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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陲區域與「慚愧祖師」信仰

─以林屺埔大坪頂地區為例 *
The TsanKuei Tsushih Worship Cult Phenomenon

on the Frontier
-- Case of Dapingding region, Linchiipu

黃素真**
 Su-Chen Huang

Abstract

Tsankuei Tsushih Worship Cult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middle section of Han River basin in the

eastern region of Kuangtung, a hilly place. The deity of the folk religion was transmuted from a Buddhist

monk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deity has mystic power to rescue public in kinds of dangerous situations

and solve kinds of living problems. These worship contents were attributed to both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context. Nevertheless, it stayed just to be a homeland guardian deity in the limited

area for being short of the official authority to upgrade its deity status in the formative process of the

religion. At the Ching Dynasty, settlers from the area brought and spread the folk religion to the hilly

area of middle Taiwan, it was turned out to be the popular local religion. The phenomenon was also

attributed to the special natural and social surroundings of the frontier. On the frontier, Tsankuei Tsushih

could provide many functions, and first of all was to defense the aborigine. The worship cult also inte-

grated different sources of group in the instable society.

Dapingding region in located southeastern region of Linchiipu.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The Tsankuei Tsushih Worship Cult was spread from nuclear temples to the new frontier settlements. It

expressed the more man-land relationship on the frontier compared to other stable areas. In this case, it

proves that the lives of worshipers, the deity, the temple and the region were connected to one another

and become prosperous together. All the features of Tsankuei Tsushih Worship Cult were full of existen-

tial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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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慚愧祖師」信仰源起於粵東韓江流域中游山區，其神祇性質為唐代佛教高僧轉變而成的民間信仰俗

神。由於邊陲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因素，當地成長的高僧變成了法力強大的祖師公神祇，能為地方救難解厄。

然而在信仰創化過程中，缺少國家力量提昇神祇地位，故只停留為鄉土型神祇。本信仰於清代臺灣拓墾時

期移殖中部山區，成為地域性信仰，此亦與邊陲區域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特質有關，因而在中部邊陲山地創

化了防番的首要功能，以及醫藥、堪輿、除妖等多重功能，並結合了邊陲區域各種不同來源的社群。

大坪頂地區位於林屺埔區域的東南山區，為林屺埔開發歷史上的邊陲地區，該地的慚愧祖師信仰擴散

與區域的發展進程緊密結合，並作為核心向附近較晚開發的山區再度傳播，呈顯出區域開發過程中的新邊

陲，故此信仰呈顯出邊陲地區不同於其他穩定區域的人-地關係。本例足以說明臺灣民間信仰中，信仰者、

廟神、廟宇與區域四者的生命成長是互為對照、交融並進的，以存在需求的角度來看待其各種創化，更能

了解臺灣民間信仰的意義。

關鍵字：慚愧祖師、信仰崇拜、大坪頂、邊陲、功能

一、前言

南投縣竹山、鹿谷地區，舊稱水沙連林屺埔，位於濁水溪南岸，因介於臺灣西部平原與山區、南部與

北部、漢民與番人的交會點，控濁水溪丘陵區南北往來及西部平原通後山之交通樞紐，區位至為特殊，早

自明鄭時期即進行屯田拓墾(陳哲三 2002：151-181)。本地區以及濁水溪以北之集集、中寮、魚池、埔里

等地密集分布著「慚愧祖師公」信仰，其中鹿谷大坪頂地區的新寮靈鳳廟、 仔寮 1 祝生廟及頂城鳳凰

山寺，在整個區域發展過程中，陸續成為附近聚落「慚愧祖師」信仰的分香中心，對映出整個區域拓墾

的進程與區域性質的轉化。「慚愧祖師公」信仰展現出來的地域性與特殊的防番功能，近來受到學者重

視而有所探討。劉枝萬先生於編纂南投縣志稿時，即對本縣各地「慚愧祖師」信仰概況與民間傳說有所

記載(劉枝萬 1962：2623-2631)。其後，出生於竹山本地之鍾義明先生與林文龍先生分於 1979年起對本

信仰之源流加以考證，鍾先生在臺灣日報副刊發表＜號稱慚愧祖師的神明─陰林山慚愧祖師＞一文，林先

生亦著＜揭開慚愧祖師之謎＞，兩人利用清朝地方志、文人手稿等對於其神明與信仰源流加以考證，指出

慚愧祖師為閩粵合壁之信仰性質，「慚愧祖師」信仰之由來方初次撥雲見日。鍾先生其後又採錄竹山、

鹿谷地區各廟之慚愧祖師事蹟及文物，收錄於《臺灣的文采與泥香》一書中，至為珍貴詳實(鍾義明

2003：307-372；林文龍 1987：1-15)。筆者於碩士論文研究期間，考察竹山街(舊稱林屺埔街)最古老聚

落竹圍子庄的庄廟─三元宮，該廟亦主祀大陸原鄉奉請來台的「慚愧祖師」，進而探討「祖師公」鄉

土神的信仰內涵(黃素真 1997：148-169)。近年王志宇先生撰寫《竹山鎮志 -宗教卷》時對竹山鎮內的

「慚愧祖師」廟宇及其信仰有更進一步的田野調查介紹，使吾人對此種信仰在竹山鎮之分布實況，有更深

入了解(王志宇， 2001：1362-1364)；其後，王先生又兼以玄天上帝信仰在竹山鎮之廣布現象，以風土環

境之惡劣為因，解釋兩神明信仰普遍分布於竹山鎮之原因(王志宇 2002：183-210)，然而其對象只針對竹

山鎮，未論及更具「慚愧祖師」信仰代表性的區域─鹿谷大坪頂地區(表 1 、圖 1)。

1鹿谷，古稱 仔寮、 仔寮、獐仔寮，後雅化為彰雅、漳雅，今分鹿谷、彰雅兩村，由於鄉治所在，故廣義鹿谷指全

鄉，而狹義指古之 仔寮聚落發展出來的鹿谷及彰雅兩村境域，今當地父老仍以 仔寮稱呼該地，故為行文方便，本

文中以 仔寮稱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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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南投縣及附近地區奉祀慚愧祖師主神廟宇分布情形(含民宅式公祀)

就地理學角度而言，此信仰所反映的區域意義及文化內涵，並未曾加以闡明。其一，邊陲區域的民間

俗神，實統攝其創發地之環境特質，呈現於信仰活動之各種表徵，而其信仰得以由原鄉延續至新鄉，必有

其生態相關性，對比原鄉與新鄉的環境，可更加了解此信仰包涵的人地關係。其二，邊陲環境呈顯之自然

和社會特質為何，慚愧祖師信仰在其中究竟起著何種功能？第三，區域發展具有階段性空間進程，昔為相

對邊陲位置者，後來可能成為發展核心，區域性會產生轉化。神祇信仰亦會隨著區域性質之轉變而有內涵

上的創化、質變，置於區域發展歷史進程中進行對比，更能探究出該信仰與區域的關係。第四，居民、聚

落、神明、廟宇實則交融並存、生命共同體也，種種關於聚落神明的創化，皆可視為理解此信仰的文本，

值得我們在區域發展脈絡下，探討其內在文化意涵。基於以上，本文乃著重探討慚愧祖師信仰在大坪頂地

區區域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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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廟名稱 寺 廟 地 點（舊地名） 創  建  年  代 2

靈鳳廟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村（新寮） 早於祝生廟 3 ，自創建以來一直維持民宅式公祀

