑑》中所記載有關萬年殿創建的年代最早應推至雍正
年間，至於確切年代則是無法得知，而其廟宇沿革描述裡則常提及「灣裡分船，喜
樹分佛。」的傳說，其內容為「自大陸漂來王船一艘，上有葉、朱、李三府千歲，
漂著地點恰好位於喜樹、灣裡兩地之間，後經由協調，由喜樹分得神像；灣裡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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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以後，灣裡村民重塑神像，連同王爺船立廟奉祀3。」此說法與相鄰聚落庄
廟喜樹萬皇宮的沿革相似，也同樣見於《台南寺廟台帳》有關萬年殿與萬皇宮的記
載敘述之中。
相同的，這個說法也同樣在當地居民之間流傳已久，如《萬年殿重建志》中所
記載：
「本廟奉勒令敕封為代天府萬年殿，現供奉三府千歲暨五府千歲，主祀葉、
朱、李，池三府千歲，係於康熙四年由大陸福建省草安南勢角駕乘神船，即
現奉祀於本廟北側之神船一艘，代天巡狩渡海來台，漂靠於灣裡海面，為在
海上作業之本庄漁民發現，民眾係聞，全體恭迎上岸奉祀；併李、池、吳、
朱、范五府千歲係本省南鯤鯓代天府於民國十三年首次南巡駕臨本廟時奉
祀，俾供信徒敬奉崇拜，由於神明顯赫、神恩廣澤、信徒頗眾、香火鼎盛，
永恆不衰。本廟於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由追隨鄭成功來台居本庄灣
裡之葉、林、黃、蘇、杜等五姓後裔共同發起共同出資興建，歷史悠久雖歷
經修增建為歸某人嫌簡陋狹窄，之為響應政府復興中華文化之號召並期使本
廟之建築益增新穎，莊嚴美麗，仍計議捐貲重建，於焉民國五十九年〈庚戌
年〉農曆正月十五日破土鳩工興建，至民國六十一年〈壬子年〉農曆八月初
旬落成耗資新台幣四百萬元，原就本廟沿革簡要仿誌，以資檢考。4」
不論描述內容與時間年代的真實與否，對於所有的居民而言，其已成為萬年殿建廟
的主要傳說。
而其舉行王醮的相關年代，雖然在乾隆十七年《重修台灣縣志》卷六中〈祠宇
志廟〉裡曾提到：
「安平鎮、青鯤身、北線尾、喜樹仔、永豐里、紅毛寮、中路南潭等處廟宇
大小不一，概號曰代天府。神像俱雄而毅，或黝或赭，或白或皙。詰其姓名，
莫有知者。所傳王誕之辰，必推頭家數人，沿門醵資，演戲展祭。每一年即
大斂財，延道流設王醮二、三晝夜，謂之送瘟。造木為船，糊紙像三，儀仗
儼如王者，盛陳優觴，跪進酒食，名為請王。愚民爭投告牒畢，乃奉各紙像
置船中，競柴米。凡百器用兵械財寶以紙或綢為之，無一不具；推船入水，
順流揚帆而去，則已。洄泊岸側，則其鄉必更設醮造船以禳。每費累數百金，
少亦不下百金。雖窮村僻壤，罔敢吝惜，以為禍福立至。噫！此誣神惑民之
甚者也。」5
由上列描述內容裡，可以發現在此區域附近已有相關的歷史記載，雖然無法直
3

4
5

不知著撰者，《台南寺廟台帳》〈下〉，手寫稿，大正年間，收藏於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相良吉哉，《台
南州祠廟名鑑》
，影印稿，台灣日日新報社，1934 年。；片岡巖著、陳金田譯，
《台灣風俗志》
，(台北市，
眾文圖書公司，1990)，頁 673~676；陳登風，
〈台南灣裡「萬年殿」廟宇王爺船故事三則〉
，
《台灣風物》，
第 39 卷第 1 期，(1980 年)，頁 113~114；盧嘉興，〈二層行溪與蟯港〉
，《南瀛文獻》
，10 卷合刊，(1965
年)，頁 180。
萬年殿重建委員會，
〈萬年殿重建志〉
，《碑文》，(台南市，萬年殿，民國 61 年)。
王必昌重修，
《台灣縣志》
，卷六，
〈祠宇 志廟〉
，收錄於中國地方志集成，第三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
社，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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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證實其是對於灣裡地區王醮的描述，卻可以瞭解此區域內已有舉行王醮的傳統規
範6存在，而與現今「王船代天巡狩繞境」方式相近的描述則是在日治時期的相關
記載裡，如片岡巖著《台灣風俗志》內有一段的對於灣裡地區王醮的描述：
「台灣縣志以王船是送惡疫的船。撿到王船時會被惡厲侵犯而忌憚，可是南
部即相反。灣裡莊的王船，曾獨自滑入，順水圳航到二雙行溪上上下下。船
靠岸的地方民眾都非常歡喜，供牲醴演戲等來慶祝。因為這兩隻神船很任
性，去處都不一定。河岸的莊民亦渴望王船光臨。7」
雖然在這段描述裡是以較擬人化的口吻來說明其王醮的活動概況，已與現在操
作的模式相似，則是由王船溯溪出巡至太爺聚落後，在返回的途中，沿途停駐溪邊
各個聚落。至於其轉變的確切年代以上段相關記載與耆老口述8的內容來看，只能
推論在日治時期已進行著與現在相同的王醮形式。至於王醮舉行的年代可以確實推
論到日治時期，而其所舉行的間隔時間卻是從原本陳文達撰修《台灣縣志》中「台
俗尚王醮，三年一舉，取送瘟疫之義也。附郭、鄉村皆然。9」改變到現在卻成為
每十二年才舉行一次，其實這種轉變是漸進的，因為在灣裡萬年殿廟中皆保存著鄰
近聚落庄廟所贈送的匾額、燈檯與神桌等物品，上都刻有贈送的年代與原因，如表
1。

