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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市馬蘭阿美從巫師到乩童信仰的轉變

-以金龍宮為例 
  

指導教授:李玉芬 

作者:陳春香 

國立臺東大學師範學院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摘要 

    信仰是人類對生命價值的選擇，祖先或宗教信仰皆生命之精神寄

託，提供能量面對生老病死的無常，成為逆境支柱。台灣乃多元信仰社

會，祖先、佛、道、基督教等，包容性強，甚而家庭成員信仰相異，多

元環境帶來社會信仰轉變。台東市乃原民人數最多之鄉鎮市區，馬蘭阿

美為大社，與漢人長期相處導致傳統巫師信仰改變，轉而為乩童信仰，

這方面研究少見。故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法選擇兩位乩童､三位服務人員

和十二位信徒，使用質性訪談蒐集資料，再將人類、地理、歷史學者之

文獻作整理，並以金龍宮為出發點探究。 

首先本研究發現台東市馬蘭阿美現今少有巫師信仰，原因是社會環

境改變以及巫師的凋零，此時豐健龍建立金龍宮幫助部落族人消災解

厄，其靈驗事蹟救人無數在族人間廣為流傳，漸漸一個家族一個家族成

為信徒產生信仰轉變，加上部落族人重視活動團聚族人情感，經過幾次

社會變遷，分家部落產生年齡組織觀念產生變化，金龍宮信徒元宵遶境

具有凝聚感情的功能。 

    最後，本研究期望呈現現階段馬蘭阿美的信仰的轉變，以作為後人

研究素材，期能更深度的了解社會環境的轉變情況。 

 

 

關鍵字:信仰、馬蘭阿美、巫師、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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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in Spiritual Belief of Malan Amis in Taitung City 
-From “Cikawasay” To “Jitong”: A Case Study on Ging Long 
Kong  

Advisor: Dr. Lee, Yu-Fen 

Author: Chen, Chun-Hsiang 

Abstract 
Belief reflects what human beings value in lives. Ancestor veneration 

or religious belief both give spiritual sustenance in life. They not only pro-

vide believers with the energy to deal with the impermanence of life but also 

help sustain them through difficult days. Taiwan is a multi-religious society 

where such beliefs as worship of ancestors, Taoism, Buddhism, and Christi-

anity coexist harmoniously. Such different religions can even exist in one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The abundant and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breeds 

the change of belief in all sorts of small societies. Malan Amis is the domi-

nant aboriginal tribe among the communities and towns in Taitung city with 

high aboriginal population. During the long-time interaction with Han people, 

the traditional belief in “cikawasay” (i.e. Amis’ traditional priests) has been 

changed and even transformed by “Jitong” (i.e. medium or shaman in Tao-

ism). However, little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explores this phenomenon. 

Thus,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review the related literature, collect 

and organize the viewpoints from anthropologists, geographers and histori-

ans on this issue, and conduct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Ging Long Kong by 

interviewing two Jitong, three laymen, and twelve followers. The partici-

pants are selected by purposive sampling.  

The present study reveals that today few Malan Amis people in Tai-

tung City believe in “cikawasay” because of social change and the decrease 

of “cikawasay.”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Feng Jian-Long founded Ging 

Long Kong to help his tribesmen escape evil and misfortune and stop disas-

ters. With the efficacious deeds and innumerable rescues sprea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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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known to the tribesmen, gradually one family has changed their religion 

after another. In addition, Amis people value activities that maintain emo-

tional connection among tribesmen. After several social movements in which 

Amis develop and form other tribes from their home tribes and their assump-

tions about the age-set system undergo changes, the procession in Lantern 

festival held by the followers of Ging Long Kong serves to strengthen the 

emotional bond.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reveals the current spiritual change of Malan 

Amis and provides materials for further study, and thus helps give some in-

sight into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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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三年前縣外介聘來到後山台東，那一年元宵節熱鬧的街道，整晚的鞭炮聲與

廟宇的熱血信徒，讓研究者對宗教信仰充滿好奇，是什麼樣的背景讓這些信徒有

如此豐沛的情感？寒單爺、太子爺、媽祖、八家將......等，整個台東市似乎要沸騰

了起來，是什麼樣的情感讓人們投入這些金錢。廟宇是從小與父親的記憶，虔誠

地帶著供品到鄉里的宮廟拜拜，拿著香，一巡、二巡、三巡，然後帶著供品回家， 

這是跟爸爸最親近的時刻，也是最祥和的時刻，帶著滿滿的祝福回家，到底拜什

麼神呢？不曉得！但是，拜拜是我跟父親最深的記憶，年歲漸長，依舊跟著家人

在門口焚香跟燒紙錢，拜天公、拜祖先。 

    在教學職場，發覺參加廟會陣頭的學生似乎已經成了一種邊緣人的族群，我

不明白，為何我們這麼虔誠的敬拜神明，而這些信徒卻是我們懼怕的牛鬼蛇神呢？

哪裡錯了嗎？在新北市教書時，正好遇到一群充滿教學熱誠的同事，透過探索課

程我發覺，這些外界覺得逞兇鬥狠的學生，在活動過程中，他們是最有領導能力

的，他們是最願意伸出雙手幫助同伴的，同事也談及二十幾年的教書過程，看到

類似經歷的學生長大後，有些人是救生員，有些人是義消，這些人成為社會上最

令人敬佩的人......。 

    來到台東，接觸更多原住民學生、原住民部落與原住民文化，深深受到吸引，

想一探究竟，在同學報告中談及原住民不會拜媽祖的，我的布農族同學卻不是這

麼想，我心中是問號，原住民不拜媽祖嗎？原住民只信祖靈跟耶穌？秉著對宗教

信仰與原住民的好奇下，訪談台東天后宮文書林崑成先生，解開疑惑，台東至少

有三間宮廟是阿美族人建立，顯揚堂，安世宮，金龍宮......等，查詢資料發現金龍

宮是台東最早建立的原住民宮廟，決定探訪金龍宮，抄下中華路二段的地址，尋

找，卻找不到金龍宮，想是夜晚的關係，沒看清楚，白天再前往，還是找不著，

一旁有閒聊的村民，一問之下，才知道已經遷往山西路，建造很大的廟宇，還沒

有完工，但，內部擺設完備，於是，開啟了我的研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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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類生老病死，整個生命歷程不斷遭遇各種考驗，如何面對？這是各種時間

空間的重要課題，研究者以台東市區的阿美族為研究對象，有關阿美族人的傳統

觀念根據林道生(2005)的研究指出部落族人認為人的生命自身與生活日常必需用

品都是神賜予的，而人之所以可以利用生活必需品來維持生命，是守護神的功勞。

守護神據說是在北方，中部阿美族認為守護神在天上也在家裡。研究者要研究的

對象是居住在台東康樂社區的馬蘭阿美族，有關馬蘭阿美族對於守護神的觀念根

據林道生(2005)研究指出附載人的身體裡，就像是靈魂附身一樣，人在出生的時

候，創造神和司命神會授與人形質靈、游離靈以及陪伴靈，部落族人在家屋中間

接近主柱的地方設立祖神的神位，祭祀祖神要請巫師來主持。     

靈在阿美族的社會是很重要的存在，對部落族人來說，什麼是靈呢？阿美族

傳統信仰把人的靈分成善靈和惡靈根據林道生(2005)的研究指出惡靈無法到天上

去，只能游離在人間，普通人是看不見他的，惡靈會化成人，會誘害人，造成生

病或是死亡，這時就要請巫師以巫術治療，因為惡靈對人的影響，巫師就應運而

生。阿美族的巫師狀況如何呢？林道生(2005)指出，阿美族巫師有男生有女生，女

生比較多，大部分都是罹患過重病或是長期病的族人，相信自己會生病是因為有

其他巫師過世了，找上自己做巫師的繼承人，過世的巫師把鬼魂附在他人身上，

而這個被選上的人就會生重病或是久病無法痊癒，除非答應當巫師，否則他的病

不會痊癒。另一方面，巫師也有好壞之分，好巫師能消除求助者的焦慮心情，而

壞巫師會使用擾人的巫術詛咒別人，吳敏鳳(2016)指出好巫師能與死去的生物對

話，還能做出安慰生物的動作，尊重每個個體的感受，用心對待每個個體，而壞

巫師要族人對他百依百順，否則就放話要下巫術。巫師下巫術在阿美族語稱為

salisin。 

    再來談論的是大部分台灣閩南人的信仰－道教，道教普遍在民間的信仰中心

人物是乩童，乩童在林富士(2005)的研究中指出能以降神的方式替人解禍祈福的靈

媒，乩童在台灣的社會中扮演著醫療者的角色。另一個角度來看，乩童也被形塑

為病人的形象。怎麼說呢？林富士(2005)的研究指出乩童大部分都將求助者的病因

歸咎在鬼神或是超自然力量，他們認為鬼神降禍、沖犯凶神惡煞、祖先作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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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和巫術的力量，以及靈魂受到驚嚇等，都是一個人生病的因素。另一方面，乩

童也認為人的道德缺陷與行為過錯會招致因果報應或是鬼神作祟甚至生病。 

   兩種信仰如何能在後山台東產生交集呢？這就是研究者即將探討的課題，後山

台東市區的馬蘭阿美人創建自己的廟宇，研究者以金龍宮來做深度了解，根據台

東縣寺廟專輯 (1996)對金龍宮的介紹，金龍宮創建人豐健龍是馬蘭阿美族人，從

小隨著族人信奉基督教，國中時期夢及神尊要他蓋廟，民國六十五年間他在老家

廣場搭建小廟祀奉，豐健龍從此奉獻給神明。經過研究者田野調查，得知豐健龍

2009 年往生，早期信徒稱呼豐健龍為傳奇人物或是豐師父，如今兒子傳承豐師父，

是以，本研究以老師父來稱呼金龍宮創建人豐健龍先生，而以豐師父稱呼現今傳

承人豐偌然先生。 

    創建人的名字還有另外一種說法，台東縣寺廟專輯 (1996) 收錄林崑成先生的

訪談紀錄，提及豐健龍現在改名豐劍龍，經過研究者實際訪談得到的訊息，豐健

龍是自己把「健」改為「劍」，是生活中的俗稱，但是，證件上面的名字還是沒有

更改，老師父只是在私底下如此自稱，並沒有正式更改姓名。 

    研究者認為阿美族從巫師傳統信仰轉變為乩童道教信仰，一方面是與閩南人

的長期相處觀念融合，另一方面，巫師與乩童信仰對鬼神的觀念也有相通之處，

這個轉變是多方面的融合所造成的，是人類在民族、地理、歷史各方面交集而成

的轉變，非常值得探討研究。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在阿美族的社會裡，巫師到底代表什麼意義呢?有些人自己想成為巫師，根據

田哲益(2001)的說法，阿美族巫師有男有女，高低分四級，在八歲至十三歲需要經

過宣誓儀式，由老巫師主持並教導，滿一年後再行畢業儀式，可成為預備巫師，

但仍繼續學習，視其成績而升級。另外也有經巫師認為必須獻身成為巫師者，這

樣的人等他病癒後再參加學習，有關巫師的工具，田哲益(2001)研究指出巫師符咒

無書本，僅用口傳，做法時亦無法器，僅用香蕉葉子為通神之物，作用很大，通

常祭祀時用以置放祭品；治病時用以驅逐病魔。這樣的巫師傳統，經過時代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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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不同種族的融合，部落族人對於巫師信仰的狀況也隨著時代變遷而改變，是

以，從部落族人來看早期巫師信仰的概況是什麼樣的情景呢？這是本研究的動機

之一。 

    其次，巫師經過時代變遷已經有變化，原英子(2005)的研究結果發現巫師組織

成員逐年遞減，部落的祭儀內容明顯的可以看出已深受漢人靈媒乩童的影響，掌

管組織的領袖和副領袖中，已經有在家中設置漢人的祭壇或是齋堂。這些巫師身

兼讓神明附身以執行治病儀式的乩童，這樣轉而為乩童的變化除了生活上的融

合，還有什麼因素？研究者從金龍宮馬蘭阿美的老乩童事蹟來瞭解，這是本研究

的動機之二。 

    最後，透過訪談，受訪者談及族人常常是受到巫師的降頭，因而生病，看了

醫生也找不到原因，而乩童常常就是要找出巫師下降頭的根源，諸多事蹟開始讓

部落族人往金龍宮尋找幫助，而現今狀況如何呢？是以，有關金龍宮的乩童傳承

與信仰現況非常值得探究，也是本研究的動機之三。 

二、 研究目的 

    社會環境是多變化的，各種轉變與融合，這是一個多變化的世界，陳向明(2002)

談及社會科學研究是人們了解、分析、理解社會現象、社會行為和社會過程的一

種活動。研究者在教育職場面對各種家庭孕育出來的學生，這些學生隨著社會變

遷而有所差異，一年有一年的不同，是以極為認同陳向明(2002)談及每個個體都有

自己生動的故事，有自己豐富的內心，都值得被傾聽、被探尋、被研究。在姿態

的認定上，研究者並沒有先知先覺的能力，也不比被研究者高明，研究的結果是

來自雙方共同建構的結果，教育是介於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學問，教育涉

及社會組織的建設，更關注個體的成長，同時兼顧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 

    信仰是人群思考的重心，是了解人群的開始，是以，本研究試圖把所關注的

信仰問題，透過文獻的整理，深入訪談與田野觀察，希望能達到以下目的: 

    (一)探究台東市馬蘭阿美早期的巫師信仰概況。 

    (二)瞭解台東市金龍宮馬蘭阿美的老乩童事蹟。 

    (三)探討台東市金龍宮乩童的傳承與信仰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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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限制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質性研究方式進行。質的研究方式根據陳向明(2002)的研究指出自然

情境下進行，並對被研究者的生活圈以及社會組織的日常生活狀態進行考察，研

究者與被研究者必須有直接接觸，在當時當地面對面地進行互動。研究者就是一

個研究工具，經過長期在當地進行考察，透過直接交談了解當地社會文化環境以

及這些環境對他們的影響。本研究藉由質性研究的文獻整理分析、深度訪談、田

野調查等方式蒐集資料，盡可能客觀理性的呈現研究者對於研究主題的體悟，分

別詳細說明如下: 

(一) 文獻整理分析 

    充分收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專書、期刊文章、碩博士論文、網路資訊、檔

案、照片及媒體報導。本研究將收集來的資料包含原民刊物與宗教刊物，經過

分析之後歸納統整，分析研究主題的淵源、原因、背景、影響以及意義，再加

以詮釋。 

(二) 面對面深度訪談 

    本研究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與受訪者進行面對面深度訪談，尋求金龍宮資

深信徒與一般信徒面對面的訪談，並與金龍宮負責人深度訪談，期望能多方面

瞭解已故豐健龍先生當初起乩的過程，部落族人當時的反應，以及從無法理解

到虔誠信奉的過程。有關訪談陳向明(2002)說法是研究者尋訪被研究者並且與其

進行交談的一種活動，由於質的研究涉及到人的理念、意義建構和語言表達，

因此訪談便成為研究中一個十分有用的蒐集資料的方法。本研究一開始用開放

性訪談，希望先瞭解受訪者覺得重要的問題、看待這件事的角度、以及對信仰

所作的解釋。當研究逐步深入，本研究會開始採用半開放式訪談，根據研究設

計對受訪者提出問題，讓研究方向慢慢聚焦。 

(三) 田野觀察運用 

    觀察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個最基本的方法，也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

手段，觀是看，察是思考，兩者放在一起就是一邊看一邊想的一種活動(陳向明，

2002)。本研究透過金龍宮的例行性活動，觀察廟宇信眾的互動，尤其是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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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節，研究者會跟著信眾，在一旁拍照、錄影、訪談、做紀錄。 

    質的研究方法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其研究方法在自然情境下根

據陳向明(2002)指出採用許多資料蒐集方法針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的探究，使

用歸納法來分析資料並且形成理論，透過跟研究對象的互動對被研究者的行為

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本研究將透過關於阿美族的文獻整理

以及廟宇乩童的文獻整理，經過深度訪談，再結合田野觀察，多方面瞭解阿美

族族人是如何從巫師信仰文化進而發展出乩童信仰文化。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有以下限制： 

(一) 訪談樣本研究的有限性 

    本研究主要以康樂地區附近的馬蘭阿美族人為研究樣本，在深度的訪談

下，有一定程度的推論成果，能否推論到其他地區，應有所保留。訪問對象選

定金龍宮的信徒為主，樣本有限，無法做廣泛的推論。 

(二) 訪談對象的存歿難以掌握 

    金龍宮是本研究的訪談重點，是台東原住民信奉與創建的道教廟宇中，首

見開宮入火安座之原住民宮廟，在台東廟宇中極為特殊，創立年代最早，距今

有四十六年之久的歷史，金龍宮的創建人豐健龍老師父已經往生，無法直接訪

問創建人，當時的耆老存歿難以掌握，讓研究採樣有更多的限制。 

(三) 宗教信仰多鬼神之說難以求證 

    本研究探討宗教信仰，信眾的神蹟大多鬼神之說，無法從科學論點去探討

檢測，每個人看到的情景解讀方式也不同，本研究只能盡可能蒐集更多訪談樣

本，再勉力從資料中有所超越，讓資料自己講述故事自己揭示出研究對象與社

會組織的演變歷程。 

(四) 信徒人數難以估計 

    因為沒有固定的聚會，很難精確估計多少人信奉巫師傳統信仰，也很難估

計多少人對乩童信仰的虔誠奉祀，這是本研究難以估計的限制。 

(五) 語言隔閡 

    對於地方人事物最了解的是地方耆老，而研究者的主要對象是阿美族人，

深受考驗的是語言隔閡，初步訪談發覺中壯年的語言能力很好，國語台語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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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台語還很流利。但是，當研究問題更深入之後，研究對象需要以耆老為主，

這時候就有很大的問題，老人家要暢所欲言必須使用阿美族語，透過親人的轉

譯，根據部落族人的說法，部落族人也無法很精準的轉述完整，因為老人家的

阿美族語很深奧，親人朋友的轉譯理解有限，另一方面，老人家聽研究者以國

語提問題，也會有語言隔閡，這一來一往，造成本研究很大的語言限制。 

(六) 角色立場不同看法難以客觀 

    研究者的訪談對象都是乩童信仰的部落族人，從這樣的角色立場去談論巫

師觀點，難免有失客觀，是以，關於巫師部分的了解有立場不同的限制，難以

周全各方觀點，易偏於巫術部分的描述，這是本研究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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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有關馬蘭阿美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的研究主要對象是馬蘭阿美族人，馬蘭阿美是台灣阿美族在台東的一

個部落，尋找文獻資料發覺訊息有限，如果要從古至今貫時性的脈絡去了解，必

須從阿美族的大方向著手，是以，研究首先探討阿美族的相關研究。 

一、 阿美族相關研究 

    有關台灣原住民的研究，學者們從歷史學、語言學、人類學、地理學等方向

加以探討，研究者先以歷史學的方向切入，根據陳奇祿(1992)在<台灣土著文化研

究>的看法把研究台灣原住民的相關資料分五個時期的年代分類。研究者將不同時

期的作者與著作做成表格加以整理，從歷史角度來了解其貫時性的概念。 

 

表 2-1-1  關於台灣原住民的研究時期分類 

時期 年代 

第一時期 十七世紀到 1895 年台灣割讓日本 

第二時期 1896 年到 1909 年日治初期 

第三時期 1909 年到 1928 年日治時代 

第四時期 1928 年到台灣戰後 

第五時期 1949 年戰後到現在 

資料來源：陳奇祿(1992) 

 

    表 2-1-1 每個時期都有研究者把當時期的原住民狀況留下紀錄，讓後人可以了

解當時發生的事情，有些人是因為對原住民的喜好前往田野調查作紀錄，有些人

是因為職務到當地進行田野訪查紀錄，還有一些可能只是一般遊記雜記，不管是

否從學術觀點做研究，這些資料都充滿價值，畢竟這段時期如果沒有這些資料的

保存，沒有文字的原住民如何依靠口傳把所有事情保留紀錄呢?更何況紀錄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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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人因此失去生命，讓我們更該珍惜這些資料，第一時期自十七世紀到 1895 年

台灣割讓日本，是荷蘭人、明鄭時期和清代，有關平埔族的紀錄，根據陳奇祿(1992)

研究指出這些著作如果以現在的學術觀點來看，這些資料不能算是科學或是嚴謹

的，但仍是有價值的資料。第二時期 1896 年到 1909 年日治初期，是以東京人類學

會為中心，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能嘉矩和鳥居龍藏的貢獻。第三時期日治時期 1909

年到 1928 年有計畫有規模調查高山族，著作龐大無法一一詳述，根據陳奇祿(1992)

指出從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蕃族科到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成立，參加

