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媽祖助水千里眼 順風耳

媽祖出巡儀仗



1.媽祖生平與事蹟

（1.）出生日期：
生於宋太祖建隆元年（西元960年）農曆三月廿
三日，卒於宋太完雍熙四年（西元987年）農曆
九月初九日，享年28歲。

（2.）家世背景：
「媽祖」林默娘是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湄洲嶼人，
父林愿，母王氏，世居莆之湄洲嶼。出生前，家
中已有一兄五姊，因哥哥體弱多病，母親為求再
添一子，向觀世音菩薩祈願，結果生下第六女
（張燮《東西洋考》）。據說：林默娘出生時，
紅光滿室，異氣氤氳。由於生而彌月不聞哭聲，
故取名「默」，小名「默娘」。從小茹素，信仰
佛教， 燒香禮佛，與觀世音菩薩的因緣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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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世背景：
根據宋代史料文獻記載，媽祖的父親林愿，是宋朝
官員，擔任福建都巡檢；母親王氏，賢慧慈和。林
家祖先原籍河南，世代都是官高爵顯，更是福建的
望族。在媽祖出生之前，林家已經育有一男五女，
但是唯一的獨子體弱多病，王氏於是早晚焚香祝禱
，祈求觀世音菩薩再賜麟兒，盼能光耀林家的宗嗣
，使後代綿延興旺。也許是「心誠則靈」吧。一天
晚上，王氏在睡夢中，看到觀音菩薩賜給她一粒藥
丸，吞服之後，果然不久就懷有身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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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生經歷：
媽祖四、五歲的時候，曾經跟隨父親到浙江定海
普陀山遊玩，當時她禮拜觀世音菩薩，宛如見到
故人一般，目不轉睛地注視著菩薩像，久久不肯
離去。從此之後，媽祖似乎受到觀音菩薩的感應
，開始擁有特殊的神力，不但聰明穎悟，過目成
誦，並且精通經文，十歲開始就經常焚香禮佛，
朝夕誦經，不曾稍懈。她甚至具有預知吉凶禍福
，幫人消災解難的能力，尤其敬愛兄姐，對父母
孝順有加，因此廣受鄉里村人的讚賞。 媽祖從小
就具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她的慈悲一如觀世音菩
薩，正是因為慈悲，使她得以更具神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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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生經歷：

有位玄通老道士，因為接受觀音菩薩囑咐，在媽
祖十三歲那年，穿著一身破爛衣服，翩然來到林
家化緣。媽祖一見，不但不覺得討厭，反而誠心
誠意把他請進室內，獻上一杯茶，恭敬地在一旁
接待，不論老道士如何刁難考驗，媽祖一直都是
誠懇以對。老道士深受感動，於是傳授給她「玄
微祕法」，幫助她日後救渡世人。 另外，在媽祖
十六歲的時候，於自家庭院的古井旁，遇到一位
面目猙獰的神人，授給她一個「銅符」，使她一
身的法術更加靈通萬變，觀井得符，從此在鄉里
間驅邪救危，受到大眾的愛戴。島上鄰居給她
「通元靈女」稱號。



【玄通傳法】

【靈符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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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媽祖的傳說：

媽祖的神通，最為膾炙人口的，就在十六
歲這一年，有一天，媽祖的父親與兄長一
同出海，突遇天氣轉變，颶風大作，狂濤
怒撼。當時媽祖正在家中織布，預感到父
兄駕舟在海上，必然凶多吉少，可能隨時
都有沈船的危險。於是媽祖伏在織布機上
，閉起一隻眼睛，一手拿著織布梭子，一
手拉著絲線，雙腳踏在機軸上，神情就像
乘風破浪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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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媽祖的傳說：夢中救親

母親王氏在一旁，看到這個情景，不免奇怪，因
此連喊幾聲，媽祖都沒有回應。母親於是上前拉
拉她的手臂，媽祖一驚，忽然醒來，手中的梭子
「碰」一聲，應聲落地。媽祖看著母親，傷心含
淚說：「父親及時救上，安然無恙，哥哥已經沈
沒海中身亡了。」 原來媽祖伏在織布機上，當時
已經入定出神，她腳踏機軸，宛如站在舟上，一
手拉著父親船頭的碇繩，另一手掌著兄長的船舵