表1
廟名
白砂崙萬福宮

喜樹萬皇宮

鹽埕北極殿
二行清王宮
竹篙厝仁和宮
喜樹萬皇宮
湖東天福宮

灣裡萬年殿交陪境贈禮年代與原因一覽表
原因
落成
建醮
落成
落成
建醮
建醮
建醮
建醮
建醮

時間年代
歲次甲午年〈民國 43 年〉
歲次癸卯年〈民國 52 年〉
歲次丙午年〈民國 55 年〉
歲次戊午年〈民國 67 年〉
歲次丙子年〈民國 85 年〉
歲次壬子年〈民國 61 年〉
歲次甲午年〈民國 43 年〉
歲次庚子年〈民國 49 年〉
歲次丙子年〈民國 85 年〉
歲次戊午年〈民國 67 年〉
歲次戊子年〈民國 97 年〉
歲次戊子年〈民國 97 年〉

資料來源：田野調查

6

7
8

9

Ioan W. Lewis，黃宣衛、劉容貴合譯，
《社會人類學導論》
，(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85 年)。Lewis
認為社會人類學者最關心的應該是：一個社群中，人們視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不甚注意的一些想
法與行為。這些根深蒂固而為社會所認可的思想與行為的模式，稱之為「規範」
，因為此社會中的人們賦
予它們規範的力量與道德的價值。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台灣風俗志》
，(台北市，眾文圖書公司，1990 年)，頁 673~676。
林俊宏，
《灣裡地區王船祭典與人群關係之研究》
，(台南市，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2003 年)，
頁 82。
陳文達修，
《台灣縣志》，卷一，
〈輿地志 風俗雜俗〉，(台北市，大通，1984 年)，頁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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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耆老所口述的內容、
〈二天府明新書院崇德堂沿革10〉以及民國七十三年
與民國八十五年萬年殿建醮行事表，綜合三者所呈現的是王醮舉行的年代在民國四
十三年〈西元 1954 年〉到民國五十五年〈西元 1966 年〉，仍維持著每三年一次的
慣例，但在民國五十五年以後，卻是延長間隔時間過六年才又舉行，直到民國七十
三年〈西元 1984 年〉僅舉行過兩屆，之後又因為建造廟後觀音巖的工程尚未完工11，
因此在民國七十九年〈西元 1990 年〉時並未舉辦，直到民國八十五年〈西元 1996
年〉才又恢復舉辦，然而又因從民國五十五年開始多逢鼠、馬年舉辦，部分居民已
有逢鼠、馬年舉行王醮的傳統規範，現暫以十二年為定例。而今年(西元 2008 年)
戊子年距離上次丙子年已間隔十二年，且又逢鼠年，故於去年(西元 2007 年)國曆九
月十六日(農曆八月六日)於萬年殿廟埕關大轎12請示葉府大千歲所決定的。
至於王醮內容也因為受到「灣裡分船，喜樹分佛。」的傳說發展出與其他地區
不同的操作模式，除其所奉祀王船不火化之外，更形成以漂流王船為主體的「王船
代天巡狩繞境」的祭祀活動，進而連結起二仁溪出海口附近村落間的社群關係，相
對的，由於不送王船的歷史傳統，也改變居民對於王醮的具體實踐，如王船取槧、
王船墊槧、修理王船與王船出巡等儀式的形成，將所奉祀的王船加以整修，並為其
更換其王船底部的槧，甚至於再加上鐵製的外殼，來應付為期二個多月的王船代天
巡狩繞境。另外，相對於迎請新王的隆重，送新王則是因為王船的不火化，而以相
當簡單的方式將新王於廟埕北方近排水溝處火化，卻將活動的重點轉移至王船出巡
太爺公館福安宮、二層行清王宮、二層行公堂、港崎頭萬龍宮、塗庫觀音寺、山仔
頭澤清宮、大甲慈濟宮、草仔寮忠興宮、白砂崙萬福宮，與灣裡各里等地，以及在
這段期間內各個村落居民對於王船停駐所舉行的相關活動。除此之外，其餘的行事
皆與鄰近村落所舉行的醮典相近。
由此看來，灣裡萬年殿所舉行的王醮除在行事裡安排出境的相關事宜外，
更要排定王船出巡停駐的地點與時間，面對出境與王船出巡的需求，其與鄰近村落
的協調更顯得重要，而所需投入的心力，更是超出其他村落許多，因此藉由灣裡萬
年殿王醮來描述此區域內社群關係的互動與演變是有其代表性的。

參、王船代天巡狩繞境、出境與繞內境
為詮釋灣裡地區對於繞境儀式的分類與其對於居民所代表的象徵意義，本文即
以此次灣裡萬年殿戊子年王醮裡所進行的王船代天巡狩繞境、出境與繞內境為例，
企圖從繞境的形成與過程裡，作出最貼近當地居民的繞境詮釋。