研究人數多達三十幾人，出版的報告書有二十七巨冊。這段時期根據黃廷嫥、何

姵儀(譯)(2014)研究指出 1909 年到 1915 年，組成「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之後的

調查呈現空白期，直到 1928 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才有學院派進行學術調查，而

小泉鐵 1925 年到 1928 年多次進入東部進行實地調查。小泉鐵填補這段空白期。 

第四時期 1928 年到台灣戰後，從著作可知已從農業方面加以研究，並收集傳說以

及生活狀態，留下很多資料給與後人，陳奇祿(1992)指出這個時期的研究已經進入

純學術研究範圍內，不是因為政治而進行的工作。從農業、傳說、家族、婚姻、

藝術等角度對高砂族做研究。第五時期 1949 年戰後，陳奇祿(1992)指出國立台灣大

學創設考古人類學系，1955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1965 年民族

學研究所正式成立，這個時期高山族的研究越來越活躍。 

    日治時期學者從語言學以及人類學方面有諸多研究，怎麼稱呼原住民呢?從與

漢人的接觸狀況，人類學者滿田彌生、蔣斌(編)(2012)指出清代有生番、熟番的稱

呼，深受漢人影響者稱熟番，反之稱為生番，但是，熟番生番的界線無法明確劃

分。鈴木質(1991)指出台東和花蓮的平地蕃，後來受到荷蘭人和漢人的感化，變成

所謂的熟番，而日治時代，東部的平地蕃比較溫和，不像山地的蕃人有獵人頭的

習俗。蕃地是不能隨便進入的，1925 到 1928 年日人小泉鐵對阿美族的調查經過黃

廷嫥、何姵儀中譯(2014)的<台灣土俗誌>指出當時蕃地是由警察機關管轄，蕃地以

外的人想要進入蕃地，需要入蕃許可或說是入山許可證，蕃地是普通行政區域外，

受保護且封鎖的區域。另外，「番」字帶有歧視意味，日治時代改以高砂族來稱

呼。劉其偉（2004)指出原住民在古籍中稱東鯤或東番，清代稱台灣為番族，日治

時期改稱蕃族，後又稱高砂族，戰後稱山胞，後又稱原住民，而學術上凌純聲教

授的看法認為土著最適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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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的分類依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翻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

(2011)大致分為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排灣族、阿美族、雅美族七族。

這七族怎麼來的呢？黃廷嫥、何姵儀(譯)(2014)推測千年以前已經登陸台灣，而阿

美族是從東海岸登陸，以行政區域來劃分的話，阿美族是分布在花蓮廳跟台東廳，

阿美族在 1928 年的人口統計，總人口 41627 人，是所有蕃族的第二位，但增加率

是第一名，有 109 社。在鄭依憶(譯)(1986)裡收錄馬淵東一所寫的台灣土著民族，

裡面紀錄 1931 年日本的人口調查報告，當時土著文化的族群總人口數將近 143000

人，而阿美族有 44187 人，是人口數最多的族群。所以，在這三年間，阿美族已經

躍升為人口數最多的蕃族族群。鈴木質(1991)以人類學的說法，泰雅、布農、曹、

賽夏與排灣五個種族是屬於馬來系的印度尼西亞族，阿美與雅美族則和卡洛琳群

島的土著一樣，屬於尼格羅尼西亞族。而另一方面的看法，鈴木質（1999)指出 1985

年之後，語言家以及考古學家提出新的證據顯示台灣才是南島民族的起源地，而

同意這種論點的學者越來越多。持相同看法的林永發（2002)編輯的台東南島文化

節學術演講合輯中「台灣＿南島語族最有可能的原鄉」提出台灣原住民所說的南

島語含有非常多古老語言要素看法，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成員這麼密集且語言最

分歧的特性，所以從語言的特性來說，台灣有可能是南島民族的老家。 

    台灣的東部是災害很多的地區，根據黃宣衛（2005）的研究，東部是台灣颱風

和地震災害發生頻率最高的地區，經常造成許多生命財產的損失，颱風夜暴漲的

溪水沖毀整個村落和田園的事件。而居住在此的阿美族，根據黃廷嫥、何姵儀中

譯(2014)指出阿美族是蕃族中最進步的種族，在智能、體質都很優秀，教育也很普

及，是蕃族裡最溫和的種族。王美晶(譯)（1999)也指出阿美族自古以來就是個平和

的民族，清政府並未對他們討伐，族人也沒有做過任何起事反抗的動作，日治時

期他們已經有固定的住所，也開始農耕，生性平和且相當勤勞，許多族人擔任公

教人員，一般族人也願意繳賦稅。阿美族的土地觀念，黃廷嫥、何姵儀(譯)(2014)

指出阿美族族人認為土地本來是屬於蕃社所有的，土地並非私有，只要是蕃社範

圍內的土地，隨時都可以耕作，對於佔有自己私有地的觀念較少，在 1916 和 1918

年台灣總督府實行土地法，才開始登記族人耕作地，承認土地可以私有。這種共

享的觀念在黃稔惠(譯)(2014)紀錄蕃女的故事，一個名叫沙韻的蕃女到台北過兩年

幫傭生活，主人的小孩都很喜歡沙韻，沙韻卻覺得孤寂且憤怒，隔天沙韻要回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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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去，小泉鐵如此描述沙韻對台北男女感情雜亂的感受是這樣的： 

 

看到有些男人已經有一個合法的妻子了，卻還另擁有許多女人，也看見有些少

女已經有結婚對象了，卻仍和許多男人來往。 

 

    沙韻看到台北的男女相處是不專一的，男生已經有妻子卻還跟其他女人密切

交往，反觀沙韻自己的家鄉，沙韻的父親是一個獨裁的男人，但沙韻的父親只有

母親一個女人，村裡的男女可以彼此愛慕，但同時與不同的異性交往還發生肉體

關係，是村裡非常畏懼的事，這是蕃社男女感情忠誠觀念。沙韻看到台北市一個

食物充足的地方，卻有人是挨餓的，沙韻回憶自己村裡的情景是這樣的： 

 

無論遇到多麼豐收年，仍無法達到三餐都可吃小米的收成量，但是，絕對沒有

大家都吃飽了卻還有一人在餓肚子的情形，大家都是過著同樣的生活，彼此體

驗同樣的甘苦。 

 

    村裡的生活是大家共享共同分擔喜樂愁苦的，生活辛苦吃不好就大家一起吃

苦，今年豐收富足就大家一起享樂，不分彼此，甚至要多照顧老人婦女小孩，這

些都是村裡面的共識。而台北的生活卻是自顧自的自私想法，有人住高樓豪宅，

卻有人睡在路邊，每個人只顧著自己的生活，沙韻無法理解這樣的社會，跟沙韻

的村落差異太大，村落住屋雖然簡單但大家都有自己的家，沙韻這麼述說自己的

家： 

 

她在山上的家是一個地上將土挖開並把在四周圍上木板的房屋，那是屋內很昏

暗的家屋，睡覺的床也只是一堆竹子排列而成粗糙的竹床而已，可是，番社沒

有一個人會流離失所，無論是男的或是女的，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睡床。 

 

    雖然山上有時候因為太累或是喝醉隨地睡覺休息，但是，部落族人都有自己

的家，部落族人睡在路旁是不想打擾別人。從沙韻的的描述中，可以很清楚的知

道阿美族人的分享觀念以及婚姻觀念。阿美族人天生酷愛舞蹈、熱愛歌唱，田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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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2001)指出部落族人常在田野工作時，以歌聲忘記辛勞，無論日常生活或是田

野工作，歌不離口，舞不停擺，隨興所致，具感染力的歌舞，親和力強、節奏、

旋律容易感染周遭的人。真的是很快樂又樂觀的族群。而隨著交通的便利改變生

活環境，鈴木質(1991)指出從 1874 年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開拓台灣東部，開鑿

南、中、北路三條橫貫公路，獎勵漢人移民，並開放進入山地的自由，1896 年日

治時期，樺山總督在台東地區設置撫墾署開始管理當地部族。 

    關於阿美族的稱呼，鈴木質(1991)指出南方的阿美族自稱「巴格札」，北方的

阿美族稱自己「潘札」，然後南方的阿美族人稱北方族人「阿美斯」，「阿美斯」

是北方的意思，後來就變成全部族人的名稱。潘英（1998)指出北部阿美自稱

paytsax(pangtsah)，有人種、血統、同族和民族的意思，南部阿美自稱 amis，是北

方的意思，因為南邊鄰居卑南族稱北方為 amis，這種自稱只有台東附近的阿美族。

關於阿美族的頭目，黃廷嫥、何姵儀中譯(2014)指出阿美族的統治組織是民主的共

和制度，蕃社的頭目是推選形式產生的。黃稔惠(2014)翻譯 1932 年小泉鐵著作的<

蕃鄉風物記>指出馬蘭社的頭目推舉是以蕃社會議的表決產生，極為民主的方式，

而一旦成為頭目仍須服從蕃社會議的表決再執行蕃社事務。可知阿美族的統治組

織是以族人的意見為重。 

另一個很重要觀念就是會所，楊仁煌（2007)指出會所是阿美族部落文化特質，

認為保持傳統的語言習俗，就必須借重會所的文化建構與復振。阿美族的會所對

部落族人來說是很重要的，要了解部落族人的運作，就要先了解以會所為重要據

點的年齡階層。黃廷嫥、何姵儀中譯(2014)指出蕃社中一定有集會所，蕃社組織是

建立在年齡階級制度，不以家族或是氏族為蕃社構成要素，絲毫不存在任何特權

的階級象徵，相較於他族，有強烈對比。所以，以會社為集會據點的年齡階層制

度，會社是阿美族非常重要的凝聚地點，也是族人重要凝聚力的來源，隨著時代

改變，會社的消失，對阿美族的影響很大，很多傳統習俗都跟著改變，宗教信仰

也是。 

    日治時期人類學家鳥居龍藏所說的阿眉蕃即是阿美族，在楊南郡譯註鳥居龍

藏的探險台灣:鳥居龍藏的台灣人類學之旅(1996)書裡將阿眉蕃分為北部阿眉和南

部阿眉，而北部阿眉又分成南世蕃和水尾附近及海岸阿眉，南部阿眉分成溪間阿

眉、海岸阿眉和卑南阿眉，卑南阿眉住在卑南平原。從地理分布的觀點來看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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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陳俊男(2008)的研究中提及日治時代伊能嘉矩的《臺灣蕃人事情》書裏把阿美

族分為恆春阿美族、卑南阿美族、海岸阿美族、秀姑巒阿美族和奇萊阿美族（南

勢阿美）。這種分類是為了說明上的方便。這五種分類法成為日後學者對阿美族

的分類標準。至於卑南阿美，潘英（1998)指出卑南阿美主要分佈在東海岸新港以

南一帶，因為居住在台東附近，又稱台東阿美。本研究的重心馬蘭阿美即位於鳥

居龍藏所說的卑南阿眉跟伊能嘉矩分類中的卑南阿美，而卑南阿美是位於卑南平

原，所以又稱卑南阿美。在近期的田野調查中，李玉芬(2007)指出馬蘭社阿美並不

願族名含有他族名稱，但這樣的稱呼已經被沿用很久，如今省文獻會出版的<台灣

原住民史：阿美族史篇>中，以尊重馬蘭社阿美族觀點的稱呼，把過去沿用「卑南

阿美族」改為「馬蘭阿美」。本研究即以尊重族群的方式稱之為馬蘭阿美。 

二、 馬蘭阿美相關研究 

馬蘭阿美是從哪裡來的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2007)指出傳說馬蘭

社的祖先 Sarangalingaw(男)和 Sasaw(女)當時是居住在現今的知本社，由於不喜歡

該處，便陸續遷往呂家社、卑南社之西 Parapok，卑南社、Kawasan 等處。黃廷嫥、

何姵儀中譯(2014)指出馬蘭部落拼音名稱是 Falangaw，漢字是馬蘭社，羅馬拼音是

Baragao，居住範圍是台東縣台東市中心里，新生里、更生里、以及馬蘭里一帶。

關於居住地，鈴木質(1991)說阿美族是居住在台東以及花蓮港兩廳下的平地，形成

部落集團定居。來到卑南，馬蘭阿美跟周圍的族群有什麼交集呢?楊南郡(譯)(1996)

指出卑南阿眉曾經在卑南平原是很興盛的蕃社，但是，卑南社的卑南王稱霸之後，

卑南王將當地的阿眉蕃當作奴僕來使役。黃稔惠(譯)(2014)也說馬蘭社是卑南平原

上的阿美蕃社，周圍都是卑南蕃，在這種威脅的環境下，不得不向卑南蕃貢稅，

這種類似藩屬關係，可以把馬蘭社比喻為農民，而卑南社就是士族。可知馬蘭社

與卑南社的社會生活是密切相關的。 

在年齡組織方面，黃宣衛（2005）指出馬蘭型的年齡組織是創名制，只要產

生一新組就創一新名，男子約十一到十五歲準備入組，稱為傳令員，第十六組以

上是長老，每隔三年舉行成年禮時晉升一級。馬蘭阿美是個有紀律的族群，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2000)列舉馬蘭社對其未成年人，侵權行為的制裁，列舉

如表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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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馬蘭阿美犯罪處罰方式 

罪名 處罰 

竊盜 mitakaway 酒二壺(輕微者斥責) 

縱火 miilohay 牛二頭(證據充分時) 

欺詐 misafanaˋay 鞭刑 

毆打致傷 酒二壺或牛一頭(過失則無罪) 

殺人 准許報仇(過失則無罪) 

不敬之罪 鞭刑 

毀損名譽 輕者斥責、普通者酒二壺、重者酒三壺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0) 

 

表 2-1-2 有關馬蘭阿美犯罪處罰方式可知部落有其社會規範，並依情況加以責

罰，可知已有自己的初步法律規定。 

阿美族在台灣原住民中是人口數眾多的族群，而馬蘭社在台東平原曾經是大

社，這個族群的特殊性已經漸漸為人注意並研究，尋找跟馬蘭阿美直接相關的研

究文獻，從音樂、舞蹈、豐年祭、工作歌詞、巫師信仰到地理歷史的變遷等各方

面的論文期刊以及書籍並不多而且方向零散，研究者把近期以馬蘭阿美為研究重

心的書籍及期刊論文加以整理如下： 

 

表 2-1-3  有關馬蘭阿美的論著 

年分 作者 著作題目 

1976 石磊 馬蘭阿美族宗教信仰的變遷 

2007 李玉芬 消失中的都市部落?-台東市馬蘭社阿美族生活空間的形成與轉變 

2008 葉鳳娟 從傳統到當代:試論馬蘭阿美人的酒、祖先祭祀、社會秩序之變遷 

2008 郭祐慈 台東平原的農業民族:馬蘭社阿美族社會經濟變遷-1874~1970 年 

2009 高淑娟 從田野到舞台：以馬蘭阿美族『杵音．響雷．馬亨亨』歌舞劇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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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詹雅筑 從工作歌謠辭看馬蘭阿美生活經驗之變遷 

2013 徐俊雄 台東馬蘭阿美族豐年祭舞蹈之研究 

2016 吳敏鳳 愛的生命探險：從馬蘭巫師、家人到自我的生命旅程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 2-1-3 有關馬蘭阿美的研究，除了音樂、歌舞以及酒的歷史之外，郭祐慈(2008)

以一個從小住在台東平原，與馬蘭阿美族部落當鄰居的福佬人，後來又成為阿美

族媳婦的身分，談論馬蘭社阿美族社會變遷-1874~1970 年，馬蘭阿美在不同時期的

政權主導下所擔任的角色，從卑南人壓迫的角色而阿美人是被壓迫的角色這樣的

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在武族族與農族的互動又是一種保護與被保護的關係，再推

演到日治時期和戰後馬蘭阿美在卑南平原所產生的社會變遷。而吳敏鳳(2016)以一

個馬蘭阿美族人的立場來探尋在這塊土地上的生命歷程，並以回鄉探訪馬蘭巫師

為主軸，從馬蘭巫師的點不斷回溯自己的生命。這是一種原住民研究自己文化的

方式，而不是旁觀者的立場，能更深切的探究原住民文化的社會變遷。 

從政治經濟層面來看馬蘭阿美，李玉芬(2007)從日治時代的土地政策與漢人的

移入對馬蘭阿美的影響，使得部落耕地大為縮小，經過一連串的政策，以及最後

持續變賣部落土地以及耕地，終至今日難以辨認的馬蘭社。到底馬蘭阿美因為時

代變遷的政治因素以及經濟因素而有什麼變化呢？透過圖表來加以瞭解馬蘭阿美

的變化。馬蘭社的原有範圍，大約在現今台東市中心里、馬蘭里的大部分，以及

自強里、新生里的小部分。馬蘭部落原來範圍如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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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東市馬蘭原住民活動中心(民國 50年建，93-94 年原地重建) 

    Amisay 阿米賽(總指揮中心，約民國 50年停用) 

2-4:戰前停用   Lala 拉辣   Tankuatan 當瓜旦   Itimulay 依笛姆賴 

5-7:大正8年(1919)停用   Tafakuan達法古按   Iwaliay依哇里艾   Pinaili比那依利 

* 

1 

2 3 4 

5 6 7 

 

 
 

 

 

 

 

圖 2-1-1  馬蘭部落原來範圍 - 馬蘭社阿美族 sefi(集會所)分布圖 

資料來源：李玉芬，2007 

從歷史學的觀點來看馬蘭阿美，李玉芬(2007)指出從清末、經過日治時期、直

到戰後初期，持續半世紀以上的時間，馬蘭社阿美族的部落人口維持在千人以上，

近五十年來，卻比其他部落受到更多的衝擊，如今馬蘭社舊部落阿美族人口比例

僅存十分之一。是以，探討分家部落的現象，馬蘭阿美族人已經漸漸往自家耕地

遷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2000)指出台東廳阿美族稱分家為 siluma’ay，

稱本家為 tatapangan  luma’， siluma’是把家分開之意，分家的原因大部分是因

為迷信，為了避免疾病、死亡和其他不幸而分家很少因為家屬不和或住家狹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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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分家。如今十餘個分佈在台東市郊的馬蘭分家新部落，成為現今馬蘭阿美族

的新面貌。李玉芬（2007）指出戰後漢人利用各種途徑取得馬蘭阿美的土地，馬蘭

阿美陸續退至日治時代所登記的水田附近居住，形成「新馬蘭、豐年、四維、馬

當、高坡、康樂、常德、建農、豐里」等分家部落。分家部落如圖 2-1-2 

 
圖 2-1-2  分家部落 - 馬蘭社「祖、分家部落」的空間分布圖 

資料來源：李玉芬，2007 

    了解馬蘭阿美的相關研究，本研究的研究重心金龍宮即位於馬蘭阿美的分家

部落康樂社區內，在台東的眾多廟宇中，極為特殊，是阿美族人豐健龍所創建的

廟宇，豐健龍老師父已於 2009 年往生，而金龍宮是台東市區創立最早以阿美族為

主的道教廟宇，極具研究價值，本研究以金龍宮為出發點研究馬蘭阿美的信仰轉

變，透過馬蘭阿美的傳統祖靈巫師信仰到乩童信仰的轉變，了解現今馬蘭阿美的

生活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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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馬蘭阿美巫師信仰之相關研究 

一、 阿美族巫師信仰相關研究 

    要了解阿美族的巫師信仰，要先了解阿美族的社會組織，依據陳俊男(2008)的

研究整理，知道其社會組織是由「領袖制度」、「年齡階級」、「祭司（巫師）」

三大要素所構成。但一般的民族學與人類學的田野報告中，是將阿美族的部落組

織分為頭目制度和年齡階級二大要素，關於「祭司（巫師）」這個部分就納入宗

教制度方面來做討論。而宗教部分，原英子(2005)指出阿美族部落的宗教職務工作

者有兩大類，一是巫師，二是祭祀氏族，巫師主要是擔任治療疾病的巫醫，另外

還負責部落裡的新居落成、祖先供養等祭儀。 

    要了解巫師，就要先了解巫師的工作，研究者將鈴木質(1991)的阿美族祭典做

表格整理。 

 

表 2-2-1  阿美族的祭典 

祭典名稱 進行方式 

新年祭 結束粟的收割，大約八月進行 

天地祭 祭拜天地、粟、稻以及豬等 

薪祭 祭拜放柴、竹子、檳榔、柑橘、鬼茅處 

播種祭 開始播種時祈求豐收 

驅蟲劑 驅除田園害蟲的祭典 

資料來源：鈴木質(1991) 

 

    表 2-2-1 可以看出巫師的祭典都跟部落族人的收穫有關，是很重要的角色。 

    巫師到底是個什麼角色呢?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2008)指出阿美族人的傳統

社會裡，並沒有特殊的宗教組織，巫師擁有知覺能力過人的力量，能直接看見能

量在宇宙中流動著，這能量或許是神明的附身，或許是祖靈護佑和協助。巴奈·母

路(2012)研究巫師在部落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不僅在聖人俗人之間，在人與神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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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也是在人與人之間靈的橋樑，更是在人與物之間的潤滑劑，為了完成對