祝生廟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村（ 仔寮） 道光九年（1 8 2 9）

武聖廟 南投縣鹿谷鄉秀峰村（坪仔頂） 道光十年（1 8 3 0）

長興寺 南投縣鹿谷鄉和雅村（內樹皮） 道光年間首建（民國四十六年（1 9 5 7）重後命名）

濟安宮 台中縣東勢鎮東關路（新伯公） 道光年間

鳳凰山寺 南投縣鹿谷鄉鳳凰村（頂城） 先祀於莊姓家宅，後捐出宅地設置公廟，光緒之前

龍安宮 南投縣中寮鄉龍安村（龍眼林） 咸豐二年（1 8 5 2）

勝陽宮 南投縣中寮鄉永芳村（柴城） 咸豐二年（1 8 5 2）

祖師公廟 南投縣中寮鄉永和村（分水寮） 咸豐三年（1 8 5 3）

靈池宮 南投縣魚池鄉東池村（司馬鞍） 咸豐九年（1 8 5 9）

受玄宮 南投縣中寮鄉八仙村（八杞山） 同治三年（1 8 6 4）

天隆宮 南投縣中寮鄉廣興村（番仔吧） 同治六年（1 8 6 7）

長安寺 南投縣中寮鄉中寮村（中寮） 同治八年（1 8 6 9）

慶福寺 南投縣南投市內新里（內轆） 光緒三年（1 8 7 7）

文山宮 南投縣中寮鄉爽文村（爽文） 光緒三年（1 8 7 7）

養龍宮 南投縣魚池鄉新城村（新城） 光緒五年（1 8 7 9）

慶安宮 南投縣中寮鄉義和村（過溪） 光緒年間

福同宮 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挑米坑） 光緒十二年（1 8 8 6）

三元宮 南投縣竹山鎮雲林里（竹圍仔） 建廟年代約於清末日初

福興宮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內湖） 清末

天旨宮 南投縣埔里鎮枇杷里（枇杷城） 明治三十七年（1 9 0 4）

佛方宮 嘉義縣大林鎮湖北里（大湖） 明治三十九年（1 9 0 6）

受福宮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五城） 日治

龍鳳宮 南投縣魚池鄉水社村（水社） 民國二十三年（1 9 3 4）

三泰宮 雲林縣古坑鄉新莊村（下新莊） 原祀三泰公，民國二十年初至新寮靈鳳廟分香

鶴山廟 南投縣鹿谷鄉和雅村（深坑） 民國三十二年（1 9 4 3）

龍鳳山寺 彰化縣社頭鄉平和村（平和） 民國三十六年（1 9 4 7）

雲天宮 南投縣水里鄉玉峰村（黃杞林） 民國五十九年（1 9 7 0）

祖師公廟 南投縣名間鄉新街村（田寮仔） 民國六十一年（1 9 7 2）

林興宮 南投縣集集鎮林尾里（林尾） 民國六十五年（1 9 7 6）

集仙宮 南投縣草屯鎮北投里（崁仔腳） 玄天上帝、慚愧祖師、三太子共祀，民國六十七年（1978）

紫雲寺 南投縣南投市東山里（汴仔頭） 民國六十九年（1 9 8 0）

玄林宮 南投縣中寮鄉福盛村（哮貓） 民國六十九年（1980）慚愧祖師、玄天上帝、三太子共祀

永安宮 南投縣草屯鎮平林里（坪林） 慚愧祖師、三太子共祀，民國六十九年（1980）

表 1 臺灣「慚愧祖師」為主神之廟宇（含民宅形式公祀）

(資料來源：劉枝萬， 1962；劉先進等， 1997；王志宇， 2002；王志文， 2003；實察)

2 由於邊陲地區經濟累積不易，慚愧祖師廟的演化不如平地廟宇，香火至家神乃至公廟的時間往往極長，但其功能並不

稍減，許多晚期才興建的公廟，其前身可能是家宅形態但已具備公廟功能，例如南投內轆庄慶福寺；又，諸多廟宇對

廟史亦語焉不詳，版本眾多，甚至香火來源亦不了解，故茲例出參考書籍及廟方自編廟史所列時間，僅供參考。
3 訪新寮、 仔寮兩聚落耆老皆指靈鳳廟較早，但一直維持民宅形式之奉祀，近年因管理人觀念與村民不合之故，廟務

較為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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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慚愧祖師原鄉信仰之創化

慚愧祖師信仰創發於粵東韓江流域中游大埔、梅縣地區，相對於下游潮汕平原而言，地理環境、區位

條件、人文發展上皆可說是區域邊陲。邊陲區域的宗教信仰，必統攝其創發地之環境特質於信仰活動之中，

按原鄉生活方式之文化觀點，具有信仰慣性之移民會將其傳播移植至新鄉類似的生活環境中。然而，除了

信仰慣性之外，神明對該環境特質的功能性是其得以發展壯大的重要因素。因而，首先就信仰與環境的生

態相關性，自其創塑原鄉作一檢視，藉由有限的史料，了解其創發之環境背景特質。

「慚愧祖師」為唐代禪宗高僧，由於修行得道於廣東大埔縣與梅縣交界的陰那山，俗稱「陰林山祖

師」，圓寂前自號「慚愧」，故亦稱「慚愧祖師」。乾隆二十七年( 1 7 6 2 )重修之《潮州府志》卷十

六山川志對陰那山及慚愧祖師之介紹：(周碩勳 1968：208)

陰那山距縣西九十里，約高數百丈，綿亙百餘里，五峰連峙狀如火焰，崔嵬高聳，名五指峰，陟

巔四望無際，山中時有雲氣籠罩，上屬嘉應，下屬大埔，為三河大麻崑崙祖山，山下即陰那坑，有祖

師寺，即了拳僧道場處也。

因而本信仰香火可追溯至唐代祖師修行坐化的道場所在─陰那山陰那坑「靈山寺」。陰那山位於韓

江兩大支流汀江、梅江匯流處西南方，韓江支流之一汀江發源於福建省長汀縣西北側武夷山東南山麓，南

流穿越閩粵界山，至廣東大埔縣西部三河壩匯集梅江，再匯大清河南流，至潮安(潮州)以下沖積形成韓江

三角洲。本區丘陵山地原為長期風化侵蝕之古陸塊，經喜馬拉雅造山運動影響而抬升傾動，河流回春，形

成了格子狀、獨流入海之韓江水系，山地之崎嶇限制了人們活動往來，然而自成系統的河谷，得以提供生

活路徑，深刻影響了日後人文活動的發展(劉鴻喜 1988：85-99)(圖 2)。

據客籍移民遷移的考證研究，與贛南相通之北江、東江、汀江等河谷上游在客家先民遷徒過程中，皆

成為重要入遷閩粵管道，同時經此輸入了中原文化，與在地的土著文化互相激盪、由衝突而涵化交融。本

區的族群於秦漢之前以「百越」統稱之，經漢武帝統一南越、閩越，百越族名稱漸消失，取而代之是

德峰寺 南投縣鹿谷鄉竹豐村（小半天崎頭） 民國七十一年（1 9 8 2）

寶興宮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村（車光寮） 民國七十五年（1 9 8 6）

祖玄宮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東埔蚋大厝底） 民國七十六年（1 9 8 7）

飛安宮 台南縣大內鄉嗚頭村（嗚頭） 道光年間先祀三坪祖師，民國七十六年（1987）改祀慚愧祖師

新興宮 南投縣草屯鎮新庄里（新庄） 民國七十八年（1 9 8 9）

龍山廟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溪頭） 民國八十年（1 9 9 1）

照靈廟 南投縣竹山鎮下坪里（坪仔角） 民國八十四年（1 9 9 5）

靈光廟 南投縣鹿谷鄉廣興村集成巷（石城） 光緒年間祀民家

明德堂 南投縣竹山鎮桂林里（內坑） 日治以來一直為民宅式廳堂

慚愧祖師公 南投縣竹山鎮秀林里（頂林） 清來台一直祀於民宅

祖師公廟 南投縣竹山鎮延正里（木屐寮） 清末由民宅遷祠

鳳良宮 南投縣水里鄉民和村（拔社埔） 民國九十一年（2 0 0 2）

福順宮 南投縣魚池鄉大林村（大林） 不詳，清代即有公祀，廟方委員指出本廟是魚池鄉最早祖師廟

祖玄宮 南投縣南投市祖師街（牛轀堀） 清以來為民祀，民國八十六年（1997）重新組織為民宅式公祀

紫東宮 南投縣中寮鄉廣興村（後寮） 玄天上帝、慚愧祖師、三太子共祀，建年不詳，民國十年前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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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蠻僚」、「洞蠻」、「蠻夷」等稱呼，其後唐代積極之經營、設治造成民族衝突屢發，突顯出北方

文化大舉入侵之狂瀾，亦是南北文化大量接觸交流之始。宋末到明初客籍移民漸由少數民族變成多數民族，

取代了原住民。然直到宋元，閩、粵、贛三省交界之漳、汀、梅、贛等地仍有不少蠻僚後代─「畬族」生

活，反抗行動依舊頻仍，至明代不休。閩粵的崎嶇地形、潮濕炎熱的氣候，加上長期的漢畬民族衝突交流，

於是孕育出具備閩粵地域風土脈絡的複合文化，呈顯於器物乃至精神各層面(蔣炳釗 2000：339-396)。佛

教文化亦自唐末五代大量南傳，叢林僧院紛立，由許多出生南方本地的僧侶主持，如定光古佛、三平祖師、

清水祖師等，慚愧祖師亦為其一。這些佛教高僧，基於自身修行施為與當地居民的心理需求，經歷一連串

宗教神祕性的顯聖，揉合了閩粵當地原住民的重巫習俗，逐漸轉化為民間信仰中法力高強的神祇(黃素真

1998：151-174；林國平 1999：223-240；吳季霏 2001：24-45)。

吳季霏以福建「定光古佛」、「三平祖師」、「清水祖師」信仰為例，析理宋元以前福建高僧

轉化民間信仰俗神的現象及其原因，指出唐、宋、元時期福建地區造神運動興盛，塑造出日後諸多地方神，

包括了具有「法力」或「靈異」的僧尼，他們或因生前即被視為佛菩轉世(長汀「定光古佛」)，或因

提供許多社會服務，如祈雨、伏虎、驅邪、鎮妖、超亡等(長汀「惠寬法師」、「定光古佛」、平和

「三平祖師」)，或因鋪路造橋等社會公益慈善事業之廣施受當地民眾愛載(安溪「清水祖師」)，而於死

後轉化成為具有諸多世俗功能的民間宗教俗神，尤其是這些祖師們相似之除蛟、蟒、蛇怪及祈雨兩大功能，

實可理解為當地居民面對閩南惡劣自然環境與畬蠻交流過程之生活投射(吳季霏 2001：24-45)。相鄰不遠

的粵東大埔、梅縣，地理條件類似於閩南，以上研究值得參考。

關於慚愧祖師之事蹟，最早記於北宋蘇軾自惠州至潮州，聽聞高僧了拳曾結廬於陰那山，因而溯韓江

遊陰那山並作「過陰那山」詩句，吟詠唐僧慚愧師慈悲度蒺藜事蹟，然此詩文經後人辨為贗作。其後宋

代蔡蒙吉、明代王陽明、李士淳等人皆留有遊詠陰那山景及祖師事蹟詩句；清初山水詩人王士禎亦曾於十

五歲時游陰那山，記錄了慚愧祖師之生平(內容與《潮州府志》大致相同)，並錄有祖師所作之詩一首。

足見在宋元明乃至清初，陰那山自然風光之美及得道高僧慚愧祖師之事蹟，在潮、嘉地區為文人士子所週

知(溫仲和 1968：47-48；王士禎 1991：83-84)。

《福建通紀．福建高僧傳》引明崇禎年所編《閩書》及《雍正通志》對慚愧祖師的生平記載(福

建通志局 1968：2910)：

了拳，永定人，初生左手拳曲，有僧撫之書了字於掌中，指遂伸，因名了拳。八歲牧牛，枯坐石

上，如老僧，以杖畫地，牛不逸去。咸通間，修行廣東陰那坑，乘石渡河，開蓮花悟道，行雨露間不

濡，隨住陰那山，稱為「慚愧祖師」。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重修之《潮州府志》卷三十人物志對祖師之介紹，篇幅則大大增加：(周碩勳