一、王船代天巡狩繞境與出境
10
11
12

二天府管理委員會，
〈二天府明新書院崇德堂沿革〉
，（台南市，二天府，民國 87 年）
。
同註 8。
一般而言，一般廟宇對於重大事項的決定，通常藉由乩童（靈媒）作為神人溝通的媒介方式，而於二仁
溪入海口附近村落，各廟大多不再以乩童為神人溝通的媒介方式，多以抬神轎請示主神的方式來進行，
而此一方式當地居民稱之為「關大轎」
，但舉行的場合時機根據筆者觀察則是以廟內有無立筊為起因，當
立筊發生之後，當地居民會先請示主神欲指示之事項，通常多以起建醮典為主，然而灣裡萬年殿此次關
大轎的舉行，則是由廟方委員請示主神而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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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船代天巡狩繞境的形成來看，雖說王船代天巡狩繞境二仁溪下游出海口
附近，但其主要的目的地卻是太爺公館福安宮，也是王船停駐時間最久的地點，如
依照往例太爺公館福安宮皆停駐一個月多的時間，此次醮典則是停駐三十九天，以
及白砂崙萬福宮停駐十一天，其餘庄廟則是過境性質，約略停駐二至三天左右，至
於為何王船代天巡狩繞境必去太爺公館福安宮，以及停駐時間最久，即從「灣裡莊
的王船，曾獨自滑入，順水圳航到二雙行溪上上下下。船靠岸的地方民眾都非常歡
喜，供牲醴演戲等來慶祝。」到王船出巡前往太爺公館福安宮的演變，雙方居民有
其各自不同的認知，灣裡地區大部分居民有「分香顯威」之說：
「早期灣裡萬年殿的所供奉之三府二千歲〈朱府千歲〉曾經在太爺庄顯神
威，與屏東萬年殿的發展頗為相似，於是乎每次只要萬年殿建醮的時候，太
爺庄就會前來邀請王船到庄內接受太爺居民的奉祀。相對的，只要太爺福安
宮建醮時，均會前來邀請灣裡萬年殿的王爺前往太爺福安宮鎮殿鑑醮。13」
而太爺、公館兩村居民則是有「三兄弟庄」之說：
「三百年前王船漂著於喜樹庄與灣裡庄之間，正當雙方居民陷入僵局之時，
請示王船上之三府千歲後，指示須由太爺公館地區居民前來將王船拖行上
岸，果真太爺公館地區居民約十人左右即可將王船拖行上岸，從此以後三地
建立起三兄弟般的深厚情誼，故灣裡建醮王船必定出巡太爺公館地區，而神
轎陣頭也必定繞境太爺公館地區。14」
由此可知，雙方對於王船出巡太爺公館有其各自的傳說，但由於年代已久，其
真假已不可考，並且在口耳相傳的過程裡，不斷添加各自群體主觀的詮釋，姑且不
論彼此觀點差異的多寡，然而雙方已為彼此緊密的往來關係提供相當的合理性，也
就是在如此傳統規範的影響之下，因此在此次王醮開始之前，灣裡萬年殿與太爺公
館福安宮之間的溝通與協調早已進行已久，甚至於今年國曆六月十四日(農曆五月
十一日)太爺公館福安宮、白砂崙萬福宮與二層行清王宮到訪灣裡萬年殿時，福安
宮委員們攜帶兩封請帖親自邀請萬年殿列位神尊、委員與信徒於建醮期間前往太爺
公館作客，此兩封請帖，一封上署名「灣裡萬年殿三府千歲 聖前」，內容如下：

13
14

同註 8，頁 80。
民國 98 年 9 月 20 日，於太爺福安宮廟埕前訪問福安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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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請
貴 萬年殿
三府千歲，列位尊神，聖前
艷陽永日，暑氣正濃，薰風微拂，
楊柳依偎，際會炎炎盛夏，貴殿 神威顯赫，
香火鼎盛，爐下大德，身體安康，
諸事迪吉，合境平安，為頌為賀也。
欣逢貴寶殿，民國九十七年，歲次戊子年，
貴殿戊子年，五朝王醮，祈福科儀法會，
聖駕出巡繞境，掃除千災，祈求
風調雨順，四時無災，合境平安。
恭請
三府千歲
五府千歲 聖 駕
王船公 代天巡狩
列位尊神
期盼 諸位執事 大德，
歡迎大駕參與
共襄盛舉，
如蒙悅納
俯允不勝
懇禱之至。
太爺村公館村福安宮
管理委員會
爐下信徒一同
敬邀
歲次戊子年蒲月吉日