部落社會的責任義務，產生巫師在部落的社會功能。巫師巫婆在阿美族社會裡很

有權勢，並受到尊敬，根據田哲益（2001)指出民初時代巫師巫婆對婚姻扮演重要

角色，巫師巫婆有一種巫術叫做「巴卡巫論」，巫師只要將培育好的苗放入特定對

象的食物中，讓對方吃，這個人就會死心蹋地的愛上巫師指定的人。有關巫術，

劉其偉（2004)指出阿美族泛神崇拜的習俗已經將精靈人格化，而巫術是以法物、

咒法和咒語來向神宣託，遇到疾病流行，也會請巫師行禳祓，也有害人的黑巫，

專門咒人死亡，大都接受謝儀才執行害人巫術，據調查阿美族最流行。 

    那麼要怎麼成為一個巫師呢？巴奈·母路(2012)分析巫師的制度，要成為一個巫

師，不是出於自願，要經過巫師的靈、被挑選而生病或是做夢者，經由媽媽級和

爸爸級巫師階層鑑定疾病醫治後，痊癒的人就可以正式成為巫師的一員，並且給

予一個靈名，巫師也有階級之分。 

     什麼背景讓阿美族巫師成為這麼重要的地位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譯)(2000)指出阿美族迷信授神之子為 dongi 和 dipang 二神(另有一為 dasi)，二神皆

是人之靈，他們迷信死者之靈經常低低的徘徊於地面，而授子之靈則高高地在天

上逍遙。大部分的阿美族人都是靈魂崇拜者，根據魏桂邦(譯)（1992)指出介於靈和

人之間的媒介者便是「西卡瓦賽」，部落族人會舉行祭典，希望靈不要降禍於人，

祭典的方式則各部落不一般都有祭酒、牲禮祈求靈不要來找麻煩。什麼是靈呢?黃

宣衛（2005）阿美族的宗教信仰中，kawas 是一個重要概念，「神秘的」稱 kawasan，

巫師稱 cikawasay，而 kawas 泛指神祇、厲鬼、祖靈、動植物的精靈。更清楚的說

明，巴奈.母路（2010)指出 kawas 狹義是指神靈、生靈、死靈，廣義是指神祕的世

界，就是肉眼看不到的、未知的、不確定的、遙不可及的對象，而且會使人生病

或是給予生命的意義者，都稱為 kawas。 

    因此，很多疾病都來自靈所造成，巫師要如何處理呢?原英子(2005)研究疾病分

類，一種是屬於靈的疾病，一種是不屬於靈的疾病，而不屬於靈的疾病，巫師是

不參與的，應該要到醫院接受治療，以下研究者將原英子屬於靈的疾病做表整理： 

 

 

 



 

 
21 

表 2-2-2  靈的疾病處理方式 

病因 解決方法 

疾病的 kawas 附著在身體或家屋 除穢祭或祛病祭 

身體靈魂出竅而生病 喚靈祭 

kawas 有所要求而生病 告靈祭和宴靈祭 

資料來源：原英子(2005) 

 

    表 2-2-2，kawas 附著的疾病是使用香蕉葉、檳榔葉以及豬的右前腳來拂落，再

用附著祛除、吸出、燻出和削出的方法解決，而喚靈祭是把靈魂找出來再放回去，

如果是 kawas 有要求，就要看 kawas 要求什麼，只要回應他的要求就能痊癒。 

    阿美族人稱疾病為 adada，是什麼觀念呢?黃宣衛(2008)指出阿美族認為人體內

外部都有不同器官且各有功能，如果無法發揮功能，就被認為是殘缺者，殘缺者

有分兩類，身體上和心理上的殘缺者，不論是先天或後天造成的殘缺，都屬於一

種病態，稱為 adada。疾病要怎麼處理呢?黃貴潮（1998)指出阿美族有生老病死命

運觀念，對疾病分神為疾病跟人為疾病，而巫師會使用芭蕉葉跟酒來處理，然而

行醫沒有固定酬勞，一般就送檳榔、煙或酒，嚴重的就必須殺豬。使用什麼法器

呢?巴奈·母路（2010)指出巫師治療時使用的祭器有六種，酒、檳榔、荖葉、蕉葉、

香菸和杯子，其中檳榔不是路邊販賣的包葉檳榔，是直接從樹上採下來一串串的

檳榔，荖葉也是要帶梗的一串荖葉。最詳細的疾病分類是陳俊男(2008)的研究，將

疾病分四大類，神為疾病、人為疾病、特殊疾病以及生活的疾病，並做詳細的表

格說明各種疾病，以及治療的方式。 

    這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巴奈·母路的三本書籍，2010 年<阿美族

祭儀中的聲影>書中闡述阿美族的人體觀和靈魂觀，並從 adada(病）與 kawas（靈）

的重要性導出巫師的各種儀式，且記錄下祭儀的聲影過程。並於 2012 年<靈語：阿

美族里漏社「Mirecuk」(巫師祭）的 luku(說唱）>書中非常完整的紀錄阿美族里漏

社當地巫師的祭儀、祭詞以及祭詞的解釋，最後還在 2013 年<繫靈-阿美族里漏社

四種儀式之關係>書中詳細介紹阿美族里漏社播種祭、穀倉祭、窺探祭和祖靈祭這

四種儀式過程呈現的不同隊形、方位、祭歌、禱詞以及祭品都紀錄得很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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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美族的巫師信仰是非常傳統的特色，但是，隨著時代變遷，黃宣衛（2005）

指出後來基督教在原住民的社會扮演重要角色，長老會以大寫 Kawas 來指耶穌基

督，甚至不少人也開始信奉漢人的民間宗教。如同李景崇（1998）所說，阿美族由

於外來宗教，如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的傳入，取代了巫師在部落的祭儀地位，很多

祭儀，如平安祭、祭祖祭都被教會取代。如今祭儀狀況如何呢?簡扶育（2003）提

及傳統的阿美族祭儀有驅邪祭、祈雨祭、祈晴祭、海神祭和水井祭，這些不定期

舉行的祭典因外來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進入，先後在 1950 年到 1975 年間廢除了，

只有定期舉行的豐年祭還會在每年七月到八月間舉行。石磊(1976)更指出基督教沒

有容忍精神，教會否認其他一切宗教，禁止基督徒參加其他宗教儀式。另外，原

英子(2005)也提出巫師組織成員在阿美族的社會裡逐年遞減，而且在祭儀中明顯的

可以看出深受漢人靈媒乩童的影響，已經有巫師和祭儀乩童化的現象，而且，不

斷乩童化的巫師組織，新加入的成員較多，年齡也較低。於是漸漸有巫師乩童化

或巫師祭儀乩童化的現象，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2008）提出巫師們因為個人

有特殊的體質和病痛的經歷，讓巫師可以跟祖靈溝通，巫師一方面接受漢人的宗

教儀式與信仰，但未放棄原有傳統信仰，乩童化的巫師也在家裡設置漢人氏的祭

壇和牌位。 

    除了外來宗教的影響，還有什麼原因呢?原英子(2005)指出阿美乩童不願意成為

傳統巫師的原因跟自身的工作有關，巫師被強迫要團體行動，很難跟自身工作兼

顧，而乩童的活動比較屬於個人性的，可以兼顧自身工作，因此，被認定為巫師

繼承者，寧願當乩童。 

二、 馬蘭阿美巫師信仰相關研究 

    了解了阿美族的巫師信仰，研究者接下來要深度的探討馬蘭阿美的巫師，並

了解地域性的差別，首先了解馬蘭阿美的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譯)(2007) <

蕃族調查報告書-阿眉族南勢蕃，馬蘭社，卑南族卑南社>有馬蘭阿美詳細的神靈介

紹，以下研究者將這些神靈做表整理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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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神靈之功用 

神靈 功用 

太陽(天)、月亮、星星 五穀豐收之神 

祖靈 具有招福避禍的靈力 

Dongi 和 Dipang 授神之子 

自然界生物(鳥類、蟲類、山神) 呼喊名稱以避禍，狩獵祈求山神助其捕獲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7) 

 

    表 2-2-3 可以看出這些神靈都跟日常生活十分相關，與農業收穫相關的神靈即

是天時運行的日、月、星辰，祈求神靈保佑收穫平順；與狩獵密切相關的神靈即

是生存於大自然的生物，呼喚神靈祈求豐收，也是對大自然的敬重之意，取之於

大自然即敬重之。另一方面是會造成麻煩的惡靈，以下研究者以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編譯(2007)對於惡靈的敘述加以做表整理。 

 

表 2-2-4  kawas 

靈的名稱 形象 現象 

Tamolinga 耳目鼻口都很大 小孩啼哭抓起來裝進耳朵帶走 

Saraw 棲息山中，身材高大足可達天 人會莫名發狂，或被帶至山中藏起來 

Karecrec 棲息山中，打赤膊，矮小如孩童 遇見會生病 

Pararuno 棲息河中，頭髮很長 趁人游泳綑綁手腳使之溺斃 

Kalaha 出沒竹叢或旱田處 人的亡靈，無人供養的惡鬼 

Calap 常擅自入屋將人的靈魂勾走 家中有人生病且康復無望，祖靈會派

其前來把病人的靈魂帶走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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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所有的妖怪都是夜晚出現四處橫行，雞啼時便藏匿無蹤，是以，惡靈

在夜裡出沒，儘量少在夜晚出沒於山中、河中、竹叢或是旱田，都是自保之道，

其中惡靈 Tamolinga 跟虎姑婆的傳說有異曲同工之妙。 

    馬蘭阿美對夢境是很在意的，夢境代表很多意思，以下研究者把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7)所論述的夢占加以做表整理之。 

 

表 2-2-5  吉夢 

夢境 代表意義 

沐浴 疾病即將痊癒 

爬樹 勝利 

池水清澈 豐年且親戚平安無恙 

採集貝類 小米豐收 

登山 吉兆 

有人請抽菸草 吉兆 

有人請吃檳榔 吉兆 

被蛇或獸類咬傷 最近有結婚喜訊 

臭蟲躲在衣服內 夫妻和睦 

竹子末端堅韌不易折斷 婚姻美滿、大吉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7) 

 

    表 2-2-5 從這些夢境可以發現是一般沐浴、爬樹、池水清澈等都有好事的意涵，

而被蛇咬傷是比較特殊的，有即將結婚的意思，夢及臭蟲躲在衣服內代表夫妻和

睦，看來當時被蛇咬傷與臭蟲對馬蘭阿美有特殊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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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6  馬蘭阿美凶夢 

夢境   代表意義 

溺水 即將死亡 

海浪掀翻人 即將死亡 

風箏斷線 靈魂將離去 

掉牙 手足即將死亡，若不是則是己亡 

缺臼齒 家中長者即將死亡 

失火 親戚中將有人死亡 

洪水 患病之兆 

中彈 最近即將病亡 

被矛刺傷 即將生病 

旋風掀屋 家中將有人死亡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7) 

 

    表 2-2-6 夢及大災難即預告自己會是家人即將死亡，而風箏線看來是象徵人與

靈魂的那一條線，線斷靈魂也即將消逝，關於牙齒就像是代表家裡成員，夢及一

般牙齒掉是兄弟姊妹或是自己即將死亡，而缺臼齒是家裡的長輩即將死亡，牙齒

的預言是比較特殊的狀況。 

    對部落族人來說，事情都有徵兆，像是打噴嚏體內魂魄會隨之飛出，快打噴

嚏時習慣以手捏住鼻子，而且遇到災難必行竹占，主事者為家中長者，占卜用的

竹條稱為’edaw，其作法是取一段長約一點二尺(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

2007)。這樣注重夢境以及生活狀況的馬蘭阿美，巫師會使用什麼巫術來治療病人

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7)指出為了治病，請巫師來家中作法時，巫師

會先探詢病情再決定採用下述何種法術，以下是研究者根據描述做表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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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巫師法術使用時機 

法術 使用時機 

pamalataw 防止靈魂逃離 

pakasiyor 病人夢吉 

o sirekoangan 病情嚴重時，呼喚祖靈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7) 

 

    表 2-2-7 以上的法術形式均同，唯祈禱文咒文相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譯(2007)指出在巫師作法時，須請親戚們列席參加，此時婦女們會把粟粒裝進

pakirawan(竹編容器)以祭 kawas，作法結束後，病患的家人再把粟粒倒出，改裝入

麻糬讓婦女們攜回。 

    說到巫術，馬蘭阿美跟鄰近的卑南族有什麼樣的交集呢?有這樣的神話傳說，

根據宋龍生（1998)的蒐集，且用卑南族的角度看卑南族與馬蘭阿美的衝突，過程

中卑南族都可以用巫術化險為夷，刺槍都沒辦法刺到卑南族人身上，或是拿槍射

擊，子彈雖然打到卑南族人身上，無法打進身體，卑南族人以巫術致勝。 

    隨著時代變遷，馬蘭阿美的巫師也產生變化，根據林建成（1996)訪查了一位

早年居住在馬蘭部落後來遷移至豐里地區的巫師哈賴（漢名郭德順），當時六十四

歲的哈賴是被三位師父挑選出來的，因為品德好且具有慧根，三位師傅分別傳授

咒語、醫術、祭儀，如今巫師地位已經衰落。 

 

第三節 乩童信仰之相關研究 

    乩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伊能嘉矩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譯(2011)引用<

台灣府志>所述:「閩人信鬼世無儔，臺郡巫風亦效尤」，並加以解釋道公俗稱師公，

有烏頭師公和紅頭師公兩種，而紅頭師公有一派是法師及巫覡，巫覡男的稱乩童，

女的稱紅姨。但是，早期官府對乩童的感官很不好，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

(譯)(1989)也在<增訂台灣舊慣習俗信仰>指出台灣巫覡有法師、符法師、乩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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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是假借神明或是死靈附身來賺取他人金錢以謀生。近期在民間乩童普遍被

接受，陳麗宇(1988)指出台灣鄉間的宮廟通常都有乩童或是扶乩存在，乩童跳神習

俗由來已久，並在民俗醫療上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雖然地位比不上正統的中醫，

但是他們所接觸的民眾也不少於中醫。 

    關於乩童的期刊論文有限，以下是研究者將幾篇期刊論文整理成表： 

 

表 2-3-1  有關乩童期刊論文整理 

年分 作者 著作題目 

2005 林富士 清代臺灣的巫覡與巫俗─以《臺灣文獻叢刊》為主要材料的初

步探討 

2005 林富士 醫者與病人_童乩在台灣社會中的角色與形象 

2007 蘇庭進 一位女性之成乩過程與自我認同的研究 

2009 闕正宗 司公與乩童-日本「皇民化運動」下道士的佛教化 

2013 黃慧娟 台灣地區五寶法器「鯊魚劍」之研究 

2014 林美容 從乩童到通靈人：與神靈溝通媒介的典範轉移 

2014 梅慧玉 社會中的體化實踐：臺南安平乩童濟世成神個案研究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從表 2-3-1 可以知道有關乩童的研究並不多，從林富士(2005)對於清代時的巫

覡與巫俗開始，知道最早的乩童是與「巫」的觀念銜接在一起的，而乩童降神位

人祈福解禍的靈媒功能具有醫者角色，從他自身現象又有病人形象。蘇庭進(2007)

直接進入田野場域了解一個女乩的成乩歷程，透過乩童小文來實際體察這段生命

過程。闕正宗(2009)談論日治時期的司公就是道士，道士與乩童相結合替人治病消

災，過程中神明附體時的自殘行為不被認同，於是被刻意改造。黃慧娟(2013)研究

乩童的五寶法器鯊魚劍，從器物的物質文化去探討宗教信仰儀式。林美容(2014)將

乩童的形象往靈的方向延伸，進一步往神靈的通靈角色來探討乩童與神明的溝

通。梅慧玉(2014)闡述安平乩童芳永濟世成神的精采歷程，透過宗教儀式了解當地

傳統社會的互動關係。乩童是一種非常具有民間特色的個體，從這個角色可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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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民間真實的一面。 

    那乩童是怎麼來到台東的呢?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2008)指出漢人來台開

墾，移民們多奉拜所攜之神明，期求神祇庇佑，除了道士之外還有很多乩童，民

間信仰複雜的神觀，隨著漢人移墾，慢慢也帶入阿美族的部落中。而乩童是怎麼

來的呢？乩童的功用是什麼？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1989)指出乩童就是當神

降臨時，代替神明傳達神意的人，他們奉祀各種神明，到了神的祭典，就代表神

明對信徒發布神意、通知王爺何時巡狩以及通知神明要什麼祭典供品。台灣民間

信仰的乩可以分成三大系統，以下研究者根據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2008）的

資料做表整理之。 

 

表 2-3-2  乩的三大系統 

名稱 特色 

乩童 身穿八卦兜，腰前圍龍虎裙 

鸞乩 手執乩筆沙盤寫字，傳神意化人 

雜乩 交雜佛教、道教法術 

資料來源：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2008） 

 

    表 2-3-2 從乩童穿著可知八卦有驅魔之意。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07)

指出乩童手操弄五寶法器與五方令旗，以神明附體法力幫人驅邪捉妖，又稱著童、

起童、退童；鸞乩不需操弄身體和語言，只以優雅的文字與靈交感彰顯靈神；雜

乩降神方式多樣，有觀手轎、觀桌神和觀筷神等。另一方面，鄭志明(1998)指出乩

童有分成武乩和文乩，武乩是跟紅頭司公配合，成為靈媒，文乩跟降筆會配合，

發展成降筆鸞生，形成新的宗教團體，稱為儒宗神教。那麼，怎麼成乩呢?蔡佩如

(2001)歸納出成乩的原因有三種，神擇、自願以及老乩童遴選，神擇就是神明來找

代言人，讓正常人進入恍惚狀態，口說囈語，自願通常發生在久病不癒，去廟宇

求神拜佛，病好了為答謝神明，遴選則由老乩童從接班乩童中指定擔任者。 

    乩童附身有什麼狀況呢?根據伊能嘉矩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譯(2011)在附記

記載乩童附身的狀態有四種，研究者根據文中描述做表整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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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乩童附身 

名稱               方式 

破額頭 用刀砍自己前額，傷口鮮血淋漓 

貫口鍼 用粗大的鐵鍼透口兩腮頰 

坐釘椅 數十鐵釘尖頭向上插植木椅上，穿布褲坐下 

臥釘床 百餘鐵釘尖頭向上插植木床上，穿著單衫仰臥木床上 

資料來源：伊能嘉矩著、國史館台灣文獻館編譯(2011) 

 

    表 2-3-3 有關神明附身乩童身上的狀態都是會造成人體的損害，透過這樣的方

式呈現神明存在所以無傷人體。 

    更詳細的法術記載是鈴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1989)在<增訂台灣舊慣習俗

信仰>中描述十一種乩童所使用的法術，以下是研究者做表整理之： 

 

表 2-3-4  乩童法術 

名稱               方式 

破肩頭 用鯨魚骨作的刀刺自己的身體，並揮舞刺球猛擊後肩 

坐釘椅 坐在一把木製椅子上，坐墊上釘有三寸長的尖針 

睏釘床 頭部、身部和腿部都扎上針，再躺到床上，作睡眠狀 

破頭 用斧頭或利劍刺傷自己的身體 

插五針 把大針刺進口角、兩腕和兩腿 

貫口針 用一尺長的大針穿進雙頰 

上刀梯 光腳登上用刀做的梯子 

過刀橋 渡過用刀搭的橋 

噴油 先把符放進煮得滾沸的油鍋中，再用油洗手或吸進口中然後噴出 

鍟槌 用嘴咬炙熱的鐵鎚 

上天頂 為病人登天向玉皇大帝請命 

資料來源：馮作民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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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4 比表 2-3-3 更詳細，已經從室內的釘椅和釘床到戶外的上刀梯和過刀

橋。神明附身就成乩了嗎?蔡佩如(2001)指出乩身剛被神明偎身，並為神明塑上金身

膜拜，但未有開壇作法的能力，我們稱為「生童」，需要老一輩有經驗的乩童協助，

經歷「受禁」或「坐禁」的嚴格訓練過程之後，才可以成為為人辦事的「熟童」。

在台東，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2008）指出民國六十年最早設立的濟世慈惠堂，

負責人林阿純外曾曾祖父是阿美族巫師，是用竹子為族人卜卦，林阿純是因為生

病到東基醫院治不好，經人推薦到花蓮慈惠堂治病，病好了請來金母娘娘祭拜。 

    最後研究者根據林美容纂修(2001)的<台東縣史：阿美族篇>書中關於台東寺廟

的資料加以整理成以下表格： 

 