1968：653)

了拳，陰那開山祖，俗姓潘，別號慚愧，閩之沙縣人，元和十二年丁酉(註：西元817年)三月二

十五日生，初生，左拳曲，因名「拳」。彌月，一遊僧至，父抱兒示之，僧書「了」字於其拳，指立

伸，更名曰「了拳」。幼穎悟，不茹葷，年十二，喪父母，依於叔母，不能容；十七，去潮之黃砂社

車上村，依嫠婦游氏為母，今大埔縣地。日與牧童登赤蕨嶺，曠觀如有所得。令放牛山麓，拳以杖畫

地，牛不他逸；或以烹魚啖之，受而投諸水，魚復活，黑質白章，今其遺種名「尾上焦」是也；嶺左

溪潭有石如伏虎，閉目趺坐其上如老僧。嘗以指甲寫「大生石頭」四字於石，大如掌，歷風雨剝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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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東南丘陵自然環境

點畫宛然。愛其山水之勝，欲結茅于此，不果。迨游母歿，為營窀穸而去，後人為築靈覺寺。繼之石

祭上、莆田有二寺；一名「清泉」，一名「龍泉」，相傳昔僧卓錫取泉之處。至神泉市，欲濟無舟，

折葦以渡。登黃龍獻爪山，循頂西行，抵坪砂社之楠樹坑，依袁姓，三年而去，後人因其地為高

寺。爰陟芒洲崗之巔，西望陰那五峰蟬聯，聳峙雲表，神賞者久之，便欣然欲往。過滸梓村，求水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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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乃卓錫成井；中有石龜，至今存焉。雖旱亢不竭，後人建庵其地，名「靈山亭」 (註：靈光寺)，

拳像在焉。歲早遠近祈禱，其應如響，至陰那，斲石刊木，建道場為修真地。日說法，眾多不省。所

著錄偈歲久散軼，住陰那三十餘年，一日語其徒曰：「從前佛祖皆宏演法乘，自度以度人，我未能

也，心甚愧之，圓寂後，藏我骸于塔，當顏其額曰慚愧。」因偈云：「四十九年無繫無牽，如今撒手

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時懿宗咸通二年辛已(註：西元 861年)九月二十五日

也。

兩文對照，造神部分清晰呈現，前者僅指出慚愧祖師自小即具佛緣、佛性，並具神異能力得應付俗世

生活，因緣到來隨即悟道。而到了乾隆年之《潮州府志》，或由於地方志的編寫採錄較詳細，或由於時

間歷程使然，祖師流傳在大埔的一生事蹟及傳說有較多文字描摩，同時其神異能力也增添許多，其中對民

眾而言相當有貢獻的是卓錫成井，解決缺水問題，因而居民建亭以祀，並時能有所感應。

再參照《陰那山志》收錄之曾任翰林編修之明末梅縣李士淳所撰慚愧祖師的傳記，該文增添了許多

祖師生前神異能力情節，原文如下：(程志遠 1994：11-14；王志宇 2002：194-195)(與上文差異較大的

祖師神通增添，以底線標出)

慚愧，為陰那開山地一祖，俗姓潘，名了拳，別號慚愧，閩之延平沙縣人。父名德彰，母丘氏。

家世好善。夫婦井喜施，師托生焉。生之夕，有祥雲蓋其家。時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也。

初生，左拳曲，父因名「拳」。越三日，一僧至家，父抱兒出示僧，僧問父兒取名否？父曰：「已名

拳矣。」僧以筆書「了」字于拳，指忽自伸，因名「了拳」。僧摩兒頂曰：「是兒不凡，他日當成

佛，作祖。」後十七年，復當相見，幸善視之。幼即斷葷，穎悟異人，及七、八歲，常眾從童游，輒

踞石上閉目趺坐，寂如老僧。年甫十二歲，連失父母。依叔德明，嬸不能容，十七歲⋯⋯見嚴家嫠婦

游氏，依之為母。日與牧人相邀，至車上之巔名赤蕨嶺，師欲結茅此地，不果。後人因築為靈覺寺。

師常從眾牧，以杖畫地，數十牛眠齒其中，不敢逸，而更乃肥腯。或餉以炙魚，則祝而縱之，水中復

活，黑質白章，今其遺種「尾上焦」；又於嶺之嶂角，左肩瀉下一脈，近逼溪潭，有石如伏虎狀，每

趺坐其上，留有坐痕。並以指甲鐫「大生石頭」四字，宛若鐫成，歷今千載，風雨飄搖，野燎焦灼，

及以樵牧之摩娑，而字大如掌，書大如指，探奇者遙遙嗟嘆而敬禮焉。迨游母歿，師為之營窀穸而後

行，臨行遺三米果，于嚴家以罐封貯，囑七日啟視，當成世寶，亦以云報也。惜嚴三日遽啟之，果生

芒毛，有金毛，而寶不成矣。去而之上，埔田有二寺，一名「清泉」，一名「龍泉」，相傳皆經師卓

錫取泉。云至神泉市，無舟待之久矣，師乃折葦渡河。登黃龍獻爪之山，循頂西行，陟松柏棟，登牙

梳嶂高峰，抵坪砂社之檀樹坑，又依袁姓，留住者三年，顧其地峰回澗曲⋯⋯殆幽人洞天也。道旁有

石尺許，師以指甲鐫成一盆，引滿清流，便人飲濯，今甲痕歷如。後人因其地為高石祭寺，惜基址陜

隘，師度非成果處。爰陟芒洲崗之巔，西望陰那山五峰蟬聯，旦峙雲表，神賞者久之，遂欣然往過滸

梓村，傭於黃姓家。主母每食以淡菜，師不言。主人無嗣,一日攜師請一神僧求嗣，師見僧儼然如舊

識僧，語主人曰：「佛在爾家，可歸問之。」其人有省，歸召師與眾同食。食菜皆淡而詈其婦，婦終

不改，師因辭去，欲往陰那坑。途遇耦耕者，從之求漿，吝且詈師，偶拋只履于田中，忽一鯉躍起，

群捕之弗獲，几落乃事。出至江口，苦無楫，遂乘石渡河，石開蓮花，今存江滸，其形宛然⋯⋯師卓

錫成井；中有石龜，至今存焉。雖極旱亢，其水不竭。母曬縠命師守之，適驟雨至，點水不濡，人以

為神⋯⋯抄化入蓬辣坑，洗鞋于池，池水忽清，游魚鱗甲，濯濯可數，今因為洗鞋泉⋯⋯道渴求茶，

有戲之者⋯⋯遂以葦隔鍋烹茶飲之，故今有隔鼎社建庵......師住山三十餘載，日與鄉人及四眾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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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不解，所著錄偈，頗多皆已遺失，今僅存一二而已。一日，告其眾曰：「從前佛祖皆弘演法乘，