，突然被母親拉醒，手中的梭子摔到地上，兄長
的船便翻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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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媽祖的傳說：救父尋兄

不久，林愿從海上回來，一路哭啼，王氏一見兒子沒有歸來，心
知已經遇難，即刻悲痛昏厥過去。隔天大浪還未平靜，媽祖就
奮勇駕著船出海，在茫茫大海中找到兄長的遺體，帶回安葬。
經過這次「救父尋兄」的事件後，媽祖孝悌的行儀美名，即刻
傳遍鄉里，從此大家都尊稱她為「神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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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於媽祖的傳說：化草成木
隔年春天，有一艘商船經過湄洲嶼海域，忽然遇到
濃霧而觸礁，船底破漏，時刻都有沈沒的危險，船
上商人個個驚慌失措，高聲呼救。這時媽祖正在家
中誦經禮佛，隱約聽到海上傳來十分淒慘的呼救聲
，於是祭起銅符察看，發現一商船觸礁即將沈沒，
趕緊請漁民們出海搭救，可是海上風浪巨大，濃霧
茫茫，誰也不敢前去冒險。媽祖見此危狀，情急之下，
就在海邊拔了數叢小草往海中一拋，頃刻間，海面
浮出了無數的大杉木，一根根並列，把遇難商船駕
住，緩緩駛到湄洲嶼。由於媽祖「化草成木」

，因此救了眾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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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媽祖的護衛：

傳說裡，替媽祖察、聽
世情的兩大駕前護衛神

，分別為左手持方天畫
戟，右手舉至額前做遠
視狀的千里眼（又稱金
精將軍） ，以及左手
持月眉斧頭，右手舉至
側耳作聽音狀的順風耳
（又稱水精將軍）。



【媽祖收伏二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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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料中對媽祖的生卒年與家世，有多種記載：
• 現存關於媽祖最早的文獻，是南宋廖鵬飛於紹興二十年

（西元1150年）所寫的〈聖墩祖廟重建順濟廟記〉謂：
「世傳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洲嶼人。初以巫祝為事，
能預知人禍福……」

• 南宋李丑父《靈惠妃廟記》：「妃林氏，生於莆之海上湄
洲」。

• 南宋李俊甫《莆陽比事》「湄洲神女林氏，生而靈異，能
言人休咎，死廟食焉」。

• 宣和五年（西元1123年），「給事中路允迪出使高麗，道
東海。值風浪震盪，舳艫相衝者八，而覆溺者七。獨公所
乘舟，有女神登檣竿為旋舞狀，俄獲安濟……」，於是路
允迪返國後，上奏朝廷請封，詔賜「順濟廟」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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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史料中對媽祖的生卒年與家世，有多種記
載：

• 明萬曆四十五年（西元1617年）張燮《東
西洋考》：「天妃世居莆之湄洲嶼，五代
閩王林愿之第六女，母王氏。妃生於宋建
隆元年（西元960年）三月二十三日。始生
而變紫，有祥光，異香。幼時有異能、通
悟秘法，預談休咎無不奇中。雍熙四年
（西元987年）九月九日升化。」具有神通，
能預知未來吉凶，故死後受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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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史料中對媽祖的生卒年與家世，有多種記載：

• 文獻上有關媽祖身世，自宋代至明代，都說媽祖
係宋代福建興化府莆田縣湄洲嶼人氏，但皆未言
其名諱。台灣民間所言媽祖姓林名默娘，遲至明
末昭乘和尚撰《天妃顯聖錄》流傳之後才形成。

• 據莆田縣志云：「宣和癸卯給事中路允迪使高麗，
中流震風，八舟七溺，獨路所乘，神降于檣，安
流以濟，使還奏聞，特賜「順濟」廟額。紹興己
卯（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西元1159年），江口海
寇猖獗，神駕風一掃而去，其年疫，神降于白湖，
去潮尺許，堀坎湧泉，飲者輒愈，封「昭應崇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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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史料中對媽祖的生卒年與家世，有多種記載：