表 2-3-5  台東有原住民信徒之廟宇 

寺廟 建立時間 創建人 地點 主神 信徒 

濟化殿 民國 53 年 黃天助 台東雲南路 濟公活佛 閩客外省阿美族皆有 

金龍宮(原) 民國 65 年 豐健龍 台東太原路 中壇元帥 豐樂里阿美族 

忠雲宮 民國 57 年 林元松 台東勝利街 包府千歲 閩客各半,部分原住民 

安世宮(原) 民國 73 年 林源發 台東豐谷北路 張李莫府千歲 三四百信徒,阿美族居多 

忠合宮 民國 47 年 盧良文 台東精誠路 邢府千歲 漢人九成原住民一成 

安南宮 民國 59 年 張政聰 台東中興路 北極玄天上帝 原住民七成漢人三成 

金聖慈惠堂(原) 民國 76 年 郭美秀 台東濟南街 瑤池金母 阿美族 

馬蘭朝天宮 民國 53 年 吳金盛 台東北平街 天上聖母 信徒包括漢人及阿美 

湄聖宮 民國 61 年 郭枝南 台東更生路 天上聖母 漢原都有 

敬山宮 民國 49 年 劉英台 台東建和一街 太陽星君 一半信徒是卑南族人 

聖文殿 民國 66 年 彭三郎 台東中華路一段 巧聖先師 閩客都有,原住民占 25% 

知本代天府 民國 37 年 尤明朝 台東知本路 蘇府千歲 閩客漢為主,少數卑南族 

資料來源：林美容纂修(2001)，研究者整理 

 

    表 2-3-5 台東眾多廟宇中，在 2001 年已有不少原住民信徒，甚至有廟宇是原住

民建立，有金龍宮、安世宮和金聖慈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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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金龍宮概況 

一、 金龍宮沿革 

    台東金龍宮，成立有三十多年，負責人豐健龍先生，並不收徒弟，信徒認為

台東原住民的廟宇很多是從此分出去(林素珍、陳耀芳、林春治，2008)。根據網路

上金龍宮的資料，金龍宮是豐樂里阿美族的信仰中心，台東縣以原住民信徒為主

信奉的道壇，初略估計超過十餘家，台東市內另有安世宮、豐年媽祖壇、馬蘭道

堂等，其中又以金龍宮創立的年代最早，距今有卅幾年歷史(台東金龍宮，2017)。

金龍宮的創建人豐健龍先生根據田野訪談得知已於 2009 年往生，五十六歲過世，

信徒當時都稱之為豐師父，如今已有傳承人，是以，本研究稱呼豐健龍為老師父，

稱傳承人豐偌然為豐師父，豐偌然是豐健龍的兒子，根據當地耆老的描述，老師

父在國中時期身體即產生變化，身體抽筋，皮膚病治不好，當時跟家人都是基督

徒，族人都認為老師父是神經病，甚至送老師父到龍發堂，最後父母不忍心就幫

老師父在老家蓋間小廟奉祀神明，自此老師父開始協助身邊親人解除災難，族人

漸漸接受甚至跟隨，一個傳一個，一個家族又一個家族，人數越來越眾多，最後

附近的人有卑南族人或是閩南人都加入信徒行列，宮中主神是金吒元帥，同祀神

明是一家人父親李靖托塔天王、母親殷奶夫人、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哪吒。

我們知道老師父已經過世，老師父的兒子傳承父親，而老師父能成為一個傳奇人

物也是因為老師父靈驗能與神明對話，老師父靈驗能幫助人，比巫師的竹占還靈

驗，大家就來找老師父，一個傳一個，附近的人都來，信徒越來越多。在老師父

的帶領下，金龍宮也參加宮廟進香活動，在眾多廟宇裡金龍宮是很有特色的廟，

部落族人會穿著山地服在聯誼現場表演。如今老師父過世，傳承人豐偌然接手老

師父的工作，談及建立金龍宮這段歷程並不平順，從六十年代的小廟建立，太原

路老廟陸續擴建成立金龍宮，九十二年遷移至豐田臨時壇，九十六年遷移至中華

路臨時壇，直到一百年定址於現今山西路。 

二、 金龍宮地理位置 

    臺東金龍宮位於臺東縣臺東航空站附近。交通方面，可由省道台 9 線轉民航

路道路，經由山西路直行就會看到康樂社區，再往前會先看到鳳凰宮，金龍宮就

在後頭（詳圖 2-4-1）。根據中華路二段 619 巷路旁的老信徒說法，以中華路二段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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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為出發點，過了中華路，再往前一直騎，一直騎到沒有路右轉，右轉再左轉(豐

谷北路) ，到了大條的路是民航路，會看到陽明山莊旁邊那條小路是山西路轉進

去，一直走會先看到一間廟(鳳凰宮)，廟後面就是金龍宮，宏偉建築物，占地廣闊。

下面圖 2-4-1 是金龍宮位置圖: 

 

圖 2-4-1  金龍宮位置圖 

資料來源：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2017，<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系統>，網址

http://maps.nlsc.gov.tw/，查詢時間 20170309。 

 

三、 金龍宮圖示與祀奉神明介紹 

    金龍宮在台東豐田機場附近，從機場大門往右走去就能看到金龍宮的背面，

很大的橘黃色屋頂宮廟，右邊小路直走五分鐘就能看到金龍宮，以下用照片作簡

單介紹： 

臺東航空站 

 

民航路 

卑

南

大

圳 

山西路二段 

金龍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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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龍宮正面 

圖 2-4-2  金龍宮  

資料來源：(2017.2.11 研究者拍攝) 

 

 

鐘 

 

 

鼓 

圖 2-4-3  金龍宮二樓鐘鼓 

資料來源：(2017.2.11 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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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殿大尊金吒元帥 

 

 

正殿小尊金吒元帥 

 

 

金吒元帥手拿寶劍 

 

 

 

 

側殿中間金吒、左邊木吒、

右邊哪吒 

 

 

木吒手拿金槌 

 

 

哪吒手拿火尖鎗 

圖 2-4-4  金龍宮祀奉神明介紹 

資料來源：(2017.2.11 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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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阿嬤跟親姊妹們準備繞境食物 

 

 

老師父的老婆，人稱廟阿嬤 

圖 2-4-5  金龍宮的服務人員 

資料來源：2017.2.11 研究者拍攝) 

 

 

繞境支援車 

 

 

抬轎 

圖 2-4-6  元宵節金龍宮繞境支援車及抬轎 

資料來源：(2017.2.11 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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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眾家裡繞境祈福 

 

 社區周邊祈福 

圖 2-4-7  元宵節金龍宮週邊社區繞境祈福 

資料來源：(2017.2.11 研究者拍攝) 

 

 

四維路口起點 

 

 

博愛路 

 

 

中正路夜晚店家森巴鼓樂表演 

 

 

四維路繞境終點壇場 

圖 2-4-8  元宵節金龍宮台東市區遶境祈福 

資料來源：(2017.2.11 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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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父的起乩源於金吒元帥的託夢，金吒元帥是李托塔天王的大兒子，根據

一般民俗的傳說，托塔天王是李靖，李靖有三個兒子，金吒、木吒、哪吒，有關

托塔天王與哪吒的研究比較多，信仰的宮廟也比較常見，金吒元帥的研究比較少，

信仰的宮廟也少見。 

    李托塔天王根據陳福成(2012)書中指出是佛教四天王之一，佛教弟子奉為護法

天神，穿著甲冑、左掌塔，右持寶劍，寶塔供奉釋迦牟尼佛，所以稱為托塔天王，

一般民俗相傳，托塔天王具有高強法術，曾經大顯神通，扶周滅紂。托塔天王在

台灣民間又稱為李天王或是李府元帥，姜義鎮(1995)指出李府元帥就是指李靖，李

靖的妻子是殷氏，生三個兒子，大兒子金吒，二兒子木吒，傳說中的哪吒是玉皇

大帝駕前的大羅仙，又稱中營神將，專門鎮壓邪魔。台灣民間的宮廟為了滿足信

徒的需求，通常會供奉多位神明，根據謝宗榮(2003)的研究指出主要祭祀的神明稱

為「主祀神」，神格地位與主神相當或是更高者稱為「同祀神」，主神的配偶、分

身或是隸祀者稱為「從祀神」 

    乩童作法的重要法器稱為五寶，根據謝宗榮(2003)的研究指出五寶有刺球、七

星劍、銅棍、鯊魚劍和月斧，乩童起乩時手拿繫著刺球的繩索另一端，揮動刺球

刺向背部或頭部，表示神明降臨自身。 

四、 金龍宮的阿美族乩童 

    對於信徒來說，廟裡的乩童是很重要的精神寄託，身體有不舒服或是生活有

不順的事件發生，都會到廟裡問事，尋找答案，解決生活中的疑難雜症，以下是

研究者到金龍宮訪談或是田野調查拍攝幾位乩童的照片，透過照片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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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吒乩身 

 

 

豐師父 

圖 2-4-9  金吒乩童 

資料來源：(2017.4.15 研究者拍攝) 

 

 

金龍太子乩身 

 

 

葉大哥 

圖 2-4-10 金龍太子乩童 

資料來源：(2017.2.11 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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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爺乩身 

 

 

豐金山先生 

圖 2-4-11 虎爺乩身 

資料來源：(2017.4.15 研究者拍攝) 

 

 

老師父 

 

 

豐師父與老信徒汪國光夫妻及兒媳合影 

圖 2-4-12 老師父國中畢業照及豐師父與信徒合照 

資料來源：豐健龍國中畢業照(取自新生國中畢冊電子檔)及(2017.05.07 研究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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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9 是金龍宮主神金吒元帥，乩童是豐師父，三十幾歲，小時候就能感應

靈魂界的存在，一度排斥擔任乩童，經過幾次生活的不順遂，感受到自己的職責，

最後接任父親工作。圖 2-4-10 是金龍太子，乩童是五十幾歲的葉大哥，手拿刺球，

繞境祈福時刺球打身，一旁有人口噴米酒消毒。圖 2-4-11 是虎爺，乩童是 26 歲開

始起乩的豐金山先生，五十幾歲個性憨厚的阿美族人。圖 2-4-12 是豐師父與當年

跟老師父一起奮鬥的老信徒合影，並補上老師父國中時期的老照片。 

五、 天帝教 

    根據田野調查訪談，老師父晚期經常前往台中天帝教，是以，研究者覺得需

要對天帝教有所了解，關於天帝教，鄭志明(1998)指出天地教匯通五教，太上教主，

釋迦教主，基督教主，禦寇教主，雲龍教主，天帝教的修持方式：祈福、反省自

懺、靜參、修法、填寫奮鬥卡、力行同奮座右銘、力行同奮信願行三要。以五教

經典為經典，由教徒自由選修，早晚虔誠祈福誦禱。八十年代老師父接到金吒神

明指示前往台中天帝教，開始學習靜坐與氣功，對神明感應強烈的老師父也是天

帝教的助手，老師父開始台東台中兩邊跑，並希望對金龍宮有所幫助。 

六、 台東宗教變遷現象 

    2016 年九月 25 日前往天后宮做田野調查，訪問天后宮文書林崑成先生，充滿

學術與在地關懷的訪談，讓研究者更了解台東近代宗教變遷的概況，以及信仰發

展正向的看法，首先我們知道外來宗教對台東信仰的影響，林崑成先生談及天主

教民國四十一年即來到台東偏鄉，十年間建立兩百間教堂，比台灣本土宗教還早

還快，天主教從大武長老教會開始發放麵粉、牛奶、餅乾和衣服，甚至學習閩南

語藉以傳教，林先生回憶小時候鹿野的濟神父騎重機戴風鏡載小孩跟當地人打成

一片的情景。而西方宗教迅速在台東發展，不禁讓人反思我們本土宗教的維護呢?

林崑成先生也是充滿隱憂的說： 

 

叫六年級叫幼兒園萬聖節去縣政府，進進出出為何不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呈

現，就說你們在遶境學生不來上課，做兩天鄉土教學，鄉土教育，參加完報

告校外教學寫心得，談談參加感想，不是只有鬼神思想，不是怪力亂神，言

行舉止，神明好精神，博愛救人，像媽祖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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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推行鄉土文化的正向思維，從教育觀點來看，一個這麼好的鄉土教

材廟宇文化，讓學生與自己社區文化做結合，透過繞境了解在地神明特色，回到

學校書寫心得報告，這是親身參與在地文化的好機會，卻不是執政者努力的方向，

實在可惜，為何自己的文化放一邊卻去推行西方維納斯攝影展，如果反觀神明臉

譜的藝術以及家將的神明形象，會更有意義，讓小孩了解家將神明形象行必有方

的堅持，林崑成先生這麼說： 

 

扮家將講話幹來幹去，有損神明形象，行必有方，不會翹腳，停止之間，站

就站著，你要怎麼恢復你本性，知所進退，是推出去的人把它推壞了，本質

上不是壞。 

 

    當你扮家將就要有神明的形象，你的行為舉止就是嚴謹有方，當你卸下神明

形象，你可以做你自己，這就是一個學習知所進退的好機會，什麼時間做什麼事，

可惜的是推展者壞了事情，我們的傳統宗教是很有特色的，裏頭也是很有學問的，

如今時常接收到的是負面訊息，這是宗教推行的重要議題。從自身宗教推展來說，

也是要做反省的，林崑成先生提及相較於佛教而言，道教欠缺組織培養，道士們

也欠缺服務團體的觀念，服儀難以獲得良好觀感，同樣身為廟宇服務人員，大家

的氣度更需加強，這是很有智慧的討論，道教佛教的發展各有特色，如何有禮的

互相對待，並且懂得做長遠計畫，然後注重外界觀感，這是要自我省思的部分，

至於台東的傳統宗教有什麼特色呢?林崑成先生說： 

 

族群大融合，有人說紅燈籠像日本風，不是，那是從唐代就有的特色，安世

宮、金龍宮、顯揚堂，阿美族還有慈惠堂系統母娘系統，西王母穿藍衣，總

壇在花蓮，國際研討會各界對寒單爺元宵遶境各炮炸人訪問。扛轎阿美族青

年一天 1200 元，最辛苦，要比他行，還要走，大胖子在上面。請他們吃飯，

現在已經傳承，在建築工地勇，有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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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東族群融合是一大特色，原住民的宮廟一座一座的，而阿美族在以前就

經常是擔任寒單爺的扛轎手，因為在工地工作身體強健而且有技巧，這就是本研

究要深入研究的方向，馬蘭阿美的乩童信仰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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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一、 研究範圍 

本研究著重於台東地區馬蘭阿美的分家部落康樂，更以金龍宮附近的馬蘭阿

美族人為主，再縮小範圍，以進出金龍宮頻繁的馬蘭阿美信眾為重心，以下針對

訪談對象以及研究時間分別作詳述： 

(一) 訪談對象 

    幾次前往天后宮與金龍宮訪問，本研究已鎖定幾位訪談對象，對於所訪談

對象都會先告知研究訴求與研究目的，並將有關個人資料適當保密。 

 

表 3-1-1  訪談對象一覽表 

身分類別 代碼 背景資料 訪談時間 

乩童 A1 三十幾歲，老師父的兒子，從小能感受靈魂界

的存在，在宮裡接受問事，乩身是宮裡主神金

吒元帥 

約兩小時 

A2 年約五十歲，經驗豐富的乩童，乩身是虎爺 約一小時 

服務人員 B1 年約六十，是老師父的親人，因為生病長期進

出醫院依然不見痊癒，經過老師父的醫治而痊

癒，結下緣分，個性樸實，很有見地的婦人 

約一小時 

B2 年約四十，在台北待過一陣子，與老師父是姻

親關係，幫忙宮裡事務，協助乩童遞法器 

約一小時 

B3 年約四十，幫忙宮裡處理事務，協助乩童辦

事，個性直率 

約一小時 

信徒 C1 汪氏夫妻，年約八十 約兩小時 

C2 羅氏阿嬤，年約七十幾歲 約兩小時 

C3 王氏阿嬤，年約七十 約一小時 

C4 汪氏老先生 約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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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 王主委 約半小時 

C6 老師父姪兒 約半小時 

C7 宮主 約半小時 

C8 朱氏男子，汪國光兒子 約半小時 

C9 歌手女兒，陽氏女子 約半小時 

C10 羅阿嬤女兒 約半小時 

C11 老師父外甥 約半小時 

C12 青年信徒 約十分鐘 

研究者自行設計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會以金龍宮的乩童、服務人員還有年老的信眾為主，研

究者認為廟裡的信仰中心是神明，而神明的民間代表是廟裡的乩童，所以，信

徒對神明的虔誠之心，中間很重要的溝通者就是乩童，信徒對乩童必須是信任

的，部落族人才會遇到困難或是挫折即前往尋求解決，而且，廟裡的信眾遇到

什麼疑難雜症，廟裡的乩童也是最清楚的，是以本研究將以乩童的訪談為主，

從乩童的角色做出發點，了解部落族人的信仰狀況，還有乩童在廟裡面的服務

會遇到什麼困難，本研究找一位資深乩童為訪談對象，而金龍宮的主神是金吒，

研究者會把乩童訪問的重心放在金吒乩身豐師父，就是豐健龍老師父的兒子。     

    接下來要訪談的重點是服務人員，服務人員是在一旁協助乩童辦事的人

員，大大小小的事，隨侍在側，從廟裡的灑掃事宜、辦事前的佈置、辦事時遞

上法器或是處理雜事，元宵節煮三餐做後勤補給，是乩童辦事過程很重要的人

物，經常隨侍在乩童身邊，做法事前服務人員們需提前將燒金、供品和法器準

備好，是乩童身邊的重要人物，也是見證諸多事蹟的重要人物，是以本研究訪

談三位服務人員，讓研究過程經過交叉比對，才能得到更精準的答案，本研究

第二個訪談中心是服務人員們。 

   再來是年長的信眾，這些年長的信眾對金龍宮從無到有的過程是最了解的，

從老師父起乩到小廟到蓋大廟甚至到如今佔地廣闊的金龍宮，老人家是最清楚

的，老人家的資訊也是最原始的，從老人家所見所聞，能了解為何到現在信眾

們如此虔誠，部落的事情老人家最清楚，耆老們是很大的寶藏，最後，金龍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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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重要意義就是廟裡的信徒們，宮廟的存在就是為了這些信徒們，而信徒

中的年長者，是見證老師父起乩的過程，也是經歷過巫師信仰到乩童信仰的重

要人物，是以，本研究把訪談的重心放在兩位年長信徒，訪談時間比較長，甚

至超過理想訪談時間(兩小時) ，一部分的原因是老人家還是以阿美族語為主，

需要翻譯者的協助，而翻譯者也需要時間消化，甚至老人家在一旁還需要再添

添補補一些內容，所以，兩次訪談時間都已超過了四小時。 

    最後，研究者覺得周遭的信眾也是很重要，透過一般的信眾了解金龍宮的

這份牽引是怎麼來的，為何一個接一個凝聚於此，成為一個團結的大社會，這

個社會似乎回到了部落以前的集會所，來到另外一個世紀的階層組織，也有其

秩序，也有其規模。 

    幾次前往天后宮與金龍宮訪問，本研究已鎖定幾位訪談對象，對於所訪談

對象都會先告知研究訴求與研究目的，並將有關個人資料適當保密。 

(二) 訪談時間 

    週六晚上九點是金龍宮乩童解卜問事解惑的時辰，研究者實際前往問卜，

並於信眾等待的時間，與信眾互動，尋找適合訪談的對象，但是，對時間移轉

文化變遷比較清楚的老人家卻不容易以中文交談，研究者對於老人家的阿美族

語言又無法了解，一旁熱心信徒幫忙翻譯，讓研究者深感溫暖。白天是大家工

作的時間，所以用晚上問事的時間，還有節日信徒聚集時間，這些時間信徒人

數多，易於採樣，元宵節繞境是金龍宮很重要的活動，研究者把握今年的元宵

節，以觀察的方式參與遶境活動，並記錄宮裡的活動過程，用錄影的方式，盡

量客觀的紀錄宗教信仰的實際活動狀況。 

二、 研究架構 

本研究先擬定研究架構，再依照架構進行研究，研究架構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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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研究架構 

研究過程中，充分蒐集馬蘭阿美巫師與漢人乩童信仰的文獻資料，對巫師與

乩童有多方面的認識之後，再深入探究台東金龍宮的乩童信仰，先透過幾次開放

性的訪談，大致了解金龍宮的情況，文獻與訪談相配合，了解神明信仰對宮裡的

重要性，然後透過半開放性的訪談，了解宮內組織運作與傳承，再經過研究者親

自前往問卜，實際體驗問卜的狀況，多層次的訪談，統整出馬蘭阿美信仰轉變的

現況與瓶頸，進而呈現研究內容的結論，本研究希望能從結論給予人們不同的眼

光去看待馬蘭阿美巫師信仰和乩童信仰。 

 

第二節 研究流程 

研究過程是一段長時間的觀察與長時間文化交流時間，要透過不斷的文獻研

究，現場訪談，再次修正，文獻資料再次蒐集，訪談內容修正，甚至研究方向修

馬蘭阿美 

巫師信仰 

基督教與天

主教信仰 

台東金龍宮的乩童信仰 

老師父與傳承人  

問事、辦事的方式 

繞境活動內容 

信仰變遷的現況 

結論 

 

漢人乩童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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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這樣一次又一次找到最好的方向，研究步驟如下：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圖 3-2-1 

 

 

圖 3-2-1  研究流程 

 

    研究者從初步對台東元宵節的好奇心，進而研究廟宇的文化，幾次反覆思索

研究主題，終於在一次天后宮的訪談，再次擬定研究主題，從金龍宮的角度去研

究馬蘭阿美從巫師信仰到乩童信仰的轉變，經過網路資料蒐集對金龍宮有更多的

瞭解，再思考進入金龍宮的方式，一邊進行訪談一邊研究更多的文獻，形成更明

確的研究架構，為了讓研究主題更聚焦，擬定更清楚的訪談題綱，不斷的修正，

確定訪談對象，作深度訪談，同時進行田野觀察。經過當事人的同意，訪談內容

錄音，逐字稿紀錄，並作分析，擷取重要訊息，撰寫報告，希望經過多重資料檢

定，成為有所貢獻的研究。 

擬定研究主題 資料蒐集思考進

入研究場域方式 

相關文獻探討 

形成研究架構、擬定訪談題綱、確定訪談對象 

文獻分析、深度訪談、田野觀察 

錄音、逐字稿 

分析 

撰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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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工具 

一、 訪談題綱設計  

    本研究希望初步盡量使用開放性訪談，進行方式不限制，讓受訪者能在自然

輕鬆的情況下，有較大的表達空間及方向，在幾次訪談之後，為了集中研究方向，

讓研究主題能夠聚焦，並交叉比對訪談對象的記憶，有必要漸漸引導受訪者回答

研究主題的核心內容，所以，設計具有提示作用的訪談題綱，列出主要問題與內

容，避免訪談內容雜亂無章，天南地北的閒聊，造成研究主題的偏移，遺漏更重

要的內容。本研究訪談題綱設計如表 3-3-1 

 

表 3-3-1  訪談題綱 

研究內容 問題基本形式 

(甲)巫師信仰概

況及原因 

(1) 現在附近還有巫師嗎?還是知道老一輩的什麼人是巫師？ 

(2) 有聽過什麼巫師的故事嗎? 會做什麼巫術?用什麼工具? 