自度度人，予未能也，心甚愧之。吾今當寂，汝等可守我清規。七日後藏骸于塔，號為慚愧，示現此

地。」因說偈云：「四十九年無繫無牽，如今撒手歸空去，萬里雲開月在天」語畢，端坐而逝，時懿

宗咸通乙酉之六年九月二十五也。

由上文內容看來，實參考了與《潮州府志》相同的文本，再於其上增添祖師公的生平身家與靈異事

蹟。三段文字得以了解其在大埔、梅縣地方上的角色(圖 3、圖 4)：

(一)《福建通紀．福建高僧傳》中指祖師為汀江支流永定溪永定縣人，而後兩文為閩江中游沙縣人，光

緒年所編《嘉應州志》亦依循《潮州府志》文字，不知何者為真。但就距離與生活圈而言，前者

較可能。若為前者，祖師應為閩籍客家人。前文以禪宗高僧的角度描述，不特重神異，而後二文，為

地方志性質，便大加著墨其靈異事蹟，尤其是《陰那山志》所收之李士淳文創化最多，足見明代地

方人士對此高僧極為敬崇。

(二) 祖師為自小即有佛性佛緣之人，生前由於遊歷各地，為民眾週知，最後長期修行於陰那山，乃至坐化

於此，其高僧角色，當在生前即已建立，乃至後代各地方創立寺院以為紀念。其生前之「神通」傳

說隨時間累積增添，並與大埔、梅縣地區的自然景觀結合，更具真實感，而深入信仰者之心。據文所

示，祖師遊歷路線由大埔縣中部東而西，最後修行於西部之陰那山，故大埔縣中部居民對其甚為熟

悉，其遊歷之處後人修築了靈覺寺、清泉寺、龍泉寺、高 寺等。據各方志所載與慚愧祖師相關之祠

寺整理如表 2：

《大埔縣志》卷五營建志民間祠祀

《大埔縣志》卷五營建志寺觀

《大埔縣志》卷五營建志寺觀

《大埔縣志》卷五營建志寺觀

《潮州府志》卷十五寺觀

《大埔縣志》卷五營建志寺觀

《潮州府志》卷十五寺觀

《大埔縣志》卷五營建志寺觀

《大埔縣志》卷五營建志寺觀

《大埔縣志》卷五營建志寺觀

甯蹟宮 在長治甲豐頭村，內祀唐僧了拳，前堂施茶。

清泉菴 在城甲東門 上，有泉清洌，相傳唐了拳僧卓錫於此，

因建菴奉祀，兼烹茶以濟行人；乾隆九年舉人饒商倡募

重修，乾隆四十年僧蓮光募化重修。

龍泉菴 在城甲田心村，相傳異人以杖錫扣石出泉，味清洌；嘉

靖中，知縣馬才偉建龍泉亭於菴側，今毀；萬曆二十七

年，壽民饒信等合創和豐坑田種四斗為香燈，有碑記；

康熙四十九年里人蔡朝輔倡義重建施茶。

翠竹菴 在維新涼傘 之麓，瞰漳河，負傘 ，下臨絕壁，蒼松

翠竹掩映其間，中祀唐了拳僧，前人題四景於壁曰：虎

儺秋月、龜石春漲、馬山夕照、傘 朝雲。

靈覺寺 在黃沙社車上之巔，傳為了拳僧牧牛處

在黃砂赤蕨嶺，了拳牧羊處。崇禎十三年，邑人知州饒

燈重建，額其堂曰：悟始巡按；王命璿作記。乾隆八年

僧流輝重修。

高 寺 在平砂社柟樹坑，慚愧僧棲禪處

在坪沙柟樹坑之麓，古木參差，石泉潺湲。唐僧了拳棲

禪于此，相傳塑像內有指節一具。

寶月寺 在三河甲滸梓村，了拳僧曾在此駐錫，後遷陰那。

洪寶寺 在古村，內祀慚愧祖師。

寺 觀 說                         明 出              處

表 2 慚愧祖師相關之各祠寺（資料來源：周碩勳， 1968；溫廷敬，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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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只有甯蹟宮被歸納為民間祠祀，其餘皆歸於寺觀，可見祖師之性質在大埔縣居民心中，直至民

國乃維持其佛教高僧之地位。此外，資料中各寺庵首建年代多不詳，然整修、設置祀田年代多在明末清初，

倡者有地方官、文人、里人等，足見此時其信仰階層已廣及社會各階層。僅管如此，由唐朝至明末，祖師

一直不離高僧形象，其信仰亦局限大埔、梅縣地區。

明末本地的動亂，對祖師公信仰的創化提供了環境背景。見光緒《嘉應州志》中對祖師歿後有數條

顯聖的記載(溫仲和， 1968：529)：

1. 歿後屢顯靈異，曾往江西與王府工匠立券造寺，如其言至陰那訪之，守者曰：「師坐化已三年

矣！」匠謁殿前見塑像儼如所遇。

2. 明初御史梅鼎舟過蓬辣灘，水洶湧舟幾覆，見老僧于岸隱然躍指點，舟得無恙。

3. 嘉靖間三饒寇亂，過陰那，將士擄掠，忽雲霧四起，咫尺不辨人，賊迷失道，各村賴以全。

檢視以上三條事蹟，可得祖師信仰演化的線索。自唐代祖師歿後至明初，祖師似乎一直僅限於賦有

神異之禪宗高僧的角色，未能有其他進一步世俗功能之創化。相較於閩粵其他祖師型神祇，如後唐至宋之

「定光古佛」生前至死後其神能皆不斷增添，而有除蛟伏虎、疏通航道、尋找泉水、祈禱雨陽、彌兵捍寇

等多重功能，因而得於元代受敕封為「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 (林國平， 1999)。又如與「慚愧祖師」

同時期之唐代「三平祖師」，生前以弘揚佛法為主，任漳州開元寺住持，因而受封為「廣濟禪師」；

圓寂後，歷代重修碑記，屢有添加，至明萬曆之碑文已將其塑造為生時即有異象、窮究經史、長於周易、

圖 3 大埔縣彊域圖 (資料來源：周碩勳，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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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清宣統元年廣東輿地全圖大埔縣圖 (方塊地名為慚愧祖師遊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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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胸懷、法力高強且能以神異能力降服當地畬族的地方保護神(黃素真 1998：151-174)。再如宋之「清

水祖師」，其生前之社會公益形象亦延續至其坐化之後，能祈雨、治病、驅蟲、禦賊等，其中以祈雨最為

靈驗，因而於南宋一朝即受四次敕封，而累加名號成為「昭應廣會慈濟善和大師」 (吳季霏 2001：24-

45)。敕封乃需經由地方官僚或鄉紳上表列舉其種種「功及生民」的靈異事蹟，朝廷派人核實之後才頒誥

敕封，相較之下，慚愧祖師在這段期間並未能有顯著事蹟，亦無國家敕封以提升其信仰地位，因而只停留

於鄉土神類型，信仰圈乃局限於大埔及梅縣東部小範圍地域。若以韓江流域為考察角度，慚愧祖師信仰介

於上游汀江之定光古佛信仰地域與下游潮、梅、惠等州之三山國王信仰地域之間，與後者亦有重疊信仰圈，

也許因此而限制了其神明信仰的創化。

明代嘉靖年間的多次動亂，可能是慚愧祖師成為地方保護神之轉變關鍵。光緒《嘉應州志》中的記

載顯示，嘉靖年間本地區發生多次重大動亂，如表三：

年    代 主  事  者 事                             因

嘉靖元年(1522) 梁八尺 上杭劫首江小、范四搆亂，糾合廣東程鄉大賴梁等劫漳泉官

兵，再劫程鄉等縣鄉村

嘉靖十九年~二十一年 謝相、傅大滿 十九年有流賊襲惠來，二十一年有大埔獠賊謝相、傅大滿寇

閩，未蔓延即平之

嘉靖三十七年(1558) 蔡春魁 程鄉蔡春魁寇石窟、松源、龜漿

嘉靖四十年~四十一年 梁甯、林朝曦、 聚眾寇江閩，戚繼光敗之，梁甯服藥自盡；林朝曦、陳紹祿於

四十一年復攻建安縣城、劫溫州等；陳紹祿與除加梯又踞石窟

窠穴流劫武平等處；閩撫譚綸贛、隱大舉合勦之時，居民避亂

員子山寨為官兵誤殺者數千人

嘉靖四十三年(1564) 余大春、藍松山 大埔賊余與程鄉藍合寇三河鎮，蔓延閩省平和、上杭

嘉靖四十五年(1566) 廖宗學、李大亮 山賊廖、李襲陷程鄉

(1540~1542)

(1561~1562) 陳紹祿、徐加梯

表 3 潮嘉地區於明末嘉靖年間發生之民亂（資料來源：周碩勳 1968：570-588）

4 由於欠缺史料，慚愧祖師信仰如何在大陸原鄉傳播，並不清楚，但大坪頂新寮奉來原鄉祖師金身之邱姓、鳳凰山寺帶

來香火之莊姓皆來自南靖，可見該信仰由大埔縣有向東之閩客過渡縣份傳播情形。由鹿谷鄉頂城張姓的遷移來看，其

祖先原居廣東大埔縣，後輾轉遷南靖，最後達於台灣(鳳凰永隆村志編輯委員會 2001)，故以上推測不無可能。但明
萬曆二十六年(1598)《南靖縣志》皆未有慚愧祖師廟或信仰之任何記載，另據數次至南靖實察之吳中杰先生告知，
當地現今未見奉祀本神祗，亦無法得知本信仰明、清時期分布及傳播狀況。

其中，嘉靖四十~四十一年(1561~1562)梁甯等人之亂規模最大，對三饒居民的影響最大，甚有居民

被官兵劫掠誤殺。另嘉靖四十三年(1564)余大春等人之亂事，起於陰那山附近三河壩，對大埔縣居民影響

亦不小。此外嘉靖二十一年(1542)之動亂主事者為畬族，可見異族仍對本地區民具有威脅。對照上列所列

舉靈異事蹟，慚愧祖師得以顯聖保護陰那山附近村庄免於戰火摧殘，於此動亂時期其信仰層面應有進一步

普及一般百姓村庄情形，甚至可能因此成為村庄保護神；此外，亦可能由於客家居民再度遷徒而向外傳播

至閩客過渡的縣分，成為閩粵合壁之神，繼之在臺灣拓墾時期隨移民渡海來台成為鄉土保護神 4。

綜言之，對邊陲地區的居民而言，生前之祖籍與其身後之神祇功能性相較，後者應是閩粵居民共奉該

神祇之決定性因素。亦即，單純由於其閩籍而獲閩人之認同的觀點，恐怕過於簡化了此民間信仰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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慚愧祖師之類的祖師公信仰皆起源於其佛家的道德修持感召眾人，繼之以民間俗神之顯聖創化，滿足居民