諸位爐下信徒
管理委員會
建醮委員會
灣裡萬年殿

敦請
萬年殿

建醮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諸位爐下信徒

執事大德

艷陽高照，晴空萬里，暑氣正濃，
神威顯赫，香火鼎盛，爐下大德，

百花盛開，散出芬芳，四處飄香，
貴寶殿

身體安康，諸事迪吉，合境平安，為頌為賀也。
茲喜貴寶殿戊子年，五朝王醮，祈福
法會，聖駕出巡繞境，掃除千災，祈求

執事大德

風調雨順，四時無災，八節有慶，合境平安。
恭請
建醮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

敬邀

懇禱之至。

共襄盛舉，

諸位爐下信徒
大家參與

萬年殿

期盼

俯允不勝

歲次九十七年六月吉日

爐下信徒一同

管理委員會

太爺村公館村福安宮

如蒙悅納

另一封則是署名：「敦請
執事大德」，內容如下：

由這兩封請帖可以說明「要神也要人」的原則，分別邀請灣裡萬年殿諸位神尊
以及當地居民於醮典期間前往太爺公館地區作客，藉此強調太爺公館福安宮在王船
代天巡狩繞境期間的重要地位，以及灣裡萬年殿與太爺公館福安宮之間無可取代的
交陪關係。
至於王船停駐白砂崙萬福宮的時間也長達十一天之久，確實有別於其他庄廟短
期過境的性質，而灣裡萬年殿與白砂崙萬福宮之間交陪關係的建立，仍是依據彼此
居民的傳統認知重複實踐著，存在於灣裡地區的「風水」之說，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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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白砂崙萬福宮舊廟後方有一「虎穴」，凡建醮時，均會使某一名主會
首身亡，導致無人想拔筶選取主會首，後灣裡五府三王協助白砂崙萬福宮解
決此事，因此兩聚落之間往來頻繁，彼此建醮時都鼎力相助。15」
與白砂崙地區的「渡河」之說，內容如下：
「早期萬年殿建醮時，王船出巡至太爺後，返回灣裡時，因為二仁溪時無橋，
僅依靠竹筏渡河，那時白砂崙居民出動多艘捕魚用的竹筏幫助灣裡出巡隊伍
順利過河，從此以後聚落雙方居民一直保持著友好的關係存在。16」
也是在雙方如此的認知之下，除促使王船停駐白砂崙萬福宮時間有別其他過境
性質的庄廟外，而且在醮典期間雙方亦會相互支援陣頭出巡外境，因此在此灣裡萬
年殿醮典期間出境二層行清王宮與太爺公館福安宮時，皆支援宋江獅、飛龍陣、許
漢文遊江、和順軒、陳三五娘、金旨壇家將團、大鑼陣等陣頭與五府大王神轎，將
傳統認知以具體的行為反覆實踐著。
正因為上述灣裡萬年殿與太爺公館福安宮及白砂崙萬福宮之間深厚的交陪關
係，形成在醮典期間灣裡萬年殿必定出境此兩地，相對的，每逢此兩地建醮時，此
兩廟也會安排出境灣裡的行程。然而此次王醮與之前有所不同之處，即是在此次醮
典期間應二層行清王宮的要求首次出境二層行地區，故安排於架棚當日出境二層行
地區，至於此次出境的形成主要是由於清王宮於最近兩次的建醮活動裡（乙丑年五
朝祈安清醮、癸未年三朝祈安清醮）皆有出境灣裡地區的安排，但是灣裡萬年殿卻
無出境二層行地區的傳統，基於禮尚往來的立場，所以向灣裡萬年殿提出出境二層
行地區的要求17。但為協調出境的時間，卻發生意見出入的情形發生，主要是陣頭
人員皆為當地子弟所訓練來擔任的，為配合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周休二日，避免當地
子弟為請假所造成的困擾，故起先安排校棚與出境白砂崙萬福宮於同日（國曆十月
二十五日，農曆九月二十七日），後王船出巡太爺、公館與出境大甲、二層行同日
（國曆十一月二日，農曆十月五日），隔週再出境太爺、公館福安宮（國曆十一月
八日，農曆十月十一日）
，接著繞內境（國曆十一月九日，農曆十月十二日）
，此次
安排卻引起白砂崙萬福宮的反對，其認為往例皆是起醮鼓後，再出境白砂崙，相對
的，白砂崙萬福宮也是在起醮鼓才出境灣裡，因此堅持於起醮鼓後才出境白砂崙，
於是推翻最先的安排，更改為王船出巡太爺、公館福安宮與出境白砂崙同日（國曆
十一月二日，農曆十月五日）、隔週五出境大甲、二層行（國曆十一月七日，農曆
十月十日）
、週六出境太爺、公館福安宮（國曆十一月八日，農曆十月十一日）
，週
日繞內境（國曆十一月九日，農曆十月十二日），然而這樣的安排卻因為週五的行
程安排會影響工作且不易請假，因此擱置下來，最後二行清王宮向灣裡萬年殿表示
因為出境二層行前無往例，且週五出境對於二層行地區居民也有不便之處，而且當
出境太爺、公館福安宮當日，所有繞境陣頭依舊會過境二層行地區，那時已經起醮
鼓，算是起醮鼓後出境二層行，後經由灣裡萬年殿、白砂崙萬福宮、太爺公館福安
宮與二行清王宮協調之後決議於校棚當日出境大甲、二層行。此外，在討論過程裡，
15
16
17

同註 8，頁 130。
同上註。
民國 97 年 6 月 14 日，萬年殿戊子科建醮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裡，二行清王宮主任委員
時所提出的。