(3) 以前遇到什麼事會找巫師? 

(4) 附近的人對巫師的看法?巫師為什麼會漸漸消失?為什麼沒有人

繼承?那些徒弟現況如何呢? 

(乙)老師父的事

蹟 

(1) 怎麼認識老師父?  

(2) 老師父剛開始的起乩狀況? 

(3) 老師父以前的辦事過程?有看過、聽過、實際看過什麼過程? 

(4) 當時部落族人對老師父這樣起乩的現象有什麼看法?能接受嗎?  

(5) 老師父曾經遇到什麼困難嗎?老師父怎麼找繼承人的? 

(丙)乩童的實際

感受 

(1) 什麼時候開始當乩童?從什麼時候開始改變信仰?情形如何?  

(2) 怎麼傳承這個工作的?怎麼接受這個工作的?  

(3) 神明有給予什麼樣的考驗?  

(4) 跟神明的接觸方式?有什麼感應?有沒有排斥過當乩童? 當你想

逃避這個工作時，曾經遇到什麼事？曾經遇過什麼困難嗎? 

(丁) 服務人員 (1) 什麼原因開始擔任服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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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模式 (2) 辦事遇過什麼事情? 

(3) 如何協助乩童辦事? 

(4) 工作遇過什麼困難? 

(戊)信仰轉變概

況及原因 

(1) 巫師信仰為什麼漸漸沒落? 

(2) 為何信仰改變?發生過什麼事? 

(3) 怎麼接觸金龍宮的? 曾經因為什麼事來問事？ 

(4) 對金龍宮有什麼期待? 

研究者自行設計 

 

二、 編碼設計說明 

    文獻、觀察、訪談所蒐集的資料很龐大且原始，需要經過有系統的整理並加

以分析，舉例來說，A1-丙-1，即是乩童 A1 的訪談紀錄，訪談關於乩童的行為模式，

第 1 題什麼時候開始當乩童?透過編碼設計讓訪談內容能簡單清楚分類作紀錄。研

究者在參與今年的元宵節繞境之後，將照片以及實地觀察作紀錄，讓研究資料更

客觀更豐富。 

三、 訪談歷程 

表 3-3-2  訪談歷程 

日期 地點 人物 

2016、09、25 台東天后宮 天后宮文書林崑成先生 

2016、11、13 金龍宮前方廣場 信徒、代碼 C5、C7 

2016、12、03 金龍宮二樓問事地點 代碼 A1、B2、C9 

2017、02、11(元宵節) 金龍宮前方廣場炊事區 代碼 B1 

2017、04、15 金龍宮一樓蓮花陣 代碼 A1、B2、C11 

2017、04、22 金龍宮一樓 代碼 A1、C7、C12 

2017、04、29 金龍宮前方廣場 代碼 A1、A2、C9 

2017、04、30 豐榮路信徒家 代碼 A1、A2、B2、C2、C10 

2017、05、07 國光餐廳信徒農耕處 代碼 A1、B3、C1、C8 

2017、05、15 金龍宮 代碼 C3 

研究者自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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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2 研究者訪談歷程，剛開始欲了解台東宮廟現象，是以，前往台東最具

代表性天后宮進行訪談，根據天后宮服務人員介紹最了解廟務者是文書林崑成先

生，於是詢問林崑成先生在廟裡時間前往訪談，透過林崑成先生的訪談過程得知

台東廟宇的特色之一即是原住民建立的宮廟，探知金龍宮這間馬蘭阿美建立的宮

廟，於是著手研究資料蒐集，找到確切地點的日子即是托塔天王法會時期，2016

年十一月十三日週日正巧遇上金龍宮在廣場前舉行淨身法會替信徒消災解厄，研

究者詢問一旁信徒並在信徒指引下找到王主委進行初步訪談，且得知周三與周六

晚上是金龍宮問事時間，是信徒聚集時間，週六問事時間訪談老人家，發覺比較

深層的問題老人家不易回答，甚至不好意思在眾人面前談論這些話題，研究者遇

到很大的困難，幸而這時候獲得豐師父的協助，指引並一同前往老信徒家訪談耆

老，獲得更有價值的資訊，另外 2017 年二月十一日元宵節更是信徒團聚大日子。 

第四節 研究的效度與信度 

    一份研究報告必須有其效度與信度，而研究效度即是研究的有效性，要如何

確定研究結果的真實可靠呢？陳向明(2002)指出在質的研究中，效度意指一種關

係，即研究結果與研究本身其他部分之間的一致性，我們不是將這個結果與某個

外在客觀的存在作比較，是指對這個結果的表述是否真實的反映了某特定存在。

而質的研究的效度表達的關係是相對性，而不是一種絕對性，如果說某個表達是

有效的，並不是說這表達對該研究現象是唯一正確的表達，只是說這表述比其他

表達更為合理。所以，在質的研究中，效度這概念存在著爭議，陳向明(2002)指出

有些認為這個詞語可以用於質的研究，但是不相等於量的研究對這一詞語的定義

和分類，質的研究者真正在意的並不是量的研究所指客觀現實的真實性，而是來

自被研究者眼中所看到的真實。所以，從質的研究來說，效度這個概念可以解釋

為真實性、可信性、可靠性、確實性、一致性、準確性等。綜合以上所述，本研

究在進行過程，盡力讓所有相關資料能真實、準確的探討出馬蘭阿美從巫師信仰

到乩童信仰的轉變，期望能於研究過程中增進研究效度。 

   研究信度是一種由小而大的推論，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同一問題、對同一群

人做研究，研究結果的重複性，這就是所謂研究信度，也就是推論，根據陳向明(2002)

的研究指出使用概率抽樣的方法抽取一定樣本進行調查，並將研究結果推論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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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抽樣的總體。但，在質的研究中，研究結果不可能由樣本推論總體，質的研究

通常是對小樣本的調查，這些樣本往往呈現的就是獨特性。這些質的研究都是具

有豐富多元的獨特現象，無法推而論之其他地區的現象，是以陳向明(2002)指出質

的研究所呈現的這些特殊個案給予人們豐富的認知結構和擴展知識視野的機會，

這過程人們體會了世界上存在的不同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以及構造現實的方

式。 

    本研究也希望能透過研究的過程，讓人們有更多的瞭解，能從馬蘭阿美信仰

變遷的獨特性，添增更多對世界的不同體悟，理解更多存在於世界上的獨特現象。 

 

第五節 研究倫理 

    遵守研究倫理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間一件重要課題，陳向明(2002)認為質的研

究關注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兩者的關係對研究的影響，研究工作的倫理規範和研究

者個人的道德品質，在質的研究中變成了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所以，如何提高

研究本身的質量？研究者必須認真考慮研究中的倫理道德問題，這份思考可以使

研究者更加嚴謹的從事研究工作。 

是以，本研究在研究過程會提醒自己遵守以下規範： 

一、 自願與公開的原則 

    詢問被研究者的意願並在公開場合做訪談，陳向明(2002)認為自願原則是指研

究者必須在訪談前獲得被研究者的同意，而公開原則是指被研究者有權利知道自

己正在被研究，成為別人的研究對象。是以，本研究進行訪談時，會先告知受訪

者研究者的目的以及研究方向，並詢問受訪者意願，於公開的情境下進行訪談，

被研究者能表達自己是否願意參加研究，以達到雙方良好的互動。 

二、 保密原則 

    人與人的相處是微妙的，研究者必須同理被研究者的角色立場，因為質性研

究的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必須經過密切的接觸，所以保密原則對質性研究來說尤其

重要，如同陳向明(2002)的觀點，研究者可說享有特權，進入被研究者的生活，傾

聽被研究者的故事，進而用被研究者的眼睛看世界，研究者要珍惜這些特權，要

注意這些特權有可能被誤用，過程中研究者必須注意不要給對方造成傷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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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這是一種基本的尊重，與被研究者有互動，並詢問被研究者的意見，訪談

內容如果是受訪者不願公開的，就該保密，保護受訪者，即使雙方已經熟稔，也

要再次詢問受訪者對訪談內容的感受，以受訪者的感受為感受。 

三、 公正合理的原則 

    研究者收集被研究者的資料，如何給予公正合理的評論呢？研究本身常常陷

入主觀看法的迷思中，如何在訪談過程得到客觀公正的結果，這是研究者必須時

時提醒自己的，根據陳向明(2002)的說法，研究者理應公平的對待所蒐集的資料以

及研究對象，並合理的處理自己與研究對象的關係，當研究者從事具有評價性的

研究，對研究對象的評價是否公正而且合理的，這是重要的問題。是以，研究者

在田野調查這段時間隨時提醒自己要有同理心，研究過程中訪談對象的正常生活

和工作是被干擾的，過程中應該盡量尊重彼此，讓訪談對象感受到研究過程與研

究結果對部落族人的生活環境不是一種傷害而是有幫助的，這是很重要的，並且

必須時時刻刻提醒自己給予公正合理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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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台東市馬蘭阿美早期的巫師信仰概況 

    本節從馬蘭阿美的巫師信仰來說起，初步訪談中信徒們都說已經沒有巫師，

在部落族人生活周遭沒有巫師也沒有人會去找巫師，原住民的巫師信仰是大家耳

熟能詳又充滿神秘氣息的原住民傳統文化，而金龍宮附近馬蘭阿美的巫師信仰狀

況有這麼快的轉變，源由為何？研究者必須從頭了解，探討早期巫師信仰在金龍

宮附近發生了什麼變化，但是，研究者的研究對象僅限於金龍宮的信徒，以信徒

的角度來論述巫師，其觀點將會過於主觀，這是研究者的研究限制，只能呈現金

龍宮信徒觀點的獨特性，無法涵蓋所有的部落族人，以下依據研究者田野調查所

得到的訊息分別述說之: 

一、 巫師用竹占來占卜 

    竹占是部落最常使用的占卜方式，遇到事情，夢到事情，想要解夢，想要知

道家庭事業的困境如何解決，山上海裡這一趟出去是否平安，收穫如何，都會請

巫師竹占，如同第二章文獻探討所提及吉夢、凶夢，透過竹占來了解情況，大小

病痛也會去找巫師竹占。竹占的方式訪談對象 A1 是這麼說： 

 

那個叫竹占，心理寄託，祖先留下來的古時候，治病，竹卦、卜卦、祖靈、祭

天、祭地、祭祖靈、竹占卦、竹子慢慢削，一邊削一邊唸，今天治病，問祖靈

事，削到，看說你是怎樣怎樣，拉告（羅馬拼音）、拉勞，沒關係，搭配米酒

(A1-甲-1)。 

 

    竹占是初期了解狀況，巫師用占卜的方式知道出了什麼事，此行順利或是不

順利，接下來就是如何處理，而附近的人對於治病部分沒有什麼印象，多是行黑

巫術的印象，接下來討論巫師行巫狀況。 

二、 行巫方式 

    行巫根據金龍宮附近部落族人的說法就是巫師對人詛咒下降頭下蠱，部落族

人用台語說是放符阿，外省人的說法是茅山道術，阿美族語是稱為 salisin，這種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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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一般醫生無法醫治。巫師因為所求者的私人因素用貓頭狗頭下降頭對人詛咒，

除了貓頭狗頭，還會使用檳榔加上琉璃珠子，珠子有各種顏色，很小很小的琉璃

珠子，這些詛咒就是要置對方於死地，是很殘酷的詛咒。豐師父說巫術這種東西

很多，各族都有，而阿美族可能是從祖靈開始就有專門放 salisin 下降頭的巫師，

以前阿美族與卑南族戰爭的時候就用巫術，類似像降頭術，把狗頭或貓頭放在甕

裡面，因為阿美族社會裡面多是互相忌妒就找巫師對人下降頭，這種疾病連醫生

也找不到病因無法醫治，很多被 salisin 的人都來這邊找老師父收降頭(A1-甲-1)。下

列是訪談對象對檳榔以及茅山術的說法 

 

他就一直念，拿著檳榔，珠子，有詛咒的意思，阿美、卑南都有（巫師），詛

咒到死(B1-甲-1)。 

放符咒那種的，是：找不到病因！茅山術啦！ (C11-甲-1)。 

卡陰的比較多，講話都講小鬼？那時候我們原住民這些都很多！到現在都已經

沒有了(C9-甲-1)。 

 

三、 找巫師源由 

    根據訪談總結早期附近的人找巫師的原因通常是為了尋求平安或是與人有衝

突要害人兩種情況。以下把兩種情況分列敘述: 

(一) 尋求平安 

    找巫師竹占是有夢境或是為了家裡的平安，新屋入厝求平安之類的事。訪

談對象這麼說： 

 

巫師，有啊！家裡不平安也是會去問(C3-甲-2)。 

買房子，找巫師淨屋，結果兩個人都不好，不是淨得那麼好，他們就沒那

麼好(B2-甲-2)。 

 

(二) 與人有衝突 

    因為生活或是工作有關的衝突找巫師行黑巫術詛咒害人，早期阿美族純然

的母系社會，在比較與忌妒驅使下產生報復心。豐師父說阿美族以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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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輩在戰爭環境裡有內鬥情況，互相比較計較產生衝突，生活中有摩擦看對

方行為令人生厭即找巫師對對方下降頭(A1-甲-2)。下列是訪談對象提及找巫師

的原因： 

你占我的地，我占你的水，為了生活，都找巫師 salisin (B2-甲-2) 。 

比較就跟你唔合（台語）( C11-甲-2)。 

 

四、 巫師服務的對象 

    巫師會協助自己族人也會接受其他部落或種族人民的要求行巫，就像阿美族

人會去找阿美族巫師，如果聽說哪一個卑南族巫師很厲害阿美族人也會去找，這

個部落也可能會去找那個部落的巫師。所以，族人會因為家裡的不平靜去找部落

巫師，也會因為跟自己族人的衝突去找巫師，還有一種會找外族的巫師來下降頭，

據說卑南族的巫師很厲害，所以部落族人會去找卑南族巫師來下降頭，另一方面，

降頭如果被收，它是會回過頭來反撲的，所以，去找巫師的人或是巫師自己也有

可能會被反撲而不順或是遭遇意外。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 B2 說現今一位卑南族巫

師老阿嬤往生沒有徒弟接手傳承，而這位巫師阿嬤曾經行過很多巫術收很多惡靈

在家屋前方一個小房子，阿嬤必須帶走否則留下惡靈影響後代子孫。豐師父也說

卑南族巫師行巫術接收很多壞靈，這些靈因為巫師往生無人看管回頭反噬家族男

丁，造成兩個兒子一個車禍在加護病房一個半身不遂，家人到金龍宮尋求幫忙，

處理之後從加護病房好轉轉至一般病房(A1-甲-3)。對自己族人或對另一個部落的恩

怨而前往找巫師的人，有以下這些狀況： 

 

也有阿美，其實是阿美自己請(A1-甲 3)。 

應該是那個部落跟這個部落(B2-甲 3) 。 

自己族裡，但是會去找外族，比如說卑南族來幫他下降頭這樣子，老一輩都是

這樣，我們的族群是不往來的！最早的時候(B2-甲-3) 。 

他是一對夫妻，身強體壯的，半年內喔！兩個都走了，反芻啦！反過來找，他

吃不到這個人，回頭找下降頭的人，嫉妒啊！要搶什麼，拿什麼(B2-甲-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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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巫師使用的工具 

    早期巫師會使用釋迦、檳榔、或是竹占幫助部落族人治病或是問事，後來琉

璃珠子、貓頭、狗頭、稻草、針、對方的鏡子、梳子、指甲等，運用身邊的東西，

還有詛咒對象身邊事物來下詛咒，或說下降頭、放符、下蠱，最毒的是用紅色珠

子放檳榔裡下詛咒。豐谷北路的羅氏阿嬤提及早期巫師使用釋迦或檳榔來碰觸傷

口，卻無法治癒癌症，所以轉而信廟，還有斂財的巫師替這個家族口頭幫忙做巫

術，另一個有嫌隙的家族也來請求幫忙，巫師亦即行巫幫忙擋，兩方勾心鬥角時

有所聞(C2-甲-4) 。貓頭、狗頭、檳榔和身邊事物都是巫師的工具，以下是附近的

人的說法： 

 

很多是人家放的降頭啦！比如說：人家下的降頭，人家用的是什麼，不只有符，

還有～，卑南族會用檳榔下降頭，然後，還有更重的頭，貓的頭，狗啦，都有

啦(A1-甲-4) 。 

她是被下降頭，他的鏡子啊 頭髮啊！梳子，指甲，全部被放在一個甕裡，還

是師父去找，他那時候很厲害， 是巫師的巫術陷害的，稻草啊！針啊！放在

開封橋，水一直流一直流啊(B2-甲-4) 。 

 

六、 族人對巫師的看法 

    信徒對早期巫師印象是竹占卜卦，逐漸的因為治病無效而有辦事不力騙人錢

財的感受，甚至被指著叫巫婆。以下根據乩童 A1、A2 還有姻親關係服務人員 B2

的說法細分幾點對巫師的看法： 

(一) 使用竹占削竹片 

    對巫師的印象是竹占，草藥使用是比較不正統的巫師，至於巫師是徒弟制

的並且要有靈波相合者(B2-甲-5)。豐師父提及阿美族社會不重視巫師還戲稱巫

婆，豐師父的阿公以前也是巫師會削竹片，主要工作還是從事農業，一邊教徒

弟但不行巫只做生活祭語祈福祝禱(A1-甲-5)。汪氏阿公說早期巫師會使用原住

民自種的特殊竹子，不能太老的竹子而且葉子要向東邊方能作為巫具，把竹子

砍下來剖成片狀，用小番刀慢慢削嘴裡唸咒，削到某種程度就壓在腳趾下往上

拉，如今這種竹子已經看不到了(C4-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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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早期巫師極為靈驗是族人心靈寄託 