• 康熙二十年，舟師南征大捷，提督萬正色以妃靈有反風之
功，聞於朝，加封昭靈顯仁慈天后，遣官致祭.雍正十一
年總督郝玉麟奏請省會神祠照龍神例，督撫主祭並令各省
有江海處所，一體葺祠致祭。」

• 歷朝累褒封號，春秋致祭載在祀典。乾隆五十二（西元
1787年）年敕封「天上聖母」，御賜「恬瀾昭貺」匾額。
五十三年，加封「顯神贊明」。

• 「媽祖」是道教的神祇之一，後人對林默娘昇化後尊稱
「天上聖母」，或「媽祖婆」。媽祖信仰起源於福建沿海
地區，而後隨著人口外移，將媽祖信仰傳播到世界各地。



2.媽祖信仰的起源與考證

• 宋太宗雍熙四年（西元987年）農曆九月初九日
重陽節，白日飛昇，年二十八歲。此後，經常穿
朱衣，飛翔海上，島上的人為她立祠膜拜，威靈
屢顯，護國佑民。

• 媽祖在世時，一直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精神
，行善濟世，遠近馳名，有口皆碑。直到宋太宗
雍熙四年（西元987年），媽祖二十八歲那年的
重陽日，傳說媽祖在湄嶼得道昇天。許多鄉民眼
見媽祖端立在彩雲上，冉冉升空，又隱約聽見悅
耳的絲管仙樂之聲，雲中許多金童玉女，握旌旗
，頂彩傘，若隱若現簇擁著媽祖昇天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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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後，湄洲島上時常香霧瀰漫，曾經有多人看到媽祖身著
朱衣，飛翔於海上，神靈屢顯，救助遇難漁民無數。鄉民
感其德澤，於是在湄嶼山上建祠供奉，尊稱她為「通賢靈
女」，並在湄峰摩崖刻上「昇天古蹟」四大字，世人相率
奉祀。

• 根據史料記載，宋元明清幾個朝代，都曾對媽祖多次褒封，
總計宋朝十四次、元朝五次、明朝兩次、清朝十五次，封
號從「夫人」、「聖妃」、「天妃」、「天后」到「天上
聖母」等。其中咸豐七年（西元1857年）所封的「護國庇
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佑
安瀾利運澤覃海宇恬波宣惠導流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衛
漕保泰振武綏疆天后之神」，竟多達六十四個字

，可見媽祖受到朝廷的敬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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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在宋徽宗宣和四年（西元1122年），因路
允迪出使高麗海難事件，御賜「順濟」廟匾，此
為媽祖首次受到官方的褒揚，當時媽祖信仰可能
已在民間流傳久遠。

• 而媽祖第一次得到皇帝冊封，則在宋高宗紹興二
十六年（西元1156年），封為「靈惠夫人」。隔
二年加封「昭應」，而後孝宗時又因救瘟疫、平
海寇等神蹟再加封「靈惠昭應崇福善利夫人」。
至宋光宗昭熙年間又以連年救旱救疫晉封「靈惠
妃」，自此至宋亡皆封為「妃」級。



2.媽祖信仰的起源與考證

• 到元朝因航運的發達，媽祖信仰日益普及，媽祖
的地位也愈來愈崇高。元世祖至元年間，以媽祖
保護漕運晉封「天妃」，此後成宗、文宗、順帝
皆有加封，而位階仍為「天妃」階級，其原因都
與保護漕運有關。

• 明成祖三年（西元1405年）曾恢復「靈惠夫人」
封號，隔二年又封為「聖妃」，至永樂年間，因
派遣鄭和下西洋尋找惠帝、宣揚國威，由於航海
需仰賴媽祖安定軍心，又加封為「天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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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鄭經敗走廈門，退
守台灣，清廷為爭取台灣民心，乃封媽祖為「護
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康熙二十三年
（西元1684年）施琅將軍攻克台灣，為避免功高
震主引來殺機，託言媽祖顯靈助戰，同年康熙冊
封媽祖為「天后」，成為位階最高之女神。