在該環境中所需的功能，終成地方保護神。崎嶇封閉、謀生不易的山區邊陲環境，以及漢畬相雜的生計衝

突，是韓江中游地區客家先民創塑慚愧祖師神祇的基本背景。然而，未能有官方力量提昇其神祇層級地位，

使其信仰囿限於小地域，成為帶有地緣色彩的鄉土神祇。

三、南投縣鹿谷地區的區域發展與慚愧祖師信仰的傳播

南投縣竹山、鹿谷地區古為水沙連林屺埔境域，林屺埔位於濁水溪中游，濁水溪匯集南側陳有蘭溪、

清水溝溪、東埔蚋溪、清水溪等主要支流，西出八卦台地與斗六丘陵之間的觸口橫谷，形成臺灣中部最廣

大沖積扇平原，然而本研究區的人文活動則局限在中游主支流兩岸狹窄河谷平原及河階丘陵地區。林屺埔

原為洪雅、鄒、邵、布農等族生活空間過渡地帶，漢人正式拓墾始於明末鄭氏部將林屺帶領官兵由斗六門

進入竹山河階屯田，然而遭原住民抵抗而慘烈犧牲。康熙六十一年(1722)朱一貴事變後，本區被劃為禁止

漢人進入之番界，然而隨即在雍正元年(1723)重新劃定番界時進行調整，設定本區清水溪之柯仔坑、東埔

蚋溪 仔寮(獐仔寮)為番界界址，濁水溪主流則以社寮以東之牛相觸口山根為界，正式合法的拓墾於此時

方才開始，然私墾早已進行多時，至乾隆初年，較低平的竹山河階平原已大致墾盡而朝河谷續進。斗六丘

陵東麓濁水溪支流清水溪谷地方面，柯仔坑以上番界內土地，歸屬阿里山鄒族社地，由通事中介招墾，納

蕃大租。清水溝溪方面，根據日治初期伊能嘉矩調查的資料，乾隆五、六年(1740-41)有漳州人程志成等十

二人由濁水溪進墾，形成外城、土城等防禦性集村，然由於原住民抵抗而失敗犧牲。嘉慶年間又有王伯祿

由濁水溪上溯再度入墾，以懷柔方式墾成蕃仔寮、大坵園等地田園。東埔蚋溪大坪頂方面，乾隆二十一、

二十二年左右(1756-57)有業戶許廷瑄，承得彰化縣貢生施國義之水沙連大坪頂草凹業戶權，進入東埔蚋溪

谷地招佃拓墾，先形成初鄉庄(原粗坑)，其次以新寮庄作為根據地，然後坪仔頂、 仔寮(今鹿谷村及彰雅

村)、車光寮 5、小半天(今竹林村及竹豐村)、內樹皮各庄漸次成形(伊能嘉矩 1909：96；臺灣總督府

1905)。乾隆五十二年九月(1787)許廷瑄開出的墾批中已提到「承祖父明買施國義奉憲報陞封山草凹七處

憑界掌管」，可見乾隆末年已形成七處聚落6 (黃素真：59)。道光二十年(1840)彰化縣志採錄之資料指出，

本地區有獐仔寮( 仔寮)、車光寮、小半天、坪仔頂聚落，應僅列出較大的集村聚落(周璽 1993：51)。其

中，坪仔頂聚落位清水溝溪中游河階，由粗坑越低平分水嶺可扺達，其餘六庄分處東埔蚋溪右岸的車光寮、

新寮、板子寮河階及左岸小半天河階群之平坦高位河階面上，故以大坪頂統稱，號稱大坪頂七庄7 (林朝棨

1957：86-90)(圖 5、圖 6)。

5 由田野所得契書，車光寮地名書寫方式幾經改變，於嘉慶十二年(1807)給墾字及道光十六年(1836)胎借字均書寫為
桄寮，而咸豐元年(1851)典契字、光緒二年(1876)杜賣盡根契字及其契尾、光緒十四年(1888)出貝僕招佃字、光緒二

十年(1894)杜賣盡根契字改書寫為車桄寮，今則簡化為車光寮，本文中除了在引用文獻時保留文本用字之外，為行文
方便，以後者稱之。

6 伊能嘉矩以大坪頂七庄稱之，但所得清代文書中皆稱七「處」，許傅氏＜賢德可嘉＞碑文亦指「承先世業，有坪

頂七處草地」，彰化縣志：「郊野之民，群居萃處者，曰村莊，又曰草地。」故七處之說法當是境域較廣闊，以

「處」兼稱該處墾地及聚落。
7 但據粗坑板仔寮柯姓族譜所記，乾隆五年(1740)即有南靖籍柯清由雲林庵古坑(今古坑)進墾粗坑(今初鄉)板仔寮(蔡德
琪 1971：7)，又如凍頂蘇姓家譜(平和籍)記載亦顯示在乾隆十六年之前已進墾大坪頂。由此看來，應有先於許廷瑄
進入大坪頂拓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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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道光 20年沙連保及附近河谷地區聚落

(資料來源：周璽：51。《臺灣府輿圖纂要》)

業戶許廷瑄為泉州府晉江人，進入大坪頂時擇居於新寮，設立瑞豐館作為租館，並負約束管理地方之

責 8 (黃素真：1、 5、 6、 8、 12、 38)，如其乾隆肆拾柒年所給出第一百零八號墾批(黃素真：1)：

本戶承得業戶施國義，奉憲開墾沙連保草地，招佃耕輸納課，疊蒙飭催報墾陞科。今於廣福庄9

踏地壹段給與汪坤自備牛隻農椇種籽前去開闢耕作，約明首年、次年暫且依例壹玖伍抽的；三年以

8 據瑞豐館所奉之「開基大坪頂業主長生祿位」上的名字，本地當初可能為許源培、許學周、陳雲源、陳鴻猷四人合

夥，許學周為乾隆二十二年(丁丑)鳳山縣歲貢生，陳雲從於雍正六年入選府學鄉貢，乾隆十二年(丁卯)入選鳳山縣歲
貢生，由兩人身份與地緣性來看，與同為鳳山縣貢生之施國義應相當熟識。至於許源培、許學周與許廷瑄之關係為

何，是否其中一人為許廷瑄之祖父？由於許家後人對這些歷史已完全不知，亦未有家譜或其他資料可追溯。
9 根據其他相關契字，本契字土地在車桄寮狗寮坑(今九寮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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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日治時期大坪頂地區聚落 (資料來源：《臺灣堡圖》， 1904)(方格接續右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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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既成田園每甲水田酌納租穀陸石；每甲旱園酌納租穀參石，聽本戶到處丈明甲聲，取具各佃丁認

耕寔額，彙冊繳報請領墾照、丈量陞科。其租穀屆季佃人自行車運赴倉交納、領單執炤，倘有負約欠

租，該田園仍歸業主收管、召佃別耕，不得藉端佔踞。更奉憲清查奸匪各佃丁，如有窩藏遊棍、開設

賭場、不遵約束者，一面稟明縣主究逐外，其田園悉聽本戶召佃別耕，不得異言。至於佃耕田園如或

轉手典賣，應赴館報明轉售何人，將契 驗蓋，用業主戳記為憑，不得私相授受，違者呈官究治。

此契字中的制式文字說明了業戶許廷瑄除了招佃收租、經營土地等職責外，對於大坪頂地區負有維持

邊疆社會治安之責，可說是鞭長莫及邊陲區域的國家力量代理者。就國家的立場而言，林屺埔地方「地迫

內山，林深蒨密，谿谷迴環，藏垢納污，吏不能問」 (周璽 1993：197)，位於內山的大坪頂山區較林屺埔

街區更甚，終於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發生林爽文逃入大坪頂小半天之抗清事件。事件之後，雖增添防

戍，然仍以林屺埔街及社寮為防戍重點，並未派軍入駐大坪頂。其後戴潮春事件，本地區亦遭波及，然而

主賴鄉紳領導聯庄自保，方以得存。除了來自漢人治安上的威脅外，更嚴重的是番人生活資源衝突之威脅，

林爽文事件後，屯兵設立於清水溝溪之清水溝莊，大坪頂地區界外仍同樣闕如(周璽 1993：223)，足見本

地國家力量之長期薄弱。然而，身為大坪頂業主的許廷瑄並未組成強大的開墾組織或設立區隔漢番的隘線，

近番界的聚落因而備受威脅 10。再則樟腦、藤條、野鹿等山產利益之吸引，甚至內山軍功、渡船木料開採

11等，使得居民時常深入鄒族番界內，冒險取得山區資源。由於缺少實質武力保護，強力的精神信仰在此

漢番交逼之區成為漢人安全之終極依託，是慚愧祖師信仰得以在此邊陲山區壯大之環境背景(表4、圖7)。

據新寮靈鳳廟廟史所記，該廟慚愧祖師金身乃在乾隆初期由漳州府南靖縣人邱國順自大陸奉請來台祀

於新寮12。又據坪仔頂祖師公廟資料及邱姓後人口述 13，邱與另一同伴蔡子乾皆能道家術數，常藉神力助

人解決疑難，因而成為新寮聚落及早期大坪頂地區之信仰中心 14。其時境域內拓墾多請求香火以護佑，待

墾成田園庄落即由香火進一步設立村廟，如坪仔頂的祖師公香火即分自靈鳳廟15；又據邱國順後代表示，

第三代子孫分墾粗坑外湖子，亦自靈鳳廟奉二公至邱姓公廳為家神，故新寮人稱靈鳳廟祖師公為大坪頂地

區慚愧祖師之「開基元祖」16 。足見拓墾初期，新寮為業主許廷瑄瑞豐館所在，是課納租榖之經濟、社

會生活之中心，亦為大坪頂信仰中心。

10 所收集之本地契字皆未有任何防禦組織記錄或繳交隘丁口糧。清末東埔蚋溪更上游發展出來的石城、內湖等聚落，

或大水窟頂城、二城等聚落皆設有土城防禦，據開拓內湖之李朝宗(光緒年間大坪頂總理)曾孫張日席先生表示，聚落
外墳地有許多拓墾時期的無頭屍墓，又大水窟頂城張姓家譜中亦記其 16世招榮公於同治十一年(1872)外出狩獵，為
番人所殺，頭顱不知去向，可見直至清末本地近山仍有番害。