    汪氏阿公說早期資訊不發達，家裡的大小事情都會前往找巫師，例如治病

問事、小孩的狀況或是祖先有什麼事情交代，都會找巫師，早期阿美族的巫師

非常靈驗且單純，就是治病跟問事，很多部落族人生病都會找巫師，阿公也曾

經遇到自己昏昏沉沉身體有氣無力的情況，看病吃藥都沒有起色，後來巫師削

竹子占卜並用米酒在他身上灑洗淨身，最後又再一次做竹占確定已經沖煞並念

著咒語幫阿公除煞，阿公隔天就好了(C4-甲-5)。 

(三) 卑南族巫師巫術比阿美族厲害 

    汪氏阿公說早期阿美族巫術是很靈驗也單純行巫治病或是問事，後來慢慢

有其他種族學會之後就變了，才開始有降頭，阿公說自己的爸爸也是被下降頭

四十多歲就病逝(C4-甲-5)。是以，後來部落族人的印象都是卑南族巫師很厲害，

但是，很會行巫的卑南族巫師必須精通阿美族語，因為當初的巫術就是從阿美

族這裡傳過去的，另一方面，行巫能力強，巫術下得重，反撲能力也是很強，

造成巫師家族的後代多不幸遭遇。訪談對象這麼說： 

 

阿美的巫師沒有強，連下都不會下更遑論收降頭。阿美族的巫師沒有卑南

族的那麼好。沒有了，以前有，卑南族也是，年輕人都沒有了(C7-甲-5) 。 

 

(四) 後期阿美族的巫師負面印象多 

    汪氏阿公說早期老師父還沒在廟裡問事時，阿公自己的女兒常會陪同去都

蘭找巫師治病問事，大概是十二年前的事，那時候的巫師只剩兩位，現在都不

在了(C4-甲-5)。而後來被族人稱呼巫婆，多是辦事不力，騙人錢財的印象，另

外，卑南族巫師精通阿美族語，下降頭用阿美族語，八十幾歲的卑南族巫師阿

嬤詛咒阿美族人用他們的語言，卑南族說以前的巫師是從阿美族出來的，行巫

下得重反噬能力也很強，老巫師即將往生無接替者即須切割清楚全部帶走，以

免禍害後代(A1-甲-5)。 

(五) 巫師行巫是金龍宮擋回去的 

    虎爺乩身豐金山先生說以前巫師人數眾多競爭激烈，需要顯現自己的厲

害，當時老師父與巫師的對戰時間非常久(A2-甲-5)。阿美族社會的巫師經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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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變遷給族人的觀念是沒有功用且騙錢，以下是族人的描述： 

 

不準啦，有的還會騙人騙錢，又做不好，阿嬤走了好幾個，都問過，對他

的病沒有對症下藥 (C2-甲-5) 。 

你幫人家下蠱放符阿，用不好會反芻，還有人啊！會請巫師，這邊也請巫

師，雙方都請巫師，那個好的不好的都有，那一輩年輕人不會接，怕啦！

那個有危險性的，詛咒啦，我們求巫師，我們也怕啊(C10-甲-5) 。 

 

    因為上述原因，巫師漸漸消失在部落中，接著研究者再詳述巫師失傳緣由。 

七、 巫師失傳緣由 

    早期巫師是各部落精神象徵，是族人有夢境、有困阨或有病痛時尋求解決的

神聖人物，現今聽到信徒描述卻多為行黑巫造成族人間相互攻擊的負面人物，且

年輕人不願意接下任務，多方面的演變下漸漸失傳。以下根據乩童 A1 以及老師父

姪兒 C6 的說法分列述說巫師失傳的可能緣由： 

(一) 時代變遷 

    談及巫師失傳緣由，從日治時代即開始因為時代變遷環境改變而影響部落

族人的生活習性，這也是各民族融合下會造成的改變，閩南人道教的接觸漸漸

改變部落族人的想法。汪氏阿公說當時有教會跟廟宇的出現，部落族人慢慢的

就少去找巫師了(C4-甲-5)。 

(二) 天主教基督教進入部落 

    生活困苦的時期天主教基督教進入部落，帶給部落一種新的信仰思維，但

也漸漸改變部落族人的傳統信仰方向。 

(三) 年輕人出外打拚 

    汪氏阿公說以前生活非常困苦，為了生活老人家都在田裡種田工作，早出

晚歸，而年輕一輩出去遠洋捕魚或是去都市工作打拚，漸漸地比較少接觸巫師，

當時又正好有教會跟廟宇，也就沒有年輕人傳承(C4-甲-5)。 

(四) 無人傳承 

    汪氏阿公說乩童跟巫師一樣都是祖靈神明的媒介，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學

會的，加上當時生活困苦，年輕一輩無心傳承，阿公也被巫師問過要不要學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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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說自己沒有興趣就沒有學(C4-甲-5)。豐師父說早期巫師到民國六十幾年就

開始沒有人傳承，漸漸老巫師往生無人接替，巫師組織因為沒有家人願意接下

任務也沒有徒弟傳承逐漸在村落消聲匿跡，而當初所下之降頭沒有傷害對方會

回過頭來找下降頭的人，這種反噬力量也讓人懼而遠之，如今最好的方式是把

這些靈回歸祖靈。並提及卑南族巫師因年輕人不傳承也漸漸消失，年輕人無法

安於此事終老，他們的說法是這樣的： 

 

以前很多巫師，卑南族，阿密斯也有，後來都斷掉了(C11-甲-6) 。 

以前阿美族，巫師，驅邪，阿公的阿公，從那一輩下面就沒人接，民國以

前開始就有，到走，民 88年走的(B2-甲-6) 。 

 

(五) 老師父蓋小廟收降頭 

    民國六十年代巫師式微，而這個時期正是老師父開始幫助周圍親人治癒怪

病，廟裡頭把降頭找到收掉，人們開始往廟裡找老師父，而巫師從有到無的現

象，以下是訪談對象的述說： 

 

卑南族的，父親車禍，昏迷指數三，他的家人也都來，他們家以前是巫師

現在不想當，他們巫師是用傳的，你不接就不順 (C7-甲-6) 。 

有廟的話，可以收起來，慢慢還，接了一兩個卑南族這種的，他們到過頭

來求助，他們知道這個對家族不好，年輕一輩的也不接 (B2-甲-6) 。 

 

    時代變遷，阿美族社會變化很大，從日治時期的研究中可以知道當時阿美

族人過著純樸簡單的生活，小泉鐵書中的沙韻講述中的阿美族部落是互助共享

的祥和世界，然而文獻記載中的祭典與年齡階級離部落越來越遠。巫師本來是

族人生老病死的重要人物，在阿美族社會很有權勢地位，小到夢境大到死亡都

會找巫師協助，如今，隨著族群融合，阿美族的年齡階級漸漸消失，年輕人外

出打拚，互助共享的情感也漸漸遺忘，甚而尋找巫師的原因已經不再單純，巫

師的地位因此改變，這時教會跟廟宇的介入成為部落族人另一種心靈寄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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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台東市金龍宮馬蘭阿美的老乩童事蹟 

    本節要探討的重點是金龍宮的創建人豐健龍老師父，老師父已於 2009 年往

生，過世八年，如今由老師父的兒子豐偌然傳承，接下來文中將接替老師父工作

的豐偌然稱呼為豐師父，當初大家是因為老師父才來金龍宮，老師父這一生從神

明附身、起乩、蓋小廟到救人無數的事蹟，就像服務人員 B2 所說的，是個傳奇人

物，很長很長的歷史過程，以下研究者經過整理分列描述： 

一、 早期起乩狀況 

    早期阿美族傳統社會遇到神明附身這樣的狀況覺得不可思議，後來慢慢接

受，這段過程是老師父最難熬的時期，直到老師父幫助越來越多附近的人治癒醫

生也無能為力的病情，見識到老師父的能力，就覺得老師父是傳奇人物或當他是

神。訪談對象提及前後差異: 

 

人家都會認為他是神經病，不騙你，對啦！人家都認為他是神經病(B2-乙-1) 

傳奇人物就好啦或是神(B2-乙-1) 。 

 

二、 神明附身過程 

    老師父國中時期就有狀況，時常會抽筋、生大病，夢到踩風火輪的神尊，還

看到神尊並且被呼喚到海邊，七天回來之後就擁有神明的力量，騰雲駕霧，踩著

豬從茅草屋頂下來，接著要找神明指示的七星劍，族人以為是傳統使用的蕃刀。

汪氏阿公說老師父當時在新生國中讀書眼見腳踩風火輪神尊呼喚老師父至海邊防

風林，消失七天後出現在人家屋簷瓦房上，踩著豬騰雲駕霧似的下來，可知神明

已附身且欲尋找寶劍被族人誤以為找番刀，從此乩童信仰很自然的開始(C4-乙-3)。

關於老師父抽筋金吒附身找七星劍的過程，訪談對象是這麼說： 

 

就是在這個高中時期的時候，就發了一場大病，然後沒有多久就開始，走金吒

的這樣，要附在身上才可以，那天他附在身上的時候，就是要拿那個番刀，我

阿公要拿番刀給他，他說不是那種刀，七星劍啦不是番刀 (C11-乙-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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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老師父與家人朋友的感受 

    民國六十年左右老師父跟家人是基督教徒，神明附身對部落族人是陌生無法

理解之事，家人無法接受，國中時以為是羊癲瘋，抽筋加上皮膚病送往基督教醫

院一直無法治好。這段經歷從老師父鄰居姐姐王阿嬤、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 B2 與

跟老師父差四歲的外甥 C11 的述說可以總結四個時期： 

(一) 送往龍發堂 

    老師父鄰居姐姐王阿嬤說當時神明附身的事情對老師父來說是困擾的，父

母帶老師父去看病，還當老師父是神經病帶去台南田中龍發堂治病，關了一個

月還是依然神明附身起乩跑回來。訪談內容是這麼說的： 

 

父母忍不下不捨得，到醫院，去龍發堂關一個月，以為他神經病，他沒掛

鐵鏈腳鍊都有在裡面當班長，在台南田中聊起龍發堂還是會跑啊，管不了

啊！ (C11-乙-3) 。 

 

(二) 尋求金母娘娘幫助 

    老師父鄰居姐姐王阿嬤說當時老師父跟父母還有兄弟姊妹們當時都是基督

徒，而金吒託夢告知老師父神意並透過打坐靜思聽及神意，可是發乩過程不是

部落族人可以理解的，為此尋求金母娘娘的幫助讓老師父依附金母娘娘。 

(三) 蓋小廟 

    這樣幾番折騰直到老師父母親知道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終於願意蓋小廟收

妖，讓老師父奉祀神明(C3-乙-3)。這段過程如下所述： 

 

還讀聖經，他就跑回來，發乩啊，他一開始有這個的時候，我們也不知道

那時候就有拜拜，有一天晚上他到東邊拿七星劍，金吒帶他去拿，現在也

是從東方迎下來廟坐正北，爸媽只能接受，不好就每天給他抽筋 (C11-乙

-3) 。 

 

(四) 成為傳奇人物 

    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說起當年起乩的老師父也是無助，身上皮膚病瘡疤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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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無法治癒，最後只好屈服讓神明上身，半個月後身體也好了，之後幫助很多

人，真是個傳奇人物(B2-乙-3)。  

四、 從抗拒到接受 

    老師父跟人戲稱這段時期是八年抗戰，老師父的內心曾經是很抗拒的，神明

要老師父做金身蓋廟奉祀，一直沒有完成，生活就一直不順，別人當兵兩三年，

老師父當兵八年，這八年也讓人以為老師父是神經病或是發羊癲瘋，老師父也欣

然接受別人異樣眼光與看法(C8-乙-3)。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說那時父母跟老師父都

無法接受神明乩身，直到蓋小廟完成神明交代的事才順利，八年換得一生功績(B2-

乙-3)。訪談對象述說：  

 

對，沒有把廟蓋好，沒有做祂的金身，沒把這事情用好 (A1-乙-3) 。 

八年金吒會招回來，就當兵逃回來，軍中起乩，人家說他神經病羊癲瘋，你說

我神經病就神經病，也不會怎樣，你當兵幾年，我八年啊，會逃啊(C8-乙-3) 。 

就是那八年，不是很好就對了啦！不然就生大病 (A1-乙-3) 。 

 

五、 不能違背的天命 

    神明找替身是長期的，接了乩，就要代替神明濟助百姓，貪玩的年紀也會叛

逆，老師父就跑走一個禮拜，信徒們空等一個禮拜，結果老師父的腳也腫了一禮

拜，不管老師父跑到哪裡去都會被抓回來。老師父的鄰居玩伴王阿嬤說老師父在

這麼帥又愛玩年紀被綁在廟裡，丟著信徒跟朋友逃跑一個禮拜後腳腫著回來，老

師父被神明抓著靈處罰腳腫一個禮拜(C3-乙-3)。神明指定乩身就抓住靈，逃無可逃。 

六、 老師父被神明附身的情況 

    被神明附身的老師父有諸多神蹟顯現在部落族人面前，割舌頭或是像有輕功

似的飛上早期茅草屋頂追降頭。服務人員 B3 述說當時巫師使用檳榔下降頭讓人生

病，老師父找出並收降頭這些髒東西，如果對方降頭做得大，老師父需要用割舌

頭的方式解決，甚至與惡靈決鬥時還會飛上屋簷，像有輕功似的追逐無形惡靈，

訪談是這麼介紹的： 

 

那時候我國小，真的看過，下那個降頭，功力很大的時候，會飛，從一樓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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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二樓，像那矮房子，從那裡一躍而上，他要去追那個無形的降頭，跟他鬥

(B3 –乙-4) 。 

 

七、 老師父救人事蹟 

    老師父救了很多附近的人，多為醫院宣告無救將往生之人，送到老師父這裡，

獲得重生，依據信徒的說法早期都是因為被巫師下降頭所造成的疾病或是災害，

以下分述這些事蹟： 

(一) 肺結核末期 

    廟阿嬤二十幾歲發生的事，醫生說是肺結核末期無救，其實是被下降頭，

當時也是基督徒的廟阿嬤基督教醫院要家屬回家辦後事，幸虧熱心鄰居介紹來

金龍宮找老師父，那時的老師父還在小廟，在開封橋下找出巫師下的降頭，一

個讓水不斷流的甕，裡面放著廟阿嬤的鏡子、梳子、指甲，還有稻草跟針，老

師父收了降頭，三個月病即痊癒(B2 –乙-4)。 

(二) 大蛇當替身 

    老師父當時二十一歲，大他幾歲的鄰居姐姐王阿嬤 C3 當時被下很重的降頭

已經病危，是老師父花了三個月時間讓一條蛇當替身，把王阿嬤救回來，王阿

嬤說她稱呼老師父二哥，那時醫院請家屬回家辦後事，老師父說一定要救姊姊

並於廟裡打坐祈求神明，之後告誡不可吃藥要吃稀飯配野菜，三個月在床邊守

候，大蛇當替身放籠裡，三個月後大蛇瘦到可以鑽出籠子而人已痊癒(C3–乙-4)。 

(三) 牛頭馬面已到 

    持續發燒醫生也找不出病因送到金龍宮，牛頭馬面已經在等候，這是陽氏

信徒 C9 提及自己妹妹發生的事，那是小自己一歲的妹妹在國小三年級不斷發

燒，醫生找不出病因，家人用祖先留傳仙人掌割掉刺治療也無效，媽媽還夢到

牽牛回家，在原住民觀念裡那是不吉祥意涵，來到金龍宮牛頭馬面已經在等候，

金吒讓妹妹在外等候不讓進，在廟裡老人家請求下才出手，但發燒太久造成肌

肉萎縮，事後老師父每天去針灸(C9 –乙-4)。後續狀況 C9 的訪談是這麼說的： 

 

小兒麻痺肌肉萎縮後遺症每天去我們家就是針灸，然後又去知本，那時候

知本是用挖的嘛，那個溫泉泡溫泉，每天去，我媽媽就騎摩托車，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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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溫泉，那時候溫泉那邊也是有人，就每天去每天去現在就好多了，就那

時候，我們就開始信金吒了(C9 –乙-4)。 

 

(四) 稻田下降頭 

    馬蘭阿美是農耕為主，巫師在稻田下降頭害農民稻子乾枯無收成，汪氏老

夫妻說有人放符阿在田中間害人稻子像燒過，廟裡問事老師父幫忙找出符阿、

髒東西和釘子，放入油鍋油炸丟掉，稻子就變漂亮(C1-乙-4)。 

(五) 公墓靈事口水流不止 

    服務人員 B2 述說自己二十一歲時的一段經歷，有天晚上男友騎機車載著行

經公墓轉彎處彷彿被向外拉出，回到家開始大量流口水四肢無力三天瘦了二十

公斤，老師父來看問及當天事，告知必須前往燒金並為服務人員 B2 作法當天即

痊癒(B2–乙-4)。 

    很多附近的人因為類似上述事件成為虔誠信徒，連同家族的人也因此成為

金龍宮信徒。 

八、 老師父辦事過程 

    根據汪氏老夫妻與朱氏男士的訪談得知信徒遇到事情到廟裡問事問案，有時

需要外出到信徒家裡或是田裡辦事，情況嚴重的話經常需要用割舌頭的方式處

理，最嚴重的就像打仗一樣，要找出對方下的降頭，擒賊先擒王，要先抓出惡靈，

過程像是武打片，也會打輸會吐血，但那是神明的血(C8-乙-5)。老師父當年辦事過

程大致上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 辦事行動時間都是在極陰之時 

    那是抓惡靈的時機，抓一次沒成功，第二天繼續，晚上無法回家睡覺都在

廟裡待命，甚至一個禮拜的搏鬥，老師父絕對會幫忙處理乾淨這些髒東西。 

(二) 辦事工具 

    辦事過程要帶五寶出門，曾經大搖大擺帶著五寶出門騎著摩托車遇到警察

臨檢，告知是金龍宮辦事，給予通行，但警察也提醒五寶要包好，不要太招搖。

有時候降頭下得重，老師父需要割舌頭處理，老信徒是這麼說的： 

 

還有那個割舌頭啊，那麼長，兩次，也是在家裡用燒金，嘿啊!那時候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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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舌頭放很重的時候割舌頭啊，那舌頭割了放手上，用燒金，也是接，用

劍割，足厲害，用完，一個一個黏，割太多，時常割會越來越短，會變大

舌頭，裝回去的時候，會有割的小碎肉，拉出來割(C8-乙-5) 

 

 

(三) 辦事過程像打仗，神明要商討對策 

    金吒也有自己的神明團，這個神明打輸了換另一個出動，打敗就回廟裡，

神明們會商量對策，這其中也有趣事，曾經協助老師父辦事的朱氏男士述說當

年鐵媽家的辦事過程像武俠片，在連續一個禮拜無眠待命與出動，神明研究對

策再出動，輸了吐血再待命。信徒這麼描述吐血狀況： 

 

我小六，那時候他已經三十歲了，他有時候跟人家搏鬥，有一次他跟人家

搏鬥，有流血咧！那個血像一個大碗，那麼大，把他送進去醫院啊，那個

血給醫生看，但是醫生說，那不是人的血，我們就拿，送回家啦！等一個

小時，他又開始發作啦(B3–乙-4)。 

被打輸，吐血，乩身沒事，是神明，看醫生，不是人的血，神明的血 (C8-

乙-5)。 

 

(四)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辦事過程 

    對方下降頭用杜賓狗頭，狗的嘴巴放很多東西，這些東西就放在住家正對

面的甘蔗園裡，狗頭正對著住家詛咒這戶人家，為了辦好這件事，老師父跟廟

裡的人一個禮拜在廟裡待命，神明降旨出發就馬上出發，終於找到放置甘蔗田

中的降頭，是杜賓狗頭放置眾多詛咒物(C8-乙-5)。 

(五) 團隊力量 

    辦事時間都是深夜，當時沒有路燈，大家在廟裡休息之後再手牽手出發，

有時候實在難以攻下，協助老師父辦事的朱氏男士說曾經讓女孩子們的內褲派

上用場，將內褲綁一綁女孩子手牽手走在前面，男孩子走在後面進攻(C8-乙-5)。 

九、 老師父的感應能力 

    神明乩身都有特殊的感應能力，老師父能看到另一個世界的畫面，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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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劍畫個卍字讓居事們看到地獄斷手斷腳的景象，甚至看到即將發生的事情，