• 媽祖是救濟海上遇難之生民。據傳，媽祖有隨從
「千里眼」、「順風耳」，能解救於千里之外。
媽祖常穿朱衣，乘雲遊於島嶼之間。如果海風驟
起，船舶遇難，只要口誦媽祖聖號，媽祖就會到
場營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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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帝王對「媽祖」的冊封，從宋徽宗到清咸豐皇帝為止，媽祖受各代皇帝褒封多次，
由「夫人」、「妃」、「天妃」，直至「天后」。維基百科做了統計：

宋朝
• 1.宣和五年（西元1123年），「給事中路允迪出使高麗，道東海。值風浪震盪，舳艫

相衝者八，而覆溺者七。獨公所乘舟，有女神登檣竿為旋舞狀，俄獲安濟……」船員
說是湄州女神顯靈，於是路允迪返國後上奏宋徽宗請封，詔賜「順濟」廟額。

• 2.紹興二十六年（西元1156年），宋高宗封「靈惠夫人」。
• 3.紹興三十年（西元1160年），宋高宗加封「靈惠昭應夫人」。
• 4.乾道二年（西元1166年），宋孝宗封「靈惠昭應崇福夫人」。
• 5.淳熙十二年（西元1184年），宋孝宗封「靈慈昭應崇福善利夫人」。
• 6.紹熙三年（西元1192年），宋光宗詔封「靈惠妃」。
• 7.慶元四年（西元1198年），宋寧宗封「慈惠夫人」。
• 8.嘉定元年（西元1208年），宋寧宗封「顯衛」。
• 9.嘉定十年（西元1217年），宋寧宗封「靈惠助順顯衛英烈妃」。
• 10.嘉熙三年（西元1239年），宋理宗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妃」。
• 11.寶祐二年（西元1254年），宋理宗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
• 12.寶祐四年（西元1256年），宋理宗封「靈惠協正嘉應慈濟妃」。
• 13.開慶元年（西元1259年），宋理宗封「顯濟妃」。
• 14景定三年（西元1262年），宋理宗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



2.媽祖信仰的起源與考證

元朝
• 15.至元十五年（西元1278年），元世祖封「護國明著靈惠協正善慶

顯濟天妃」。
• 16.至元十八年（西元1281年），元世祖封「護國明著天妃」。
• 17.至元二十六年（西元1289年），元世祖封「護國顯佑明著天妃」。
• 18.大德三年（西元1299年），元成宗封「輔聖庇民明著天妃」。
• 19.延佑元年（西元1314年），元仁宗加封「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

妃」。
• 20.天曆二年（西元1329年），元文宗封「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

妃」。
• 21.至正十四年（西元1354年），元惠宗（元順帝）封「輔國護聖庇

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
• 明朝
• 22.洪武五年（西元1372年），明太祖封「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
• 23.永樂七年（西元1409年），明成祖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

濟天妃」。



2.媽祖信仰的起源與考證

清朝
• 24.康熙十九年（西元1680年），清聖祖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

普濟天妃」。
• 25.康熙二十三年（西元1684年），清聖祖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仁

慈天后」。
• 26.乾隆二年（西元1737年），清高宗封「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群

生天后」。
• 27.嘉慶五年（西元1814年），清仁宗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

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讚順垂慈篤祐天后」。
• 28.道光十九年（西元1839年），清宣宗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

普濟福佑群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祜安瀾利運澤覃海宇天后」。
• 29.咸豐七年（西元1857年），清文宗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

濟福佑群生諴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祜安瀾利運澤覃海宇恬波宣惠道
流衍慶靖洋錫祉恩周德溥衛漕保泰振武綏疆天后之神」。

• 30. 2009年10月，媽祖信仰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
產代表作名錄。

•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媽祖」詞條http://zh.wikipedia.org/zh-
hant/%E5%AA%BD%E7%A5%96）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 「天上聖母」是海神，靠海維生的閩浙沿
海一帶居民，早已視之為海神供奉。台灣
遠處海中一隅，先民遠渡重洋謀生，為祈
渡海平安，紛紛奉祀天后，是必然的趨勢。