曾文隆先生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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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提及「醮鼓未起是否繞境」的合理性，認為校棚僅有拜主會，且不出黑旗，
回溯到甲子科（民國七十三年）出境喜樹，即因為未起醮鼓造成雙方居民的不悅，
因此到丙子科（民國八十五年）時並未出境喜樹，事關重大，故建議向王爺公擲筊
決定，避免糾紛，但未被委員會所接納。從上述討論之中可知「起醮鼓」儀式受到
當地居民的重視，而其儀式形式如以此次醮典為例，其日期時辰由擲筊請示主神來
確定，其內容則是由後場樂師與廟方工作人員先到廟埕的東南方一角，焚金鳴炮之
後，後場樂師自東南方焚金鳴炮之處敲響鼓聲，持續敲擊發出鼓聲進入醮壇之內，
至此象徵醮典科儀正式揭開序幕。
至於出境的形式，如以出境太爺公館的安排為例，首站即為太爺公館福安宮，
而繞境太爺公館福安宮的方式，則是交由太爺公館福安宮自行規劃，繞行範圍涵蓋
整個太爺公館福安宮的信徒範圍（如圖一），繞行範圍大致與福安宮壬午年三朝祈
安清醮繞內境的範圍相似，且繞境路線上家家戶戶皆設置香案與準備點心飲料來迎
接繞境隊伍，甚至於跪俯在地上鑽灣裡萬年殿三府大千歲的神轎轎底，就如同繞內
境時灣裡居民鑽轎底一般，當日其餘遶境的廟宇葉厝甲清水寺、圍仔內慈濟宮與草
仔寮忠興宮則是純屬過境拜訪的性質，故僅前往廟宇拜廟後即離開，其中也僅有草
仔寮忠興宮出轎迎接而已。而出境白砂崙萬福宮的方式，與出境太爺公館福安宮相
似，所繞行的範圍也是涵蓋整個白砂崙地區（如圖二），當地居民家家戶戶也一樣
設置香案迎接，只是沒有像太爺村與公館村兩村居民鑽轎底的行為出現。然而首次
出境大甲、二層行的路線（如圖三），仍然交由二行清王宮規劃，只是規劃路線與
清王宮癸未年三朝祈安清醮的拜壇路線相似，僅以繞行大甲、二層行地區廟宇為
主，先沿中正西路直達二行清王宮拜廟後，再由清王宮移接公堂，公堂移接萬龍宮，
萬龍宮移接慈濟宮，慈濟宮移接萬龍宮，萬龍宮移接清王宮中午休息區，下午用餐
完畢後出發，由公堂引導，再移接觀音寺，觀音寺移接澤清宮，澤清宮在聖兒幼稚
園移接清王宮，最後在迎賓門送駕，在繞境路線上較少香案迎接，且無鑽轎底的行
為出現。

圖一 灣裡萬年殿陣頭 太爺村、公館村繞境圖

從繞境談社群關係的分與合―以灣裡萬年殿戊子年王醮為例

圖二 灣裡萬年殿戊子年五朝王醮遶白砂崙境內路線圖

圖三 灣裡萬年殿戊子年五朝王醮出境清王宮路線圖

107

108

臺灣學研究．第七期

民國九十八年六月

二、繞內境
此次繞內境的安排，則是由於灣裡地區所涵蓋的範圍比其以前已擴大許多，且
於繞內境當日預定下午五時回廟安座，如此有限的時間實在無法繞行完畢，因此在
繞內境的安排上傾向利用出境回程的剩餘時間先繞行境內部分地區，如校棚當日出
境大甲、二層行之後，繞行南端工業區部分，以及出境白砂崙之後，下午繞行明興
路以東的地區，而繞內境當日則以灣裡路兩側地區為主，而繞境的方式，以繞行工
業區與明興路以東的話，則是以大街小巷挨家挨戶的繞行為主，除非路線規劃有礙
整個隊伍的行進，只要有進有出即可，但繞內境當日的路線規劃原先是由主任委
員、執行副主任委員與六里里長共同協調開會決定，初次規劃的路線仍以以大街小
巷挨家挨戶的繞行為主，之後部分委員卻以上次繞內境為例，認為下午所安排的路
線行程往往因為遵守踏火安座的預定時間而常被忽略，所有神轎皆直接前往踏火的
場地，造成下午繞行的區域居民的不滿，將其推翻重新協調安排，最後則採取僅繞
行境內所有大大小小的廟宇，並以角頭廟為優先，此外，也將武陣與神轎安排於前
半部，所有文陣安排於後半部，避免時間過長耽誤踏火安座的預定時間。
在繞境的過程裡，雖然當日飄著細雨，但是當地居民仍然設置香案與準備點心
飲料來迎接繞境隊伍，更釋放大量鞭炮恭迎神轎的到來，尤其是三府大千歲神轎通
過的同時，且不管地面潮濕皆跪俯在地上鑽轎底，無不表現出當地居民對於灣裡萬
年殿神祇的虔誠信仰，相當期待主神三府大千歲繞境所賜予無形的保佑。但由於當
日行程主要以境內角頭廟的繞行為主，且繞境隊伍的安排也與以往不同，造成當地
部分居民認為此次繞境不夠完善，因此決議於大年初一（國曆九十八年一月二十六
日），將以往的夜巡改為日巡，再次繞境灣裡所有地區。

肆、分與合
在灣裡萬年殿戊子年王醮所呈現的王船代天巡狩繞境、出境與繞內境等不同的
繞境型態裡，不僅從形式內容所表現的具體行為，或溝通協調所說明的抽象概念，
均說明著其各自獨特的象徵意義，特別是在社群關係上，以往繞內境（即為巡境）
從藉由神明繞境的儀式來肯定居住地域的界限，可以說是以繞境的方式來區分我群
與他群之間的差別，在醮典期間透過這種方式重複界定本身社群的界限，不但可以
增進社群內部的凝聚力量，將灣裡內部各個角頭化零為整連結起來，打破各個角頭
之間的界限，用以區隔或對抗其他的鄰近社群，與伊凡普里查（Evans Pritchard）
對於努爾人政治制度的描述不謀而合，即稱不同層次上或分或合的過程為「分裂與
融合〈fission and fusion〉
」18。他指出：
「政治群體間的分裂與融合是同一個分枝原
則的兩面；一個努爾部族和其下的劃分單位，就可以被視為這兩種矛盾又互補的傾
向所形成的一個均衡體系19。相同的，傳統的繞境型態（即繞內境或稱為巡境）在
社群關係裡對外具備一種「分」的象徵性意義存在，對內則是具備另一種「合」的
18