而廟裡人員背後一些小錯大錯老師父也會用七星劍加以提點。下列將這幾件事情

加以分述： 

(一) 開天眼觀看地獄情景 

    服務人員 B2 說開天眼的事，另一個世界到底如何？老師父讓身邊人開天

眼，老師父問說要看嗎？這七星劍一畫上面一井字裡面一卍字在裡面是斷手斷

腳的人(B2–乙-4)。 

(二) 元宵節預知幾位乩身將前往觀看起駕 

    在老師父身邊協助的朱姓男士說起某一年元宵節繞境，老師父的動作大需

要拿曬衣服竹竿在旁邊擋著預防五寶傷及路人，遶境前帶著幾個信徒指著前後

行進隊伍中一些廟宇的乩身，告知信徒們這些乩身將會在老師父遶境起駕時前

來觀望，等到遶境老師父起駕四周一看果真看到這些乩身，另外提及老師父是

神明指定分配東邊的乩身(C8-乙-6)。 

(三) 泡溫泉導致集會遲到 

    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 B2 說起自己農工畢業時，老師父約好八點，服務人員

B2 跟朋友臨時決定泡溫泉遲到半小時，老師父叫到一旁拿七星劍打頭說遲到跑

去洗溫泉，這是臨時起意去泡溫泉的，沒有其他人知道的，而老師父竟然知道，

實在很厲害(B2–乙-4)。 

(四) 偷羊 

    當真是人在做天在看，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 B2 說起家裡叔叔發生的事，叔

叔跑到山上偷羊還殺羊，周圍的人不知道羊是偷來的，但老師父告知要吃要自

己養不要用偷的 (B2–乙-4)。 

(五) 乩身辦事前吃狗肉 

    虎爺乩身談起當年吃狗肉被老師父發現的事，早期吃狗肉在民間是很普遍

的事，那一天廟裡晚點有事，白天空檔虎爺跟幾個朋友前往大同路吃狗肉，結

束後回到金龍宮準備辦事，老師父要虎爺跟朋友們先不要進去。虎爺這麼述說

當天情景： 

 

師父看到我們三個說你們三個先不要進來，等辦完事之後，師父就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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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啊是不是有吃到狗的心臟，就腦袋給你敲下去，很痛ㄋㄟ，師父說：你

喔！身為那個，你還吃這樣，我啊從那時候開始，都不敢吃了，有些事情

不方便講，不知道怎麼說(A2–乙-4) 。 

 

    廟裡服務人員犯錯或是不守戒律老師父也知曉，事後老師父會提醒或是拿

七星劍敲頭。金吒是軍人個性，辦事時拿錯東西也是敲頭。當時吃狗肉在民間

是普遍的事，但老師父認為廟裡的人該有自覺，尤其是辦事前更需自我戒律。 

十、 一股熱忱感化人 

    老師父誠心接受自己的任務，並在生活周遭四處傳達意念，這份執著熱情確

實是神明的寄託者，到信徒家講金吒故事，開導走岔路的信徒，感動信徒。協助

老師父辦事的朱氏男士說當年自己國中跟著朋友去繞境沒有跟著金龍宮，老師父

在街上抓朱氏男士來跟著金龍宮，跟著跟著就一直跟著，甚至到朱氏男士家講金

吒故事，可以講到凌晨三四點(C8-乙-7)。改變最多的是老師父的姪兒，一個附近的

人都說是匪類的侄兒，什麼事都做過，根據當事人自己描述所有想得到的壞事都

做過只是沒殺人放火，甚至曾經是個通緝犯，跑到梨山躲警察，如今吃素拜拜勤

奮工作，因為已故老師父托夢告訴自己沒有吃素不能拜拜，就這樣改變一個人的

生命(C6-乙-7)。老師父的熱忱對周遭的人有很大的影響，這個就是老師父留給人間

最大的禮物。 

十一、 遺傳疾病終結俗塵，精神永流傳 

    老師父有家族遺傳疾病糖尿病加上當童乩受傷腳截肢一直治不好，於 2009 年

六月過世，雖然往生，身體化為塵土，精神長存，金龍宮就是老師父留給族人信

徒最大的禮物，過世後信徒夢見老師父帶信徒來看當時還沒完工的金龍宮，現今

的金龍宮就像當年所夢見的。訪談過程得知老師父的哥哥姐姐都有糖尿病，這是

家族遺傳，跳童乩扭到腳，腿傷截肢加上糖尿病讓腳傷無法治癒且惡化，老師父

那時還繼續跳童乩，直到 2009 年過世，當時位於山西路的金龍宮正在興建，從小

廟搬到太原路再到中華路，最後在山西路安定下來，老師父沒有交代什麼事，一

切交由神明決定，一切天註定。早期老師父也是有疲累想逃跑偷懶的時候，鄰居

姊姊王阿嬤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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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看到大的，他不想做的時候，以前啊，就住我家啊，躲在我家，阿祂抓你

就是要你做事，怎麼可以偷懶，豐師父他也認真作法做事(C3-丙-8)。 

 

    老師父這一生有很多功績，幫助很多附近的人，很多信徒跟隨著老師父，往

生後留下最大的貢獻就是如今的金龍宮，老師父的侄兒 C6 這麼說： 

 

就是一句話啦，看老師父這一生這樣走來，很感慨，這一生就是這樣，人走了

也是這樣啊， 阿活著的時候可以的話就趕快幫助別人，那一天送他的時候，

很多信徒咧，阿不是就是這樣，再大的東西都拿不到啊，留下來唯一可以用的

就廟啊，其他的，都帶不走啊，所以要更珍惜剩下的東西(C6-乙-6)。 

 

    現今位於山西路的金龍宮也是往生的老師父心所懸念之功績，姻親關係的服

務人員 B2 述說她的夢境： 

 

對啊，我也有夢到師父，他帶我去一座廟，就是現在這裡，這個金龍宮，那時

候還沒有好，師父騎他那台野狼載我，帶我來看的(B2-乙-7)。 

 

   老師父國中時期剛起乩還是所謂的生童時，是透過濟世慈惠堂金母娘娘的老乩

童協助而成為熟童，救人無數的老師父手拿五寶法器，以神明附體法力幫人驅邪

捉妖，就是俗稱的乩童，又稱著童、起童和退童。乩童分武乩與文乩，從老師父

辦事過程可知是武乩，而老師父是金吒託夢蓋廟顯神蹟，是屬於神擇方式成乩。

在日治時期的研究中乩童附身狀態中並無老師父的割舌頭，可知乩童附身已經衍

伸更多方式，而透過傷害自己身軀以顯神蹟是相同的。 

 

第三節 台東市金龍宮乩童的傳承與信仰現況 

    前面已經了解早期巫師信仰狀況以及老師父帶來的影響，本節將進一步了解

金龍宮傳承人以及廟裡乩童與服務人員現況，並加述信徒對金龍宮的期待。分述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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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師父傳承人的傳奇事蹟 

    老師父的繼承人是他跟廟阿嬤的小兒子，豐偌然先生，也是從小帶天命，能

看到靈世界的東西，接下來的文章描述都以豐師父稱呼豐偌然先生，以下詳述接

班人豐師父的歷程： 

(一) 從小感應靈界 

    透過廟阿嬤的談話知道廟阿嬤的小兒子豐師父從小就能看到靈的世界，而

且能泰然處之，廟阿嬤回想小時候豐師父八字輕，全家出門經過九彎十八拐的

公路眼見前方女鬼，身體跟著轉無特殊心情變化，而豐師父回想元宵那年就是

昏倒的記憶。 

(二) 李靖透過老師父傳承 

    當時老師父有很多徒弟，要傳給誰呢？這是很微妙的關係，徒弟跟著師父

這麼久，老徒弟的心思如何接納一個剛起步的傳承者，因為這個緣故，這是一

個秘密行動。這不像外界看來這麼簡單的事，一開始研究者真以為就像虔誠信

徒王主委所說兩句話這麼簡單： 

 

當初豐健龍，到他兒子 (C5-丙-5)。 

 

簡單兩句話卻有很大學問在裏頭，這裡分三點述說: 

1、 老信徒的想法 

    老師父身邊協助的朱姓男士回想這二十年老師父的眾多徒弟如何跟這些

徒弟解釋清楚，只能當作秘密放心裡，除非有人問方才透漏些許訊息，這些

徒弟心態狀況神明自然明瞭，一切交由神明發落，若是多話未必讓人相信，

反倒引來閒言閒語，這是一個沉默是金的考驗，順其自然是老天的安排(C8-

丙-5)。他是這麼說的： 

 

有人會說怎麼不是其他人，那時候徒弟五個六個，很多，現在有另起爐

灶的，慢慢看，從哪裡來，陸陸續續回來(C8-丙-3)。 

 

2、 七星陣除煞，腳踏七星接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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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前的夜晚在朱氏男士住處，豐師父高中時期，老師父接下李靖乩

身，兩位信徒在老師父李靖乩身的引導下擺下七星陣法，叫醒沉睡的豐師父

起身踩踏七星步，就在二十年前的那一晚承接下任務，但是，這二十年不方

便對外說明，無法解釋，或許神明自有安排。這段過程如下敘述： 

 

一直到走完七星步，有一年走元宵，突然昏倒，阿龍不講，走這個就知

道，一晃 20年(C8-丙-5) 。 

他說他要來這邊，晚上，等等～等！換你走路，趁我迷迷糊糊，那時年

紀小，也沒看過走這個(A1-丙-5) 。 

 

3、 水到渠成 

    老師父在世時為何不直接宣布傳承者，這是二十年後才能了解的智慧，

老師父身邊協助者朱氏男士深思師父的用意，有些人的心態大家不知道也不

適合明說，只能等待時間的檢驗，而傳承者是誰也不適合明說，要等待時間

對傳承者的考驗而大家也看出傳承者的能力，這是一段考驗期，時候未到就

不宜說出，時候到了不說自明，這就是一個水到渠成的時機，神明的安排，

人的智慧。所以朱氏男士也得到這個結論： 

 

設定好了，沒有經歷過前面，大家都不知道，一個程度，累積經驗，我

們在場的人，也沒有傳出去(C8-丙-5) 。 

 

(三) 元宵起駕 

    二十年前那一晚豐師父接金吒乩身，再來就是起駕過程，2007 年的元宵，

老師父身體已經不佳，那一年的元宵狀況很多很不平靜，但是老師父不聽勸告

堅持走完元宵，因為金吒乩身豐師父元宵起駕，老師父要在旁指導。2007 年元

宵節的的狀況很多，透過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 B2 與傳承者豐師父 A1 的述說以

下歸納幾點： 

1、 鞭炮材質粗糙 

    鞭炮是大陸製的，材質不穩定，發生牛肉麵店放鞭炮爆炸，那一年有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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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爺炮炸出人命，一連串的事件，信徒也萌生退意，但老師父堅持走完，2007

年元宵老師父身體不佳已經無法跳乩童，眾人勸老師父前往慈濟醫院就醫，

老師父卻堅持騎機車陪同信徒走完全程，而當年確實是狀況最多的一年需要

神明庇佑。服務人員 B2 這麼說當天情景： 

 

那時候剛好東森記者的車子經過，以為是炸寒單，就講說金龍宮炸寒

單，因為我們的衣服很顯眼，人又多，經過就知道，別人以為炸寒單，

那一年真有人炸寒單，被炸死那一天，元宵(B2-丙-5) 

 

2、 宮廟拚乩 

    2009 年其他廟宇乩身看金龍宮狀況正弱前往拚乩一較高下，而老師父帶

著傳承人挺過這三天。服務人員 B2 這麼說： 

 

金吒剛起，近爐，都要燒到眉毛了，有心的廟啊，旁邊看的人(B2-丙-5) 

 

3、 武轎燒毀且多人燒燙傷 

    豐師父 A1 說元宵當天是靈最多最亂的時候，鞭炮是驅邪，而金龍宮的

武轎因為大家過度興奮沒有依照規畫好的順序進行整個燒起來，造成扛轎的

信徒嚴重燒燙傷危及生命，金龍宮多人燒燙傷進醫院，醫院也不敢收，如今

依然可見當年傷疤，多重危機的元宵節。那一夜豐師父談起醫院進進出出情

況，替信徒處理健保事宜、辦理分期付款、探望信徒病房慰問最後辦出院，

值得慶幸的是老師父的堅持，當時老師父不讓小孩參與，繞境是大人的事(A1-

丙-5)。傳承人豐師父 A1 這麼說那一晚狀況： 

 

前一天晚上講好了，在廟裡講好要怎麼放，就是那個連炮，地上擺連炮

擋著，蜂炮圍著，五萬連炮，五萬蜂炮，用箱子圍，排炮四周圍連起來，

結果武轎一進來把蜂炮踢走，那天有人起乩，大家就以為起乩，全部一

起衝進去，結果武轎進來，輪子把圍在外面的連炮一起捲進來，一點火

都燒起來了，我認為是不會有事才對，到鞭炮太興奮了，熱的時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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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注意這個了，不會想到說（會這麼嚴重）(A1-丙-5) 。 

 

(四) 傳承的考驗 

    接神明乩身都有一段人生考驗，而豐師父起乩過程相較於老師父是少了許

多前期渾沌不明，因為這段時期族人已經對乩童信仰非常熟稔，國高中生同儕

對廟會是覺得新奇好玩的，直到大學畢業要面對傳承的事，這段過程工作都不

順，神明乩身要回來服務，如果沒回來就會懲罰做什麼都不順。豐師父談及自

己讀農工土木工程到宜蘭、屏東讀大學都平順，直到台北工作，文化園區上班、

國小教書、PUB 上班、君悅飯店上班都不順，最後回到台東當過鐵工、板模、

PUB 經營，當時逃避不想接神明乩身，神明給予懲罰直到接下任務，對於乩身

來說神明也是一般人，對話有時模糊，交代下來的事能做就做，對於靈的事亦

如此，當靈有所求，能幫忙就幫忙，處理大事後需要休息一個禮拜(A1-丙-5)。

不接就不順，直到接下任務，而這任務甚至讓人疲累到需要休息一個禮拜。所

以，豐師父這麼說： 

 

還是啊！有時候會這樣想，為什麼是我 (A1-丙-5)。 

 

(五) 靈的世界 

    對於神明乩身來說，靈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身為主神乩身能看見

靈世界，與神明溝通的豐師父 A1 述說以下幾點看法： 

1、 跟一般人一樣 

    對於神明的代言人來說這些靈也跟一般人一樣，沒什麼特別，是很正常

的人，除非是發生意外的，在公路最多可能沒頭沒臉或沒手的情況，有時候

就裝作沒看到。 

2、 有求不一定要應 

    有時候靈會有所求，也要看自己的情況，不一定要回應，真的非常需要

的，能幫就幫。豐師父這麼說： 

 

有求的話，不一定都要應他的要求，除非是說：恩！～真的很需要我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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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的，還要做什麼事的話，如果一定要做的話，也要看他的程度是怎樣

的(A1-乙-5)。 

 

3、 有緣者才能見 

    豐師父 A1 曾經在晚上帶著朋友也有乩身，前往史博館公墓體驗，不言

語的等待卻在一陣驚叫結束，這是無緣得見的狀況。還有一次與服務人員 B2

開車前往協助車禍的信徒，正巧看到不久從蘭嶼回來剛下飛機騎著摩托車出

車禍衝進田裡過世的青年，買完檳榔真的看到出車禍倒在田裡的青年。豐師

父 A1 與服務人員 B2 是這麼述說的： 

那個年輕人是戴全罩式安全帽，真的在那邊車禍，就緊急煞車，怎麼那

個小朋友在這裡，十字路口，他車子停我旁邊，他剛下飛機，行李箱有

貼，那應該是蘭嶼過來的飛機，才停下來買完檳榔，看到怎麼在下面了

(A1-丙-5) 。 

 

4、 靈的氣味 

    豐師父對靈的嗅覺特別敏銳，信徒剛往生，靈會到廟裡，會聞到青草澀

澀的氣味，那是往生者的氣味，神明會有檀香氣味，豐師父對於這個靈世界

是這麼述說的： 

 

應該差不多要往生了，就是靈已經來了，還沒有正確往生，有味道，嗅

覺，七魂六魄，哪一魄咧？(A1-丙-7)。 

 

(六) 傳承過程的波折 

    豐師父要傳承父親任務，從高中起乩現象，到大學畢業準備接下乩身任務，

信徒們擔憂傳承者，希望找來別的廟的乩身幫忙發乩，而在廟裡的資深乩身心

中不滿，造成金龍宮有一段紛紛擾擾的不穩定期。起乩現象是很不自然的，當

年羅阿嬤看到豐師父是在阿公家裡地上打滾(C2-丙-5)。豐師父回想國中時期年

輕人喜歡跟廟，國高中時期同學們都不知道他的狀況，只有高中比較好的朋友，

2002 年當兵前陸陸續續接下任務(A1-丙-1)。至於發乩過程對信徒來說是隱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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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要神明清楚即可，老師父的助手朱氏男士說老師父過世後，求好心切的

信徒欲找外廟乩身協助豐師父發乩，依然只能告訴信徒上天已經交下任務，且

不多說(C8-丙-5)。這樣的狀況也是情勢所逼，部落族人講求自然不強求，就讓

天決定。 

(七) 擺蓮花陣消災解厄 

    2017 年四月十五日夜晚研究者前往金龍宮田野調查，正巧遇上信徒尋求協

助，金吒乩身擺蓮花陣協助信徒，陣法預計從晚上十一點開始，這是一個下雨

的夜晚，廟裡的人一邊聊天一邊準備工具例如金紙摺蓮花與製作稻草人，儀式

前服務人員先帶著信徒走一次蓮花陣並解說過程，嫁到基隆福隆的信徒在結束

之後將搭一早火車離去，根據訪談對象 C10 還有研究者在旁觀察，以下分幾點

述說當天蓮花陣狀況： 

1、 信徒夢及象徵死亡的情境 

    信徒夢見舅舅跟家裡的人有說有笑，就是沒讓信徒看到，在傳統觀念，

這是要帶信徒走的意思，所以，信徒在蓮花陣進行中心情非常混亂。信徒的

姊姊即訪談對象 C10 這麼轉述： 

 

夢到爸媽，還有兄弟姊妹，所有死掉的，他們有說有笑的，唯獨舅舅，

我媽唯一親生大哥，他看不到，我舅舅沒讓他看到，這是要帶他走的意

思 (C10-丙-5) 

 

2、 儀式中的立蛋象徵人靈界溝通 

    儀式開始金咤元帥要立蛋，根據訪談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 B2 說明立蛋

涵義，蛋如果無法立起來，代表還沒有達成共識，對方還有要求尚未達成，

一定要與家屬找出問題所在，蛋要立起來才能跟靈界溝通，立蛋過程有時快

有時慢，常常讓助手們也有緊張心情。訪談對象 C10 這麼述說儀式中立蛋也

跟自己妹妹的心情一樣混亂： 

 

金吒元帥會立蛋，表示上面有溝通，他立的時候，她心力不足，他說姐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亂誒！我想他會不會把我做得很好，我的心情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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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一樣很亂，他說姐我是不是想太多了，他怎麼那麼厲害 (C10-丙-5)。 

 

3、 完成立蛋的心情 

    最後再一次立蛋，信徒也說自己的心情穩定多了，看到蛋立起來，感覺

身體像有什麼東西排出去一樣，非常輕鬆舒服，詳細對話是透過信徒的姊姊

傳達，以下是 C10 轉達妹妹的話：  

 

以我的個性，立不起來我是馬上跑掉的，然後他又進去，老大又給他立

蛋，那時候，心很定，她說姐他怎麼那麼厲害，可以立得起來，立起來

之後心也定了 (C10-丙-5)。 

 

    神擇的傳承人在老師父七星陣除煞，豐師父腳踏七星接駕，透過老乩童遴選

為接班人，成為指定擔任者。 

二、 金龍宮虎爺乩身的事蹟 

    一座宮廟除了祭祀主神，還會有其他協助的神明，金龍宮的主神是金吒，在

這裡介紹另外一位虎爺乩身-豐金山先生。 

(一) 乩身的由來 

    神明的乩身怎麼找的?我們知道金龍宮的主神是金吒，那其他附祭神明乩身

怎麼來的?下列根據豐師父 A1 與服務人員 B2 的訪談總結以下幾點： 

1、 乩身帶天命無法勉強 

    乩身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要有緣，要帶天命，是勉強不來的，金龍宮

金吒要找附乩，會在元宵節時期，因為信徒太多，金吒要照顧這麼多信徒，

必須找其他附祭神明來幫忙，是以，廟裡的乩童是金吒發落分配任務。訪談

對象這麼說： 

 

像那個一定要神明找童乩來做，有些人想做，做好幾年做不起來，要有

緣！有天命才會有沒有是說神尊靠駕（台語），扶乩的意思啦(B2-丙-7)。 

那時候會聚在一起東西是他們的誰能接，有緣留，看誰傳承緣分也不是

(A1-丙-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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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辨識乩身 

    主神能分辨，金吒乩身豐師父 A1 講述神明與乩身的關係，元宵節當天

有人會接到金吒旨意，這時候會看到當事人先昏倒再起身，主神乩身從對方

的動作能看出是否為廟裡神明來附身，像是初八前一晚玉帝下旨，金吒接旨

再發落任務，這時候乩身自己心裡自明。根據訪談狀況是這樣的： 

 