• 媽祖在宋太宗雍熙四年（西元987年）昇化
後，媽祖信仰已在民間流傳。媽祖因救瘟
疫、平海寇、救旱等神蹟晉封，地位也愈
來愈崇高。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 （1.）鄭和與天妃信仰傳播海外

明朝永樂年間，三寶太監鄭和帶領二萬七千

餘官兵，乘百餘艘巨舶，七下西洋；大海茫

茫，「烈風陡起，怒濤如山，危險至極。舟

人驚駭，倉忙無措，仰賴神靈顯然臨庇，甯

恬無虞」。鄭和的水手多數是從福建、廣東

、浙江三個沿海省份招募而來；他們之中很

多回鄉或流居海外，也把供奉天妃的信仰傳

播出去。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 鄭和為了答謝天妃的功績，曾奏請朝廷在南京龍
江關建立一所天妃宮，蒙明成祖御賜紀文。鄭和
又奏請朝廷在大隊官兵駐紮的福建長樂港建立天
妃宮作為官兵祈禱之所。

• 鄭和船隊聚集在天妃宮下，等候信風出航；出行
前鄭和帶領二萬七千餘官兵在天妃宮舉行大規模
祭祀典禮，點燃香燭，供奉犧牲，祈求神靈保佑。

• 鄭和船隊中供奉天妃，晝夜香火不斷，各船專設
「司香」一名，不管其他事務。每天清晨舶主帶
領船員向天妃娘媽頂禮。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 宣德七年（西元1431年），鄭和奉聖旨往湄洲嶼天妃宮拜
祭。

• 鄭和每次下西洋回國，必定新修各處天妃宮，或擴修殿堂，
或種植青松翠竹；在南京靜海寺、太倉天妃宮。鄭和在劉
家港天妃宮和福建長樂南山寺，都立天妃紀念石碑，將下
西洋的成功，歸功於天妃的神佑。天妃娘娘成為明朝海軍
的守護神。

• 在明朝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時期，隨著大量而不間斷的華
人海外移民活動，媽祖信仰的傳播範圍，廣至東亞及東南
亞各沿海地區港口，可見媽祖廟的蹤影。此後，隨著華人
遠渡重洋到歐洲和美洲，這些地方也開始有了媽祖廟。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 （2.）媽祖的誕生地恢復信仰

媽祖的誕生地福建是媽祖信仰最盛的地方

，僅在媽祖的家鄉莆田一地，就有不下百
座的媽祖廟。在民國以前，福建沿海各府
縣，每縣都有幾十座媽祖廟。如今，福建
各地的媽祖廟數量仍十分龐大，香火旺盛。
媽祖文化甚至深入到內陸的閩西客家山區。
福建的媽祖廟中有三座被列為中國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 （2.）媽祖的誕生地恢復信仰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媽祖信仰遭
到嚴重的打擊，許多宮廟和神像被毀

。譬如媽祖信仰發源地湄洲島上的廟
宇和相關文物，就在文革中被摧毀殆
盡，包含分身大媽。只有少數廟宇如
莆田文峰宮，在文革時將媽祖神像藏
於郊區的古井中，保住了神像。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 （2.）媽祖的誕生地恢復信仰

泉州天后宮則是因為曾被當作工廠使用，因此躲
過被摧毀的命運。

改革開放後民間信仰逐漸恢復、加上兩岸交流，
媽祖信仰重新活絡。又因為媽祖信仰中獨特的
「進香、刈火」習俗，台灣各媽祖廟為求增加本
身與祖廟的連結，紛紛前往湄洲捐獻資金興建宮
殿或牌樓等建物，使湄洲島上的媽祖宗教建築迅
速增加。