11 除了佃民之外，乾隆二十八年(1763)由岸裏沙歷巴來積積大坑口移來新寮的六十名軍工匠，對本地早期的開發亦應
有相當影響，因為這些在新寮地區活動的匠人，除了採伐木料外，實際上亦兼營熬腦、抽藤、吊鹿、私墾等活動，

任意進出番界，故漢番生活資源衝突在所難免(施添福 1995：54)。又由道光四年(1824)設立竹山連興宮＜嚴禁勒索
竹排錢文諭示碑＞中，有匠首鄭永旺之名，及《南投縣永濟義渡古文契選》中有彰化縣府發給社寮北中街匠首何

興之入番界取造渡船木料之腰牌看來，大坪頂地區的木料開採活動應該非只短暫時間(吳淑慈 1996：47)。
12 今該廟右龕仍祀有邱國順之長生祿位。
13 外湖子邱金獅先生口述， 1928年生。
14 據實察，慚愧祖師公廟皆有法師、乩童之設置，能為民眾排解疑難雜症，然而相較於林屺埔街下福戶三坪祖師，卻

未有法師、乩童之設置，居民稱前者為「武」的祖師公，後者為「文」的祖師公。
15 仔寮祝生廟的香火來源，當地耆老皆謂香火由大陸帶來，於本地雕刻神像再由法師作法，祝生廟現任法師林有定

先生亦指出，該香火乃當時法師觀時辰於廟門正對面之凍頂山茅埔坪作法由天請入。
16 本地許多祖師公廟的香火來源都已無法追究，例如內湖福興宮，有稱來自新寮，亦有稱來自祝生廟，無文字記載難

以追溯。又近年來大陸謁祖進香盛行，許多廟宇只承認祖廟香火，故僅能就較切確者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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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竹山、鹿谷地區祀慚愧祖師聚落及分火聚落（含未建公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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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地區慚愧祖師廟最早的文獻記載為光緒二十年之《雲林縣采訪冊》所記錄之漳雅庄(即 仔

寮)祖師廟(倪贊元 1993：160)：

祖師廟⋯一在大坪頂漳雅庄；七處居民入山工作，必帶香火。凡有兇番「出草」殺人，神示先

兆；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謂之禁山；即不敢出入。動作有違者，恒為兇番所殺。故居民崇重之，

為建祀廟。

該祖師廟即後來之祝生廟，道光九年(1829)創建。廟中左龕陪祀業主許廷瑄的長生祿位，因其在道光

十年(1830)奉獻管下漳雅庄黃茂、黃兜生等佃人拾伍石肆斗捌升之大租谷為祝生廟香燈田租 17。按廟存石

碑所言：「業主許廷瑄⋯公平持己，溫厚待人，屢被神光，慎期圖報之無，自充油費，爰伸敬信之所

17 若依伊能嘉矩所言許廷瑄於乾隆二十一、二年(1756-57)進墾大坪頂，則道光十年(1830)獻出香燈大租時，距其入墾
已歷七十四年，似乎不太可能如此長壽，對照施世榜家族八房於乾隆十四年(1749)析分田產，乾隆二十一年(1756)
將公業賣與陳思敬家族的情形來看(陳秋坤， 2001：11-46)，乾隆二十一、二年較可能是施、許兩家業戶權轉移的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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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由此可見，大坪頂地區得以拓墾就序，其以業主身分亦認為是祖師庇佑所致，雖其自身為泉州籍，

亦圖報崇恩獻香燈租，此香燈租一直維持到光緒末年仍存(許藏＜鬮分家書＞，1886)。 仔寮祖師公廟之

創建，其意義一則在於拓墾有成、經濟資本累積；另一則在於聚落生活分化，建立廟宇確立聚落信仰及日

常生活中心，落實聚落意識。對於整個大坪頂地區而言，亦反映出其社會正在質變─文治逐漸成熟與業佃

關係轉變。咸豐五年粗坑產生了林屺埔第一位舉人林鳳池(漳州龍溪籍)，其祖、父皆為此邊疆社會最底層

的小人物，祖父為搬運林木勞工，父為佃人，生活清苦，然仍給予林至社寮庄秀才張煥文處求學。林鳳池

於獲得科考功名之後，領導林屺埔地方文化、社會生活，對整個地區貢獻良多，例如其提倡設置林屺埔街

文昌祠、社寮敬紙亭等，又如同治元年戴潮春之亂，林乃招鄉壯義民聯莊拒賊，配合官方率團分紮要隘捍

衛地方(倪贊元 1993：165)。林鳳池在地方社會的上濾過程，顯示大坪頂地區已由只求生計溫飽的邊陲社

圖 7 竹山、鹿谷地區奉祀慚愧祖師聚落

(編號之聚落名稱參考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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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升至重視文治教育的儒家社會，其後地方文人透過科考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情況漸增。此外業佃關係亦

有分化情形，原先單純的業佃兩層關係，在承墾佃戶拓墾有成累積資本後，亦有形成業戶─小租戶─佃人

之關係者，或由林屺埔街挾資本進入本地區購併土地，招佃耕作而形成上述關係 18。

光緒元年(1875)番界禁令解除，鐵器專賣與禁止竹子出口之限制解除，籐條專賣亦同時取消，沿山地

區的資源得以合法輸出，開山撫番工作亦同時進行，經濟一時之間欣欣向榮，景象熱絡。《雲林縣采訪

冊》對當時的本地山區經濟熱絡景象之描述如上(倪贊元：147-148)：

鳳凰山⋯所產有拜歲蘭、萬年松、金木斛、樟樹。山後時有生番出入，前臺灣鎮吳光亮由此開

路，直通臺東州後山，於山石勒「萬年亨衢」四字。⋯⋯今各山麓，均有熬腦寮灶。所產大竹，可以

編筏、蓋屋、製紙；筍則製以為脯，民賴其利。

崠頂山⋯居民數十家，自成村落。巖隈曲徑，多植茶樹。⋯⋯謂氣味清奇，能解暑毒、消腹脹，

邑人多購焉。

小半天山⋯⋯山上民居不一，有村曰中湖、曰內湖，煙火將及百家。所產貓兒筍、麻竹筍、為居

民之利。

大順嶺，俗名大坪頂崎⋯⋯前臺灣總鎮吳光亮，從此修築為入後山八通關等處之路。山路平坦，

行十餘里，即大坪頂七處；民居稠密，煙火萬家。七處山產，甲於全堡。

番界解禁、山產得以輸出，且開路提供了相當多就業機會，對居民的經濟改善有重大影響。廣東韶州

人吳光亮、吳光忠兄弟領粵籍「飛虎軍」開拓中部前後山道路，起點分由林屺埔(街區附近)及社寮兩路

而上大坪頂會合，進入大水窟、頂城(圖 8)(林文龍 1994：40)。新寮、 仔寮恰位於大坪頂通往大水窟頂

城之交通樞紐上，吳禱於祝生廟，或許真有顯聖護衛之功，光忠乃於光緒元年(1875)獻「開山佑民」匾

額。對於向來在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處於邊陲的本地區，此舉實具里程碑意義，因而祝生廟漸成為本區域

著名廟宇。此時期，墾民大量湧入魚池、埔里等地拓墾，亦有本地遷居開墾者，於此時仍紛向神威顯赫的

祝生廟求香火以為護佑，故而兩地慚愧祖師廟宇的香火以來自祝生廟最多 19。

大水窟臺地，為隆起的古沖積扇切割而成，位於許廷瑄所拓大坪頂地區之東，狹義的大坪頂地區不包

括大水窟台地 20。鳳凰山寺位於大水窟頂城聚落，廟史載嘉慶年間有閩籍客家人莊阿昧 21奉請慚愧祖師公

香火至此開拓，續來者形成頂城、二城、溪底城、下 子等聚落 22。此地逼鄰鳳凰山區，兇番出沒無常，

環境險惡，聚落四周以土城防禦。莊姓原將慚愧祖師祀於家宅正廳，庄人凡有疑難雜症皆至求，後乃捐出

宅地就原址設置公廟，成為大水窟地區共祀神明。光緒元年(1875)，吳氏兄弟由新寮開路至此，同樣祈求

18 例如原居於東埔蚋的劉姓大族(原籍漳州南靖)，其 12世劉元興(阿興、源興)於道光年間遷入車桄寮發展，累積資本
後購併田地招佃耕作，成為清末當地巨富，然其同樣繳納租穀於瑞豐館(黃素真：1~82；許藏＜鬮分家書＞ 1886)。