根本不用作夢，他自己就知道(A1-丙-7)。 

到元宵他是什麼神明，他的法器、衣服會被點到，像點光(A1-丙-7)。 

3、 新乩狀況不穩 

    金吒乩身豐師父說剛起的新乩還無法與神明完全相契合會有奇怪姿勢跟

語言，人的意識與神明的動作還無法完全配合，另一方面，當乩身穩定，元

宵節前一天就會接到神旨，而這些乩身的感應能力因人而異，聞到看到聽到

甚至嘴巴嘗到(A1-丙-7) 。其他細節描述如下： 

 

通常眼鼻是不通的，不容易通，其實有很多特別的，怪異的都有，各式

各樣的，他們是到更高階層去的(A1-丙-7)。 

 

(二) 虎爺乩身起端 

    虎爺乩身 A2 說自己從國小三年級就跟著金龍宮，那時候廟宇還在太原路，

直到 26 歲元宵節那一天才接到乩身，一開始是半信半疑，到現在已經是金龍宮

資深乩身，一開始也是不喜歡且排斥甚至懷疑其真實性，半信半疑下，虎爺慢

慢接受他身為乩身的身分，而金吒發落的虎爺乩身在神明還未上身之前沒有特

殊感應能力，等到神明上身才會有特殊能 (A2-丙-7)。外表看起來沉穩少言，

但是一說起話來風趣引人開懷大笑。從以下幾句談話可知其個性： 

 

我完全都沒有啦，因為我完全都是假的（開玩笑說）這個，我剛才是說說   

開玩笑的啦(A2-丙-7)。 

我沒有那麼，沒有那種 fu，沒有跟師父那種法力（功力），師父有，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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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啦！ 就是功力(A2-丙-7) 。 

 

(三) 虎爺乩身的感應 

    虎爺乩身的感應比較難以述說，一開始是老師父在旁指導，是透過聽覺來

與神明溝通，印象是比較模糊的。慢慢接受乩身任務的虎爺，總是幽默的面對

自己的人生。根據虎爺描述自己的感應較模糊，透過慢慢學習才突破困難，有

時須放棄一些事物，有時夢到的事物需要自己體會，起乩結束後是不自然的感

受，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身體不是自己的(A2-丙-7)。以下是虎爺自述： 

 

那個起乩啊！會以為怎麼了，像睡覺，什麼都不知道，一開始還會知道一

點點，像有些動作，他會教我們怎麼做，他是借我們的肉體去做，變成神，

那要怎麼講(A2-丙-6) 。 

 

(四) 虎爺乩身的啞巴傳說 

    虎爺乩身在老師父的引導下，成為西部廟宇口中的啞巴，一開始是開玩笑

的，要讓西部廟宇感受神蹟，一個不會講話的啞巴一起乩就會講話，到現在還

有宮廟以為他是啞巴。虎爺回憶當時參加中壇聯誼會去環島進香，老師父讓自

己藉由啞巴起駕能說話的神蹟炒熱氣氛(A1-丙-7)。所以這一切的開始是因為開

玩笑而來的。 

三、 金龍宮的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像是幕後功臣，總是隨侍在側，又不居功，服務人員們說從老師父

那時候就一直在幫忙，然後也是慢慢就知道要做哪些事情，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

即使犯錯再來過就好，廟阿嬤說看神明乩身比的手勢就知道該做什麼，邊學邊做

不怕犯錯不怕挨罵學來的，如今交付年輕人(B1-丙-7) 。以服務人員們的觀念這一

切就是自然學習的方式，錯了再來就會了。 

四、 信徒對金龍宮的期待 

    要維持一座宮廟的香火旺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宮裡的主事者、乩童們、服

務人員以及信眾們對金龍宮有什麼期待呢？ 

(一) 耆老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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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是看著金龍宮由盛而衰，如今再次復甦，希望大家都像一家人的相

處，好還要更好，希望金龍宮能成長帶著信徒安穩過生活。王阿嬤只是要後代

子孫認真拜拜不要走錯路(C3-丙-8)。很簡單卻很實際的期待，人生平平順順無

災無難就是一種幸福。老師父的助手朱氏男士是這麼轉述汪國光夫妻倆的期待： 

 

他們兩個老人家是滿有心的，心態上喔！捨不得啦，大家都像是一家人，

希望讓這地方更好，他們最老一輩的，跟老師父就像一家人，都把老師父

當自己的家人(C8-丙-8) 。 

 

(二) 中壯年信徒的期待 

    中壯年信徒看著老一輩開創金龍宮的時期，那段日子廟裡的人雖然辛苦但

是感情堅定，大家漸漸凝聚力量成為金龍宮極盛期，後來也接觸過分裂時期，

看到有些信徒受到動搖，有人懷疑老師父的做法，有人慢慢回來了，自然心中

感慨萬分，中壯年信徒期望能回到老一輩所塑造出來的堅定情感，更期待年輕

人能傳承勤奮做事的傳統。訪談對象 C8 這麼說： 

 

希望一天比一天慢慢成長起來，回到像以前一樣，他們那一輩，到我們還

很旺，到後面就淪陷了，信徒分散（有一點不信任），希望年輕一輩能東

山再起，現在年輕人有的混水摸魚，拍拍屁股，然後滾蛋的，以前務農，

現在在外地，比較少，回來的時間只有元宵，還不錯一點的，元宵節大家

願意回來(C8-丙-8) 。 

 

(三) 主神乩身的期待 

    神明的工作與一般塵世的工作是一樣的，接下任務的主神乩身對自己的工

作也會有所期待，只是性質比別人複雜一些，如何兼顧兩邊工作?如何讓信徒理

解?一同做事的乩童們如何團結?也期望同為乩身的夥伴能共同進修，且對金龍

宮的辦事過程能有共識，把事情看得長遠並完善處理，至於金龍宮其他乩童，

從廟裡的角度來說，乩身一同進修一同認真關懷信徒，例如元宵遶境起駕不是

為了炫耀即結束，必須善盡乩身任務幫助信徒清理乾淨做好心靈淨化。以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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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豐師父 A1 訪談分三點述說: 

1、 劃分清楚自己的工作性質 

    接任老師父的工作，責任重大，豐師父 A1 說會提醒自己分清楚工作不

牽連，什麼時間做什麼事界分清楚，做廟裡的事就專心做廟裡的事，就不會

分心再去處理自己工作的事，全心全意處理一件事。豐師父是這麼說的： 

 

像我十一月有工作，三個月在宜蘭，我要每個禮拜回來一次，有時候一

個禮拜兩次，這是我的工作(A1-丙-8)。 

 

2、 信徒能理解主事者分身乏術 

    每個人對於自己生活中遇到困厄總是希望能馬上獲得救助，如何讓信徒

們能理解工作兩面兼顧困難度，是以，最好的方式即帶領信徒一同討論廟裡

事務一同解決問題，這是一種團結的方式，並能相互體諒，神明也無法兼顧

這麼多的工作。訪談對象述說身為主神乩身的看法： 

 

信徒有事，你要馬上幫他處理，如果集中在某幾天，他也會覺得為什麼

都擠在一起，現在固定週三週六，可是突然有要辦事的，像急診，很急

件，沒有別人可以接，你叫其他人，會嫌，你請濟公、虎爺，可是她心

裡想我就是要金吒，不然我幹嘛要來金龍宮，金龍宮主神就是金吒(A1-

丙-8) 。 

 

3、 廟裡乩身能有共識 

    廟裡的乩身是一同服務信徒也需要有團結意識，要提升自己的修行也要

為信徒的生活做長遠打算，不能為了自己顯神蹟卻忘了後續處理，對金龍宮

與信徒都該有完善思考(A1-丙-8)。豐師父這麼述說： 

 

像那檔期，我有試著跟他們說，濟公、虎爺，像他們都有去凌霄寶殿上

課。鑽轎子，乩身要顯神蹟，你要做很好，一起進修，格數處理得很好，

廟裡要帶著去進修，你說有工作，或是說家裡有老婆小孩，一直推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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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這是私底下，比較深層的問題 (A1-丙-8)。 

 

(四) 年輕人的體驗 

    年輕氣盛的小夥子，哪裡熱鬧哪裡去，對他們來說，扛轎跟鞭炮是很大的

誘因，姻親關係的服務人員講金龍宮的年輕人就是喜歡玩炮，經驗豐富炮丟過

來接著就丟回去，也知道一堆炮的危險，那是地雷區(B3-丙-8)。可見當地青年

已經知道如何避免危險，這就是一種傳承。 

    台東市區已經有很多廟宇都有原住民信徒，部落對於廟宇道教文化已經十

分熟悉，甚至已經是很多族人的心靈寄託，進而成為神明的代言人建立廟宇，

對於馬蘭阿美來說，廟宇活動已經是另一種祭典活動，或許也取代早期阿美族

的祭典。 

五、 台東市金龍宮馬蘭阿美從巫師信仰轉變成乩童信仰的現況 

    從前面兩個訪談題綱的呈現就可以得知馬蘭阿美部落信仰轉變的概況，透過

田野深度訪談我們更能了解這歷史性、地域性還有傳奇人物的重要性。 

    幾次訪談經驗，比對專家學者的資料，一次一次驗證、發現與修正，再一次

又一次邁向研究現場，研究者初步發現以下幾點結果： 

(一) 馬蘭社祖家對巫師信仰的印象與分家部落有很大差異 

    專家學者對馬蘭阿美的研究多以馬蘭社祖家為主，而分家部落的信仰已經

有很大的差異，祖家對巫師信仰還存在許多印象，多少能談論過往的巫師信仰

狀況，但是，在康樂分家部落的族人對巫師已經沒有任何印象，除了六十歲左

右的老人有聽說過巫師信仰，其他年輕人只知道基督教信仰的教會生活，而且

部落族人對卑南族的巫師印象較為深刻，部落族人覺得卑南族的巫師能力很

強，會下降頭傷人，用巫術對付人，且有好巫師跟壞巫師的差別。 

(二) 乩童的道教信仰源自對祖靈崇敬的觀念相同 

    前往教會的原因是環境惡劣，經濟窘困，教會施予小惠，之後長時間看到

漢人掃墓，對祖先的崇敬讓族人思嚮往之心，也與阿美族豐年祭對祖靈的敬意

有相同的觀念，馬蘭阿美從巫師信仰到乩童信仰的過程中，還經歷了天主教以

及基督教的影響，而道教拿香拜祖先的習俗讓部落的族人比較能接受，那種對

祖先的慎終追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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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生活不順遂的精神寄託 

    遇到病痛與不順遂要尋求解決，經濟狀況不佳的族人沒錢就醫，漸漸習慣

就近找廟宇尋求協助，除煞除厄解決長期病痛。 

(四) 廟會的熱鬧吸引年輕人的參與 

    以年輕人的觀點，廟會的熱鬧吸引年輕人的參與，於是年輕人漸漸從教會

轉移到廟會活動，鞭炮的煙硝味也是年輕人狂放的精神釋放。 

(五) 元宵遶境比過年還熱鬧的氣氛吸引非信徒也一同參與 

    元宵遶境，金龍宮的活動廣納族人的參與，部落族人也當作過年團聚活動，

甚至比過年還熱鬧，即使是基督教徒或是其他廟裡的人，都可以一同參與繞境，

今年的繞境隊伍，兩百多人全程加入遶境隊伍，浩浩蕩蕩，搭配森巴鼓樂，無

比歡樂，即使斷斷續續飄著細雨，眾人熱情不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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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研究者發現馬蘭阿美傳統巫師信仰在康樂分家部落已經消失了，部落裡面已

經完全沒有巫師，巫師在部落只有老人家清楚接觸過，那是七、八十歲的老人家，

而五、六十歲的壯年人只能依稀回憶小時候似乎有竹占的竹卦習俗，四十歲左右

就沒有什麼記憶，四十歲左右的族人對天主教基督教的教會活動印象深刻，再更

年輕的族人就已經完全接受道教乩童信仰，而且是跟著家族一起來的。這一連串

的轉變分述如下： 

一、 台東市馬蘭阿美早期的巫師信仰概況 

    早期巫師信仰概況根據訪談得到的訊息是這樣的: 

(一) 巫師用竹占來占卜 

    現今對於早期巫師印象最深刻的是竹占解夢或是占卜吉凶，竹子慢慢削，

一邊削一邊念咒語，最後從竹子裂開部分看出端倪，到後期巫師給人的印象卻

是詛咒。 

(二) 行巫方式 

    阿美族語稱為 salisin，就是巫師拿檳榔跟琉璃珠子或是拿貓頭狗頭下詛咒害

人，這種詛咒所造成的疾病醫生也無法治療。 

(三) 找巫師源由 

    找巫師的原因通常是為了尋求身心平安或是與人在日常生活中有衝突要害

人兩種情況。 

(四) 巫師服務的對象 

    巫師會協助自己族人也會接受其他部落或種族人民的要求行巫，就像阿美

族人會去找阿美族巫師，如果聽說哪一個卑南族巫師很厲害阿美族人也會去

找，這個部落也可能會去找那個部落的巫師。 

(五) 巫師用的工具 

    早期巫師會使用釋迦、檳榔、或是竹占幫助部落族人治病問事，後期琉璃

珠子、貓頭、狗頭、稻草、針、對方的鏡子、梳子、指甲等，運用身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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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詛咒對象身邊事物來下詛咒，或說下降頭、放符、下蠱，最毒的是用紅色

珠子放檳榔裡下詛咒。 

(六) 部落族人對巫師的看法 

    信徒對早期巫師印象是竹占卜卦單純幫助部落族人治病問事，逐漸的少許

因為治病無效而有辦事不力騙人錢財的感受，甚至被指著叫巫婆。大致上有以

下四點看法： 

1、 使用竹占削竹片 

2、 早期巫師極為靈驗是族人心靈寄託 

3、 卑南族巫師巫術比阿美族厲害 

4、 後期阿美族的巫師負面印象多 

5、 巫師行巫是金龍宮擋回去的 

(七) 巫師失傳緣由 

    早期巫師是各部落精神象徵，是族人有夢境、有困阨或有病痛時尋求解決

的神聖人物，現今聽到信徒描述卻是行黑巫造成族人間相互攻擊的負面人物，

且年輕人出外打拚無法接下任務，多方面的演變下漸漸失傳。有以下三點主要

緣由： 

1、 時代變遷 

2、 天主教基督教進入部落 

3、 年輕人出外打拚 

4、 無人傳承 

5、 豐師父蓋小廟收降頭 

二、 台東市金龍宮馬蘭阿美的老乩童事蹟 

    早期阿美族傳統社會遇到老師父被神明附身的狀況以為老師父是神經病送到

龍發堂，國中時期時常抽筋、生大病，夢到踩風火輪的神尊，呼喚到海邊，七天

回來即擁有神明力量，蓋小廟顯神蹟幫助越來越多附近的人，治癒醫生也無能為

力的疾病，最後信徒越來越多，大家當老師父是傳奇人物或是神。晚年因為家族

遺傳糖尿病導致腳傷無法痊癒往生。 

三、 台東市金龍宮乩童的傳承與信仰現況 

    金龍宮現今有五位乩童，研究者以豐師父和虎爺為訪談重點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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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老師父的傳承人 

    從小即能感受靈世界的傳承人豐偌然，二十年前老師父藉由李靖神明附身

擺七星陣為兒子豐偌然淨身，讓豐師父腳踏七星步接駕。 

(二) 金龍宮虎爺乩身 

    從國小三年級就跟著金龍宮的虎爺乩身豐金山先生，直到 26 歲那一年元宵

節在金吒元帥發落接下虎爺乩身，一開始是老師父在旁指導，透過聽覺來與神

明溝通，與神明的溝通比較模糊。 

四、 信徒對金龍宮的期待 

  老人家是看著金龍宮由盛而衰，如今再次復甦，希望大家都像一家人的相處，

好還要更好，希望金龍宮能成長帶著信徒安穩過生活，王阿嬤只是要後代子孫認

真拜拜不要走錯路，很簡單卻很實際的期待，人生平平順順無災無難就是一種幸

福；中壯年信徒看著老一輩開創金龍宮的時期，那段日子廟裡的人雖然辛苦但是

感情堅定，大家漸漸凝聚力量成為金龍宮極盛期，後來也接觸過分裂時期，看到

其他信徒受到動搖，有人懷疑老師父的做法，有人慢慢回來了，自然心中感慨萬

分，他們期望能回到老一輩所塑造出來的堅定情感，更期待年輕人能傳承勤奮做

事的傳統；至於豐師父接下任務的主神乩身對自己的工作也會有所期待，以下分

三點描述豐師父對金龍宮的期待: 

(一) 劃分清楚自己的工作性質 

(二) 信徒能理解主事者分身乏術 

(三) 廟裡乩身能有共識 

    台東市區已經有很多廟宇都有原住民信徒，部落對於廟宇道教文化已經十

分熟悉，甚至已經是很多族人的心靈寄託，進而成為神明的代言人建立廟宇，

年輕氣盛的小夥子，哪裡熱鬧哪裡去，對年輕人來說，扛轎跟鞭炮是很大的誘

因，年輕人就是喜歡玩炮，經驗豐富炮丟過來接著就丟回去，年輕人知道如何

避免危險，這就是一種傳承，對於馬蘭阿美來說，廟宇活動已經是另一種祭典

活動，或許也取代早期阿美族的祭典。 

五、 台東市金龍宮馬蘭阿美從巫師信仰轉變成乩童信仰的現況 

  馬蘭阿美部落信仰轉變的概況，透過田野深度訪談我們更能了解這歷史性、

地域性還有傳奇人物的重要性，以下分述幾點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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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馬蘭社祖家對巫師信仰的印象與分家部落有很大差異 

    祖家對巫師信仰還存在許多印象，多少能談論過往的巫師信仰狀況，但是，

在康樂分家部落的族人對巫師已經沒有任何印象，除了六十歲左右的老人有聽

說過巫師信仰，至於年輕人只知道基督教信仰的教會生活，而且部落族人對卑

南族的巫師印象較為深刻，部落族人覺得卑南族的巫師能力很強，會下降頭傷

人，用巫術對付人，且有好巫師跟壞巫師的差別。 

(二) 乩童的道教信仰源自對祖靈崇敬的觀念相同 

   長時間看到漢人掃墓，對祖先的崇敬讓族人思嚮往之心，也與阿美族豐年祭

對祖靈的敬意有相同的觀念，道教拿香拜祖先的習俗讓部落的族人比較能接

受，那種對祖先的慎終追遠。 

(三) 生活不順遂的精神寄託 

    遇到病痛與不順遂要尋求解決，經濟狀況不佳的族人沒錢就醫，漸漸習慣

就近找廟宇尋求協助，除煞除厄解決長期病痛。 

(四) 廟會的熱鬧吸引年輕人的參與 

    以年輕人的觀點，廟會的熱鬧吸引年輕人的參與，於是年輕人漸漸從教會

轉移到廟會活動，鞭炮的煙硝味也是年輕人狂放的精神釋放。 

(五) 元宵遶境比過年還熱鬧的氣氛吸引非信徒也一同參與 

    元宵遶境，金龍宮的活動廣納族人的參與，部落族人也當作過年團聚活動，

甚至比過年還熱鬧，即使是基督教徒或是其他廟裡的人，都可以一同參與繞境，

今年的繞境隊伍，兩百多人全程加入遶境隊伍，浩浩蕩蕩，搭配森巴鼓樂，無

比歡樂，即使斷斷續續飄著細雨，眾人熱情不減。 

 

第二節 研究建議 

研究者有幾點建議，也是研究者自己覺得研究不足之處，以下幾點作為參考： 

一、 單方面看法無法推論整體： 

    馬蘭阿美對於巫師信仰的觀點是從阿美族的觀點去看卑南族的巫師，如

果從卑南族的觀點來看阿美族的巫師呢?本研究只能從馬蘭阿美康樂分家部

落單方面的判斷卑南族與阿美族的巫師差別，無法從另一方面的看法來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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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是不是卑南族的巫師很會下降頭，詛咒的事件比較多?關於巫師部分，也

是從金龍宮乩童信仰的訪談對象去了解巫師概況，角色立場多為單方面去探

討，無法周全於各種信仰者的立場去判斷巫師信仰概況。 

二、 多為間接參與欠缺直接參與： 

    元宵節過程中的活動參與狀況，研究者只從旁觀者的立場去觀察，欠缺

實際融入團體的方式去聽聞群眾活動的過程，研究者相信要更了解金龍宮信

眾與乩童的互動，最深刻的方式即是加入其中一同繞境。 

三、 未能比較道教儀式與漢人的同異： 

    馬蘭阿美康樂分家部落已經有長期的道教信仰，但是，這些儀式是學習

模仿而來嗎？有哪些信仰的方式是不一樣的呢？在這段與漢人的融合過程

中，有什麼相同的部分，有什麼還融合了自己部落的習性。 

四、 區域限制無法涵蓋整體： 

    康樂是馬蘭阿美的分家部落，本研究只能探討康樂分家部落裏頭金龍宮

的現象，無法推論祖家部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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