3.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媽祖信仰與播遷

• （3.各地的媽祖信仰不斷增加）

中國大陸：福建、廣東、江蘇、浙江、天
津、山東、湖南、四川、山西、安徽。

大陸以外地區：香港、澳門、臺灣、日本

、琉球、泰國、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越南。



4.媽祖信仰進入台灣的幾個關鍵階段

• 台灣人最普遍信仰的神明，無論城市或村
庄，無論海濱或山上，都可看到媽祖廟。
有些媽祖廟信仰中心跨好幾個縣市，例如

：大甲鎮瀾宮、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

。每年農曆三月，形成全台「瘋媽祖」的
熱潮。祭祀媽祖的活動，除了「媽祖生」
的慶賀誕辰之外，參與進香或迎媽祖遶境
的活動，將媽祖信仰的直接導入生活領域

，成為大街小巷應景的話題。



4.媽祖信仰進入台灣的幾個關鍵階段

• （1.）最早傳入台灣的媽祖信仰

媽祖信仰從福建東南沿海擴及台灣、澎湖，始於明朝末年
沿海商隊在台灣西岸進行貿易，以後隨著漢人聚落逐漸在
台灣中南部平原生根，由澎湖而擴及台灣雲嘉南沿海一帶，
再由此兩地向南北擴張，分布到台灣各地。
媽祖廟也隨著漢人的墾殖，在各地村落形成媽祖廟祭祀圈，
首先以明萬曆年間澎湖馬公天后宮為首廟。台灣本島建置
最早的媽祖廟，跟據蔣毓英所修的《台灣府志》所載，鄭
芝龍在諸羅縣開墾的莊寨，開始有迎媽祖聖像立小祠祀之
的紀錄。在魍港或稱蚊港（今布袋鎮好美里虎尾寮）的總
寨，鄭芝龍迎媽祖聖像於青峰闕砲台邊立小祠祀之，此為
本島建置年代最早的媽祖廟。青峰闕媽祖廟復建於布袋鎮
好美里，號「太聖宮」。太聖宮媽祖聖像，經台灣省文獻
會及教育部鑑定為明朝媽祖。台灣明朝時期所建媽祖廟有
二座，另一座在嘉義縣朴子市配天宮。



4.媽祖信仰進入台灣的幾個關鍵階段

• （2.）鄭成功登陸台南

明末清初鄭成功到台灣時，船到台南的外
海，因為退潮，海水太淺，船隻無法登陸

。於是鄭成功就在船頭虔誠地禮拜神明，
希望求助神明的力量，能夠幫助他度過難
關。結果不可思議的是，剎那之間海水忽
然漲了起來，鄭成功因此得以順利登陸。
上了岸之後，發現岸上有一座媽祖廟，全
體士兵一時口耳相傳，大家相信，這是靠
著媽祖的庇祐，才得以順利登陸。



4.媽祖信仰進入台灣的幾個關鍵階段

• （3.）最早傳入高雄的媽祖信仰

旗津區的旗後天后宮，是高雄市歷史最古老的寺廟，其初
創可遠溯自清康熙十二年（西元1673年）。據傳當時有福
建漁民因避颱風而漂至旗後，知道這裡有一處美好的天地。
過後再邀同鄉漁民攜眷前來定居，由徐阿華及同鄉六戶移
民從家鄉帶來媽祖神像以草寮供奉。至康熙三十年（西元
1691年）移民人口日漸稠密，各姓族人乃立開墾契文，並
聚資鳩工庀材建造一座較正式的媽祖廟，奠定了日後的基
礎。光緒十三年（西元1887年）有洋商張怡記等號重修。
民國十五年，蔡吉六等再度籌資改建，採用福州的紅磚、
木材、石塊等始較壯觀。民國三十七年，信徒蔡文賓等人
又出資重修一次，今廟內香火鼎盛，廟門兩支石柱鐫刻著：
「天惠遍施工賈利；后恩廣被顧漁亨」，將漁民的心聲表
露無遺。



5.媽祖信仰對台灣鄉土文化紮根的影
響層面

• 媽祖信仰的台灣化，加速媽祖文化的傳播

。媽祖由海神而成為有求必應之神，如同
觀世音菩薩「聞聲救難」，在各國沿海華
裔社區普遍信仰。媽祖的的海神信仰，已
成國際性的宗教信仰，有華人的地區，就
有媽祖駐在的廟宇。