19

蔣斌，〈人文主義的社會人類學家―伊凡‧查理普〉，《當代人類學家》，(台北市，正中書局，1992 年)，
頁 231。
Evans Pritchard 著，渚建芳等譯，
《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北京，
華夏出版社，2002 年)，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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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灣裡萬年殿王醮裡，最獨特的地方即為王船代天巡狩繞境的型態，姑且不論此型
態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但以其現行的繞境型態，可以了解到其與二仁溪下游出海口
附近區域內的社群關係有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存在，更可藉由王船停駐時間的長短來
表達社群之間往來關係的深淺，相對來說，二仁溪下游出海口附近區域內的社群也
是透過灣裡萬年殿王船代天巡狩繞境來實踐存在於彼此之間的傳統意識，即從清代
以來二仁溪下游河道聯繫著當時糖業的集散中心〈即二層行〉與出口港〈即安平
港〉，將糖往內地運銷所形成的合作關係，使得「蘇杭十三行，不及台灣二層行」
的俚語深植於此地耆老的記憶之中20 ，藉此再次強化隨著時間逐漸淡化的往來關
係，換言之，灣裡萬年殿王船代天巡狩繞境將此區域內各個社群相互連結起來，在
繞境過程裡表現出居民傳統意識之中的「合」，即是一種緊密的合作關係，將早期
糖業運輸的互助行為以一種獨特的信仰行為來實現，但是在強調「合」的同時，卻
也不斷突顯灣裡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往來關係的「分」
，即是一種關係差異的分類，
這種繞境型態就是一種「分」與「合」同時存在的群體活動，不僅將社群之間的關
係具體化，並且將關係依照實際差異加以分類，可以說「合」中有「分」
，而「分」
外則有「合」
。
除此地王船代天巡狩繞境獨特的繞境型態外，出境的繞境型態也是與眾不同
的，可從出境雙方的互動到形式的差異來說明其特別的象徵意義，基本上此區域內
庄廟每逢醮典期間必定會依照傳統固定安排一至二個地區作為出境的目的地，正如
灣裡地區於醮典期間必定出境太爺、公館地區與白砂崙地區，此屆又再新增加二層
行地區。在出境的溝通協調裡，起醮鼓後出境似乎已成為此區域居民根深蒂固的傳
統規範，因為不管是出境太爺、公館地區或白砂崙地區均安排在起醮鼓之後，就連
王船代天巡狩繞境的出發日期也是選在起醮鼓當日，既使是利用校棚當日出境大
甲、二層行地區的安排，雖不在起醮鼓之後，但卻以過境的說法來符合起醮鼓後出
境的期待，因此要確實詮釋出境的象徵意義之前，必須對「起醮鼓」此一科儀有初
步的瞭解，就起醮鼓而言，又稱之為起鼓，在這裡指的是醮典科儀的開始，也就是
說在起醮鼓之後整個醮典才算是真正揭開序幕，如果以如此的定義來看出境，正符
合白砂崙萬福宮主任委員在拜訪灣裡萬年殿時所提及「灣裡建醮如同白砂崙建醮」
的說法21，因為醮典期間繞內境必定安排於起醮鼓之後，即科儀進行之後才開始繞
內境，兩兩比對之後，繞內境與繞外境有許多相似之處，唯一的差別只是一個是繞
行社群內部，另一個則是繞行與本身社群有良好關係的特定社群內部，與一般僅是
拜訪代表社群的庄廟的遊境型態不同，而是與繞內境的型態完全相同，即繞行社群
內部的大街小巷，有種「繞你們的境如同繞我們的境」的意義存在，將兩個社群透
過出境完全融合在一起，此時原本繞境過程所蘊含一種「分」的象徵性意義轉換成
為一種「合」的象徵性意義具體實踐於行為之中，更表達出境在此區域內的所具有
的特殊性。
在醮典期間灣裡萬年殿出境太爺公館地區、白砂崙地區與新增的二層行地區的
過程裡，雖然皆名為「繞外境」，但所進行的形式仍有些許的差異，而這些差異則
是具體反映出關係建立的先後順序，與其關係之深淺程度，出境太爺、公館地區就
如同視其為王船代天巡狩繞境的目的地的作法一樣，在雙方認知裡兩地之間的關係
20
21

盧嘉興，〈二層行溪與蟯港〉
，《南瀛文獻》
，10 卷合刊，(1965 年)，頁 152~153。
民國 97 年 6 月 14 日，萬年殿戊子科建醮委員會第九次會議裡，白砂崙萬福宮主任委員
會時，針對起醮鼓後繞境所作之說明。