19 同樣位於番界內的中寮鄉慚愧祖師信仰亦相當普遍，然該地原於林爽文事變後設立永平坑養贍埔地，道光十七年

(1837)由居於林屺埔社寮之豪強張天球(祖籍漳州龍溪)承墾經營，招徠諸多客籍移民進墾，據大坪頂地區主要三大廟
宇表示，其香火來源並非本研究區。然其信仰系統與大坪頂有何相關或差異，尚待進一步釐清。

20 據收集之契字看來，此地不是瑞豐館業地，可能已歸屬番地。又據《鳳凰永隆村志》指日治初仍有張姓通事家族

定居於下部仔(今永隆村)聚落，而鄒族鹿株大社、南仔腳萬社仍游獵出入本區(鳳凰永隆村志編輯委員會 2001：
127)。然由於大水窟池為車光寮、羌仔寮、新寮等田園的主要灌溉水源，故實不可切割，為行文方便，本文以大坪
頂地區作廣義指涉，若無特別指出，即包含大水窟地區。

21 莊姓家譜作「莊游昧」，據其曾孫莊明雄先生指出原籍為南靖。
22 據《鳳凰永隆村志》所採集本地移民移居時間皆無早於嘉慶時期，可見大水窟應較大坪頂晚開發(鳳凰永隆村志編
輯委員會 20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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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祖師公護佑軍民順利打通鳳凰山區道路。光緒二年(1876)路成，光忠獻「佑我開山」與鳳凰山寺。

據頂城聚落耆老所言，中路順利完工開通之後，吳光亮有修廟之議，然因職務調動而無成(林文龍 1994：

142；孫瑞文、邱振滄、林榮輝編，未著年代)。

於此開山撫番階段，流傳了甚多頂城祖師公廣演神通，退番助吳光亮開路傳說，至今仍為當地耆老津

津樂道。開山撫番工程增加了就業機會，同時國家力量導入，番人勢力消退，其後往來的商旅更促進了地

方經濟繁榮，地方的邊陲性質乃逐漸改變。其後雖中路又廢，然日治時期樟腦業與高經濟木材之開採輸出，

地方持續榮景。民國六十年代，茶業、觀光業發展及其後鳳凰鳥園之設立，觀光休閒來往人潮日益增加，

地方經濟再度繁榮，鳳凰山寺的廟務隨之蒸蒸日上，超越了祝生廟，許多祖師公廟也改而至本廟進香，分

香的方向也由原本向東部更邊陲地區反轉向西部平原地區 23(圖 9)。

由以上過程可知，大坪頂地區的拓墾發展，在乾隆初葉展開，至咸同轉變成文治社會，至光緒初年乃

有國家力量的積極介入，使其邊陲性格逐漸退去，近年來觀光休閒產業的發展更使昔日的邊陲區在休閒生

活層面上儼然成為核心地區。而社會領導階層，初以豪強領導蠻荒地方墾民，繼之鄉紳文人領導文治社會，

最後官員挾帶國家力量介入，左右了地方經濟興衰。新寮、羌仔寮、頂城三地祖師公廟的發展演變，正對

照了區域的開發進程與社會演化。

四、慚愧祖師信仰在大坪頂地區的社會功能

莊英章先生在 1977年《林屺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一書中，探討了林屺埔邊疆社

會的特質。其定義邊疆社會為「移民遷到某一個新的環境，而政府的力量還不能有效的控制該地區，形成

一種弱肉強食的社會狀態。」莊先生指出林屺埔是一個相當同質的社會，以漳州籍最多，因而幾乎沒有不

同祖籍人群的械鬥事件發生，一直到 1850年代以後，林屺埔才脫離邊疆社會而達到本土化社會(莊英章

1977：179-196)。此外，並進一步檢討了Maurice Freedman提出之促成宗族發展的三大因素：水利灌溉

系統、稻米種植及邊疆社會，指出林屺埔山區之邊疆社會，移民不僅沒有形成大宗族互相對抗，反而形成

超越親族的聯合。換言之，本地邊疆社會並非以血緣作結合，而是一開始即以地緣作為結合。

就本文的探討角度而言，邊疆社會是邊陲區域的社會特徵，此外還包括了地理位置、經濟文化發展、

歷史地位等的多種邊陲性。因而縮小尺度而言，林屺埔沿山的大坪頂地區，其邊疆社會性質不必然等同於

林屺埔地區，而其發展也應較林屺埔河階平原遲緩。其次，就移民的來源來看，雖如莊先生的研究所言漳

州人佔大多數，但實察發現，大坪頂及大水窟地區存在不少福佬客 24，例如，奉來新寮靈鳳廟祖師公的邱

姓即可能是福佬客 25；鳳凰山寺所在的頂城及附近的二城聚落，亦應是客家人首墾而成 26。＜大坪頂地區

文書＞中現今的車光寮、九寮坑、過坑仔等地為「廣福庄」 (黃素真：1、 6、 11、 16)，按此庄名為

閩粵移民合力開墾常用稱呼 27；其中一份嘉慶十八年九月(1813)許廷瑄給墾廣福庄溪仔乾之墾單，承墾人

23 例如，竹山鎮桶頭里內寮之祖師公香火原來自新寮，後來又至鳳凰山寺分二公香火，近年皆改至鳳凰山寺進香。
24 實察時，許多客家人告知是近年來尋根才知道客家身份，由此可知本地祖籍調查的數據未必可信。
25 外湖子邱金獅先生口述(1928年生)其為邱國順派下，與彰化永靖邱家源流相同。
26 洪敏麟於《臺灣舊地名之沿革》中提到此點推論(洪敏麟 1984：553-554)，訪問莊游昧曾孫莊明雄先生，只知祖
先來自南靖，而確切地點不詳。

27 按清朝拓墾之例與筆者所收集契字看來，「廣福庄」極可能是當初墾戶(業戶)對其墾區庄之命名(施添福 1990：
33)。



94

圖 8 全臺前後山輿圖(貢獻倫，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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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靈鳳廟、祝生廟及鳳凰山寺分香情形

( 資料來源：王志宇 2002；實察)

黎現伯，墾單中批明該土地「東至水井路，西至林妹田頭，南至菜園，北至溪唇」 (黃素真：6)，「妺」

為客家婦女常用名字，且溪「唇」為客語稱溪邊之獨特用語，相對於漳泉用語溪「墘」，此外，大坪

頂地區有「凍頂」聚落，據陳國章教授研究認為該名稱是客語「崠頂」 (意指在突起山頭上的聚落)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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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用語融合而成(陳國章 1993：8)，筆者所收集之二份鬮分文書中發現，道光二十二年(1842)與光緒四

年(1878)的鬮書中，該地名的確書寫為「崠」頂(黃素真：68、 80)。以上諸多線索可證明，清代本地的

確有客籍人士參與拓墾。

整理《鳳凰永隆村志》及筆者實察所採錄的幾個大水窟幾個較大家族的族譜資料如表五，約略可見

本地閩粵混居的情形，資料亦顯示，本地移民抵台可能經歷多次遷徒方至本地區(鳳凰永隆村志編輯委員會

2001：127-154；莊姓家譜，未著年代)。發展晚於大坪頂七庄的內湖聚落，光緒年間任大坪頂總理並協辦

雲林縣城修建之李朝宗，其家族為祖籍詔安之福佬客，至臺先居於雲林崙背地區，李朝宗之父先入埔里，

後轉進內湖定居開墾，而成為當地首要家族28。此外，清末開山撫番結束之後，亦有吳光亮之粵籍飛虎軍

部將留居大坪頂(林文龍 1994：12)。由以上諸多證據看來，大坪頂地區的移民實際上可能較林屺埔平原區

呈現異質性及流動性，尤其是清末，隨著番界禁令解除、環境負載力提昇，續有移民遷入，是較不穩定社

會。

在此種流動不穩定的社會及環境中，本地區卻未形成大型宗族組織及對抗情事，莊英章先生對此種漢

人宗族組織缺少所提出的解釋為山區地理環境限制，人口繁衍不易，而土著的威脅，促成本地漢人內部團

結(莊英章 1977：179-196)。換言之，地理環境限制與番族威脅是促成移民發展出地緣性廟宇以結合人群

的兩大因素。山區環境使本地區人口與經濟的累積不如平原地區，此外鄰近番界卻未組成強力的拓墾組織

提供移民居家生命保障，移民之間對於「我群」、「非我群」的認定，由於異族威脅提昇至「漢」、

「番」二分法，而非漳、泉或閩、粵等分法，兼具閩粵性格且具護佑邊陲居民能力的「慚愧祖師公」，

符合各籍人士的結合需求，促成異籍人群得以在大坪頂以新地緣結合，因而成為此特殊地域的普遍信仰。

界於台灣西部平原與山地之間的丘陵、淺山過渡地帶，由於自然環境限制、地理位置偏遠及原住民的

威脅，異於平原地區的社會發展模式，不同的開發歷程亦造成了區域獨特的信仰特色。吳學明先生在《金

廣福墾隘與新竹東南山區的開發》一文指出，道光年間開發的新竹東南山區由官府糾集一群在他處已累積

相當資本與經驗的閩、粵縉紳合組墾號進行開墾，具有濃厚商業傾向；隘墾組織所提供之強力防番武力，

現 居 地 家 族 遷        移        過        程

頂城 張姓 潮州大埔à漳州南靖(13世)à南投月眉厝(14世)à林屺埔豬頭鬃à新寮

外湖仔à車光寮石城(15世)à大水窟頂城(16世)