台灣形成媽祖信仰的宗教文化，不但具有
台灣宗教信仰的特色，也開始向對岸大陸
及華人世界散播。



5.媽祖信仰對台灣鄉土文化紮根的影
響層面

• 各地媽祖的祭典，各式各樣的熱鬧陣頭，也因此
帶動各項民俗陣頭技藝的發展，並將民俗藝術藉
媽祖祭典儀式傳承下去。全台規模最大的媽祖遶
境陣頭，比專制時代皇太后出宮的儀仗還有看頭。
以大甲鎮瀾宮儀仗為例，包括：頭旗、頭燈、三
仙旗、報馬仔、開路鼓、大鼓陣、頭香、貳香、
參香、贊香、繡旗隊、福德彌勒團、彌勒團、太
子團、神童團、哨角隊、莊儀團、卅六執事、轎
前吹、娘傘、令旗、馬頭鑼、大轎等，聲勢浩大，
世界唯一。



6.台灣保存媽祖信仰對兩岸宗教交流
的影響力

• 媽祖的信仰，是從福建東南沿海播遷到台灣。而
媽祖信仰在台灣形成豐厚的宗教文化之後，近年
透過兩岸密切的宗教交流，又從台灣回傳至福建
原生地湄洲島。台灣各種信仰中有個習俗，分香
的廟宇神明，每逢祖廟神明聖誕，須回娘家「進
香、刈火」以求增加本身與祖廟的連結。因此，
兩岸開放宗教交流後，台灣的媽祖廟紛紛前往湄
洲島祖廟進香，捐獻資金興建湄洲島宮廟或牌樓，
使湄洲島上的媽祖廟建築更加熱鬧。



6.台灣保存媽祖信仰對兩岸宗教交流
的影響力

• 根據2003年11月21日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wh/whsd/00148127.html

• 撰文「媽祖文化：連接兩岸的一條感情紐帶」指
出：

與往年一樣，正在福建湄洲島舉辦的“第五屆福
建湄洲媽祖文化旅遊節”，吸引了大批台灣信眾。
在這個媽祖文化的發祥地，不僅看到了眾多來自
台灣的香客，還從媽祖祖廟的一塊塊石牌、一根
根柱子、一張張紙上頻頻讀到了台灣信眾的“誠
心”。

http://big5.huaxia.com/wh/whsd/00148127.html


6.台灣保存媽祖信仰對兩岸宗教交流
的影響力

• 媽祖的信仰，是從福建東南沿海播遷到台灣。而
媽祖信仰在台灣形成豐厚的宗教文化之後，近年
透過兩岸密切的宗教交流，又從台灣回傳至福建
原生地湄洲島。台灣各種信仰中有個習俗，分香
的廟宇神明，每逢祖廟神明聖誕，須回娘家「進
香、刈火」以求增加本身與祖廟的連結。台灣民
眾從明末開始，一直就有渡過海峽到湄州島朝拜
媽祖，以及從大陸的媽祖廟請媽祖神像回台灣供
奉的習俗。因此，兩岸開放宗教交流後，台灣的
媽祖廟紛紛前往湄洲島祖廟進香，捐獻資金興建
湄洲島宮廟或牌樓，使湄洲島上的媽祖廟建築更
加熱鬧。



6.台灣保存媽祖信仰對兩岸宗教交流
的影響力

• 隨著媽祖從一個民間女子逐漸演變為“天后”、
“天上聖母”，媽祖信仰也逐漸從湄洲島走向全
世界，湄洲祖廟也很快成為媽祖文化的聖地和海
內外媽祖信眾崇仰的中心。據統計，目前全世界
共有媽祖廟近5000座，信奉者近二億人，近年來，
專程到湄洲媽祖祖廟祭拜的信徒年均已達百萬人
次。

• 台灣地區是全球媽祖信徒最集中的地方，目前島
上有大小媽祖廟800多座，信眾逾千萬，每年專
程到湄洲媽祖祖廟祭拜的台灣信徒均在10萬人以
上。



6.台灣保存媽祖信仰對兩岸宗教交流
的影響力

• 媽祖的影響力由福建湄洲傳播開來，歷經千百年，對於東
亞海洋文化及中國沿海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被學者們稱
為「媽祖文化」。媽祖是中國沿海人民所崇仰守護航海的
女神，祂對漁民救苦救難，因此被奉為海上的守護神，甚
至國際人士尊稱為「中國女海神」。在台灣的民間信仰裏