吳進達先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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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為密切的，而這種認知則是具體表現在出境的過程之中，即跪俯在地上鑽灣裡
萬年殿三府大千歲的神轎轎底，就如同繞內境時灣裡居民鑽轎底一般，似乎在此刻
灣裡萬年殿三府大千歲於太爺公館居民的心中等同於其境內主神般崇敬，而且對於
路線的安排更與太爺公館福安宮醮典期間時繞內境的路線完全一致，將「你境如我
境」的認知表露無遺，除此之外，當地居民也透過熱烈招待陣頭與神轎的行為來表
達彼此之間深厚的交情。
而出境白砂崙地區的過程裡，其繞境路線的安排也與白砂崙萬福宮醮典期間時
繞內境相同，且一樣熱烈招待作客的陣頭與神轎，卻少見當地居民作出鑽灣裡萬年
殿三府大千歲的神轎轎底的行為出現，如此看來兩地居民間的關係比起灣裡與太爺
公館之間仍有所差異，但從相互出陣協助的往來上，持續實踐著交陪關係建立之初
彼此互助的歷史認知（即風水說或渡河說）
。至於出境此屆新增二層行地區的過程，
固然與上述兩個地區皆名為「出境」，但卻是以繞行大甲、二層行地區內各個庄廟
的「遊境」形式為主，與出境形式截然不同，著實說明彼此關係剛從一般關係轉變
特殊關係，雙方居民之間僅有一種禮尚往來的情感存在，並不如上述兩地建立已久
的交陪關係。
由此可見，在二仁溪下游出海口附近地區裡當地居民的繞境形式裡，不同的分
類代表著彼此社群之間的「分」
，更代表著多種的「合」
，其中繞內境的象徵性意義
除一般我群與他群的區分外，還有一種內部維繫群體的結合存在，而出境更有著在
社群間彼此融合、相互合作，以及過渡階段等不同的象徵意義存在，換言之，透過
繞境所呈現的種種分類，其所代表的則是將社群關係的差異具體化。

伍、結

論

對於「繞境」也許在以往的研究裡多偏重於繞內境的形式，其具有社會衛生學
與社群認同的功能，隨著時空的轉變，繞境對於社群的意義已有所差異，除將除穢
潔淨逐漸轉換成祈安賜福的作用外，更透過繞境將地方開發過程裡所形成的歷史記
憶再次呈現出來，藉以凝聚社群內部的向心力量，將我群與他群之間的界限短暫地
顯現出來，延續著分與合的傳統概念，對外強調「分」
，對內則是強調「合」
，即為
一種具備分枝原則的政治概念。
在二仁溪下游出海口附近地區的居民則將繞境分類從繞內境的形式，又有一種
出境的形式，且細分為「繞外境」與「遊境」，在具體實踐裡，遊境是僅是一種彼
此之間交陪關係的表達，屬於一種禮尚往來的互惠行為。而於「繞外境」的形式裡
仍有所差異，這些差異即代表著不同程度的社群關係，如灣裡萬年殿與太爺福安
宮、白砂崙萬福宮，以及二行清王宮之間的交陪關係，其中有情同手足的擬親關係、
胼手胝足的夥伴關係，以及盛情難卻的朋友關係等關係的分類。
如以灣裡萬年殿戊子年王醮為例，此區域在繞境的分類與實踐裡，繞內境具有
區分我群與他群的象徵意義，而在出境過程裡，更透過陣頭、神轎與居民的具體行
為，以及繞境路線的安排，強調出境在相同的名稱之下，代表著不同的象徵意義，
也是一種從分到合的轉變過程，多種社群關係的演變過程。換言之，在此區域內繞
境的分類已經成為社群關係的象徵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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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中華民國九十七年（歲次戊子年）五朝王醮行事表
行事

日期

擲主會、代公、
國曆四月十二日
黑旗、紅旗、道
農曆三月七日
長

王 船 取 槧

國曆四月二十日
農曆三月十五日

星期
六

日

修 理 王 船
王 船 墊 槧
王船開光點眼

國曆五月五日
農曆四月一日
國曆七月一日
農曆五月二十八日

ㄧ
二

王 船 出 廠

國曆七月五日
農曆六月三日

六

過

國曆九月二十七日
農曆八月二十八日

六

國曆十月十一日
農曆九月十三日

六

國曆十月十六日
農曆九月十八日

四

王 船 添 載

國曆十月十九日
農曆九月二十一日

日

架棚
出境二層行、
大甲

國曆 十 月二十五日
農曆 九 月二十七日

六

爐

請

新

王

豎

燈

篙

主會壇成立

時間

備註
請祭典組備妥相關籌備事宜主會等
十人自由捐獻
上午九時
擲得黑旗官需繳壹拾萬元整
擲得紅旗官需繳伍萬元整
主會首。全體委員、修船師、大轎一
頂，跳鼓一陣參加。
上午七時至九時
牲禮、敬果、紅圓、發粿、壽金、鞭
炮。
整天
開斧由東南角起手。準備湯圓。
牲禮、敬果、紅圓、發粿、壽金、鞭
上午八時
炮
凌晨丑時
牲禮、敬果、燒壽金、鳴砲
一時三十分
忌帶孝與做月子。
上午八時
牲禮、敬果、演戲、賞兵、燒金、鳴
炮。
三府到玉皇宮、五府到南鯤鯓、佛祖
往大崗山。各主會與負責委員分別往
上午九時出發
玉皇宮、南鯤鯓、大崗山。【各主會
下午三時回廟
派三名出席】。民眾自由參加。古典
陣頭、大轎按照分配參加。
在廟後海邊向西北角請。 全庄各戶
應辦香案。 主會、委員、大轎、南
上午八時
管、古典陣頭全部參加。民眾自由參
加。各里準備點心。
全庄各戶應辦香案拜湯圓【另三碗置
上午七時
在佛前拜】。豎立後燒金鳴炮。
整 天
牲禮、鮮花、敬果、燒金、鳴炮。
全庄各戶應添載：米、糖、鹽、豆【以
上應註明】、醬罐、木柴、壽金。提
整 天
前、延後均可，最晚要在王船出發前
添載完畢。
主會、古典陣頭、大轎全部參加。萬
年殿集合後，拜主會壇【正副十壇】
按照編隊順序（順序表另行印發）掃
街路在前、隨香殿後（在南管後面）
Æ主會【濟生堂】Æ副主醮【萬善宮】
Æ正三官首【杜明正】Æ副主壇【舉
喜堂】Æ副三官首【馬鎮宮】Æ二層
上午六時
行清王宮Æ公堂Æ萬龍宮Æ慈濟宮
中午十二時在清王宮前廣場休息、下
午一時出發Æ觀音寺Æ澤清宮Æ主
普【南門宮】Æ灣裡工業區Æ副主會
【保安宮】Æ副主普【聖化堂】Æ主
壇【昭應殿】Æ主 醮【海口宮】Æ
萬年殿【交通管制】
本境各角頭廟、私廟的轎輿不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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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國曆十月三十一日
農曆十月三日
王