， 「媽祖」是最普及的神明，媽祖信仰已有千年歷史，廟
宇最多的就是台灣。在台灣的媽祖廟、天后宮，多達五、
六百座以上，其中如北港朝天宮的香火之鼎盛，每年進香
信徒人數高達百萬人次；一年一度的大甲及北港媽祖繞境
出巡，更是動員數十萬人，其信仰向心力之大，香火之盛，
已經跟佛教的觀世音菩薩沒有兩樣。



7.傳播媽祖信仰對旅外華人的凝聚力

• 媽祖是從中國閩越地區的道教神仙信仰演化而來

，隨著影響力的擴大，又納入儒家、佛教和道教
的因素，最後以海神脫穎而出，成為閩台海洋文
化的重要元素。

• 自北宋開始，「媽祖」神格化後，受人建廟膜拜

。復經宋高宗封為靈惠夫人，成為朝廷承認的神
祇。媽祖信仰自福建傳播到浙江、廣東、台灣、
天津、上海、南京以及山東、遼寧等沿海省份，
並向琉球、日本、東南亞（如泰國、馬來西亞、
新加坡、越南）等地傳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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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媽祖信眾，是各種神明信仰中，凝
聚力最強的一支。信眾最多，組織也最健
全。近年台灣各神明信仰的廟團或聯誼會
紛紛成立，除了對內聯誼之外，也藉這個
組織對外展現實力。以全台香火最盛的台
中大甲鎮瀾宮為會址的「台灣媽祖聯誼會

」，正是將台灣媽祖文化推上國際舞台的
主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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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列為世界三大宗教朝聖的2013年農曆三
月間舉行的長達九天八夜的大甲媽出巡遶
境進香，選在4月5日至4月14日（農曆2月
26日至3月5日），終點在嘉義新港奉天宮

，帶來一年一度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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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媽出巡遶境進香行程包括：
每年農曆元宵節晚，於大甲鎮瀾宮
內，擲筊決定遶境進香時日。
第1天4月6日：5日晚間11時起駕，
從大甲鎮瀾宮出發，駐駕彰化南瑤
宮。
第2天4月7日：駐駕西螺福興宮。
第3天4月8日：駐駕新港奉天宮。
第4天4月9日：上午8時新港奉天
宮前舉行祝壽大典，晚上回駕。
第5天4月10日：駐駕西螺福興宮。
第6天4月11日：駐駕北斗奠安宮。
第7天4月12日：駐駕彰化天后宮。
第8天4月13日：駐駕清水朝興宮。
第9天4月14日：回鑾大甲鎮瀾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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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媽祖聯誼會‧讓世界看見台灣

http://www.taiwanmazu.org/html/index.asp 

媽祖展現的慈愛、悲憫、寬容、親和等內涵，以及

庇護著苦難蒼生的精神，正是普羅眾生信仰媽祖、

也是「台灣媽祖聯誼會」創會的原因。因此，大甲

鎮瀾宮於民國九十年，以具體的行動，邀請全台主

要媽祖宮廟，籌組台灣媽祖聯誼會。為弘揚媽祖博

愛和平、救危濟困、開拓進取的精神而努力。

台灣媽祖聯誼會會址：台中市大甲區和平路223號

電話：04 26763522

E-mail：service@taiwanmazu.org

mailto:service@mazutaiw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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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 台灣媽祖聯誼會

http://www.taiwanmazu.org/mem_list/mem_list_index.asp

• 維基百科．媽祖http://zh.wikipedia.org/zh-
hant/%E5%AA%BD%E7%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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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張燮著《東西洋考》
• 南京天妃宮
• 靜海寺和天妃宮
• 李獻璋著，鄭彭年譯：《媽祖信仰研究》（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

1995）。
• 蔡相煇，1989，台灣的王爺與媽祖。臺北：台原出版社。
• 大甲鎮瀾宮，媽祖生平，見大甲媽祖。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AA%BD%E7%A5%96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AA%BD%E7%A5%96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AA%BD%E7%A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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