星期
五

國曆十一月一日
農曆十月四日

六

國曆十一月二日
農曆十月五日

日

入醮

國曆十一月六日
農曆十月九日

四

民俗藝文活動

國曆十一月七 日
農曆十月十日

五

起

醮

鼓

王船出巡往
太爺、公舘
出境白砂崙萬
福宮

出
境
國曆十一月八日
太 爺、公 舘福
農曆十月十一日
安
宮

遶
內
境
踏 火、安 座

普

謝

國曆十一月九日
農曆十月十二日

六

日

渡

燈

篙 國曆十一月十五日
農曆十月十八日
謝
壇
國曆一月十八日
王 船 入 廠
農曆十二月二十三日
國曆一月十九日
送
新
王
農曆十二月二十四日

六

日
ㄧ

時間

備註
萬皇宮、慈濟宮、忠興宮、萬龍宮、
天福宮、觀音寺、澤清宮、
下午三時
福安宮、萬福宮、清王宮、公堂、竹
篙厝上帝廟（仁和宮）、屏東萬年殿
台北萬年殿
各主會應輪派一人在廟內參拜；各主
會壇應有專人管理。即日起、各戶燈
丑時（凌晨二時
篙煮油另由道士通知貼門聯。食素、
五十分）
即日起至十月九日止【主會、道長、
代公、委員及執事人員】
。
主會、古典陣頭、大轎全部參加。按
照編隊順序（順序表另行印發）掃街
路在前、隨香殿後（在南管後面），
上 午 七 時 出
王船行陸路至太爺。後至白砂崙遶
發
境，回境遶灣裡明興路東社區【交通
管制】本境各角頭廟、私廟的轎輿不
准參加
道長入醮
整天
入醮後解除素食可食葷
國曆十月五日起至農曆十月十二日
止、藝文活動在萬年殿前廣場天天演
下午七 時
出。【活動內容表另行印發】
【可宴客】
主會、古典陣頭、大轎全部參加。掃
街路在前、隨香殿後（順序同往白砂
崙）往太爺、公舘遶境。出境路線：
經大甲、二層行至太爺公舘中午十二
時在太爺指定的地點休 息。下午一
上午五時出 發 時出發繼續遶境。 Æ葉厝甲Æ圍仔
內Æ草仔寮Æ白砂崙Æ回灣裡。（上
午出境與下午回境的時段交通管
制）。
【可宴客】
本境各角頭廟、私廟的轎輿不准參
加。
陣頭順序同出境（遶內境路線圖另行
印發）。全庄各戶應辦香案。中午休
上午七時出發
息地點：
【工業區北側】
。下午五時安
座。晚上（全庄宴客）
。 全庄上午六
時起至晚上十一時【交通管制。】
全庄各戶參加。每里一陣、正副主會
下午六時
各一陣，總計十六陣。按里別排列。
普渡場所擇定後再行通知。
卸燈篙時、燈篙孔要放鐵釘、稻子、
古錢、鉎子、圓豆、木炭。湯圓三碗，
上午七時
放在燈篙旁，卸下後燒金、鳴炮。
牲禮、敬果、鮮花、燒金、鳴炮。
牲禮、敬果、鮮花、演戲、賞兵、燒
下午三時
金、鳴炮。
請祭典組備妥相關籌備事宜。參與陣
上午七時
頭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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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igious Parade to the Fission and Fusion of
Communities：The Case Study of Wan-Nien-Palace’s
Wang-Chiau in Wan-Li , 2008.
Lin, jiun-hu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religious parade” in the past mostly emphasize social hygienics and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With the change of space and time,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the
religious parade for communities are different. Local religious parades develop the typical
forms in opposition to the differences of meanings. The religious parades in the nearby region
of the Erh-Jen River’s downstream are classified as inside and outside. We can find the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parades outside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relations among communities
as kinship, partnership, and friendship. In the Case Study of Wan-Nien-Palace’s Wang-Chiau
in Wan-Li , 2008, we find religious parades inside can be classified as in-group and out-group.
Religious parades outside have the same name, but they represent different symbols. They are
the shifts from fission to fusion, and the shifts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classifications of
religious parades have been the symbols of social relations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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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Nien-Palace, The Religious Parade, Wang Boat patrolling, The Relations of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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