頂城 林姓 潮州饒平雙溪à大水窟頂城(約光緒年間)

頂城 莊姓 漳州南靖à彰化竹塘à社寮à鳳凰頂城

二城 林姓 漳州龍溪à彰化和美à二城(1862年)

下 仔(永隆) 陳姓 漳州漳浦à彰化大武郡堡山頂(名間竹圍，1740年)à大水窟下 仔

(1887年)

下 仔(永隆) 邱姓 漳州南靖水尾社à彰化永靖à兄弟二人分居鹿谷 仔寮、大水窟下 仔

(今永隆)

表 5 大水窟地區的主要家族遷移過程

28 李朝宗曾孫張日席先生(1955年生)口述，雲林知縣陳世烈頒給李朝宗之協辦雲林城工「急公尚義」匾仍存放於張
先生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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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邊疆社會也提供了較多保障，亦使掌握金廣福事業的姜家，在初期發展時不需借由凝聚宗族的力量來

達成，並使漢文化的建立在極短時間內快速成熟(吳學明 1986)。由於計劃性的進墾，本地區隘防及聚落

防禦建構較為完善，地區大廟─北埔慈天宮亦在聚落規劃中設置為能跨越祖籍，結合閩、粵移民的信仰中

心，因而主祀觀音菩薩，而非三山國王。相較於未有任何隘防設施保障、移民來源同樣複雜的大坪頂地區，

具有抵禦番害能力的神祗，彌補了實際設施之不足。因此慚愧祖師信仰，提供了結合不同族群之功能，更

直接反應了拓墾背景不同所造成的直接需求。施添福先生歸納清代臺灣的社會特質，在其對罩蘭埔(卓蘭)

的研究中指 出，在國家和環境的作用下，地緣和血緣可能的發展關係有四種基本類型：國家權力強、環境

威脅大或國家權力弱、環境威脅大的地區，地緣的發展優於血緣；反之，國家權力強、環境威脅小或國家

權力弱、環境威脅小的地區，血緣的發展優於地緣，罩蘭埔位於國家權力弱、環境威脅大的沿山地區，主

賴地緣關係以結構社會(施添福 2004)。藉此觀點審視本文所探討的大坪頂地區，同樣位於番害威脅嚴重而

國家力量長期薄弱的西部沿山，地緣組織的發展亦優於血緣組織，慚愧祖師信仰即是促成本地移民社會結

構的重要地緣方式。

五、大坪頂地區「慚愧祖師」信仰的創化

李豐楙先生在＜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文中指出，臺灣民間信仰所崇拜之人格神皆起於神自體的

自我塑造，其自身先成其人格之完美而後成神格之完美，人們並不能隨意或有意地創造，只是附麗、增飾

而已，故其認為使用「造神」二字傾向於結果論，忽略了民間信仰諸神的最初動機(李豐楙 1994：183-

209)。然而，民間信仰俗神持續存在的靈驗性是其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因或果，已非本文論述範圍。鄭志

明先生則認為宗教神話之創作是初民「企圖以一套完整的語言，表達其對自神靈的體會，以及經由這種認

知的方式來獲得生命的安頓。⋯神話其實是人們崇拜活動詮釋系統，只要人們還保存著原始的崇拜文化，

就仍然繼續地創造神話。」 (鄭志明 1996：101)因而，吾人可以將祖師公佛教高僧之慈悲修為視為此信仰

之核心內涵，而祖師公之靈異傳說、神異功能為居民之附會、增添，然而後者卻是該信仰之所以與地方民

眾生活緊密結合的表徵，是人們詮釋其崇拜活動與自身的系統，可作結構式的、符號學式的意義解讀。

首先就祖師公其神來看，大陸靈光寺祖廟的慚愧祖師塑像仍形如僧人，然而大坪頂的祖師公成為「頭

載王爺冠、身著半文武裝、黑臉、跣足、執劍」的打扮，符合民間俗神中武神形象，亦配合其防番的功

能。林屺埔街竹圍子三元宮及大坪頂新寮靈鳳廟、 仔寮祝生廟等歷史較悠久的祖師公更分化出大公、二

公、三公三兄弟，並且有其姓名、身家(劉枝萬 1962：2623-2631)：

祖師公姓潘，父親名達，母親葛氏；生有三個兒子，長子達禮，次子達德，三子達明。均自幼練

武習醫，為地方服務；尤其達明還曾治癒過皇太后的痼疾，功在社會，但當皇帝論功行賞的時候，卻

偏偏將潘家遺漏，然而潘家非但沒有怨尤，反而感到慚愧而自稱「慚愧公」，以後兄弟三人都在陰林

山得道，所以也稱為「陰林山慚愧祖師」。

仔寮祝生廟更解釋了祖師神像打扮的原因：

祖師公七歲即已歸佛，皇帝母后生病貼出黃榜，祖師公乃用紅絲線占脈，開藥治癒，皇帝賜予戰

甲，一時高興忘了穿鞋及帽，皇帝笑曰：慚愧祖師 29。

29 祝生廟現任法師林有定先生(1936年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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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文第二段的探討，明清原鄉的文本中祖師公具有的功能僅限於救難護庄，未見明顯的防番功

能，然而在大坪頂地區，清末文本中顯示防番是本信仰首要功能：「七處居民入山工作，必帶香火。凡有

兇番「出草」殺人，神示先兆；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謂之禁山；即不敢出入。動作有違者，恒為兇番

所殺。」 (倪贊元1993：160)直至現在，地方上仍流傳許多祖師公示警避免了番人來襲的事蹟，尤以祝生

廟祖師公為甚 30。在本地區長期的漢番衝突環境下，防番功能之創化必然豐富。

祝生廟亦指三兄弟各有擅長，即醫術、地理術數、斬妖，此創化反射出了邊陲區域的居民重要需求，

對照大陸原鄉的文本發現，原鄉的祖師公亦未發展出這些功能，當是新鄉環境因素促成之進一步創化。再

隨著這些需求而出現的是本地所有祖師公廟或神明會皆設有法師、乩童並能開立藥方、問事、解厄等，於

聚落空間的設置也有了內五營(如祝生廟、內湖福興宮)或外五營(如鳳凰山寺、坪仔頂武聖廟)之設置。

除了共同的防番、醫藥能力之外，每一個廟宇皆有其獨特的慚愧祖師故事，如新寮靈鳳廟祖師公之神

異傳說：

據說清代下淡水溪有一戶人家請祖師公神像去為小孩收驚，由於非常靈驗，未將神像送回，鎖在

櫃子中。一日又請出來辨事，不料抬鸞轎者，忽往新寮方向狂奔而回，遇路則走，遇水則蜻蜓點水而

過，至靈鳳廟方止。訴之廟方人員，原來法師亦受靈感而大加作法，之後，法師睡三天(一說抬轎者

大睡七天，疲勞之故)。回程祖師公給予每人兩銅錢，告之一次只可花其中一枚，每次皆自動生出一

枚，故眾人的口袋中永遠有二枚銅錢，其中有一人不信，將兩枚皆花掉，結果，就再也無生出銅錢31。

此事在新寮長輩之間多有傳述，並流傳於分香廟宇，為靈鳳廟祖師公最為靈驗之例證。

祝生廟的祖師公亦有許多治病、解厄等事蹟，較有趣的人性化創塑是大公神像的故事。其神像腳指在

開光後即掉了無名指及小指二根腳指，一直無法修復，原因是「因年紀七歲時施法治山狗精，被山狗精咬

掉二隻腳指，所以會一直維持這樣」32。

由於祖師自原鄉乃至新鄉的故事中都有其孩童時期的靈異事蹟，故祝生廟祖師公的乩童亦有孩童擔

任，其神像亦有刻成孩童臉型者。

頂城鳳凰山寺的祖師公傳說故事時間在開山撫番時期最多，以鍾義明先生採錄之祖師公協助吳光亮的

事蹟最為完整，大意如下(鍾義明 2003：323-332)：

吳光亮率軍由斗六門至牛相觸口時，忽然遇見一個身穿著紅肚兜，膚色黝黑的人，光亮令其弟光

忠傳其人以問話，其人不應，但向前行，吳追之，彼亦逃之，吳止，彼亦止，如此始終相距百米左

右。經過清水溪，入竹山，過東埔蚋、崎腳、登蜈蚣 抵大坪頂，一路追蹤著穿紅肚兜的人，至「大

水堀」埤畔，光亮兄弟見湖光山色，優美寧靜，乃止軍隊於埤畔瀏覽景致，而著紅肚兜者忽然不見，

光亮兄弟甚異之。

次年正月九日，光亮由林屺埔、社寮庄分別動土，開始闢路，至大坪頂合為一路，安營於大水堀

邊、麒麟山下的坪地上，忽憶及年前在路上所遇著紅肚兜之人，令光忠往附近尋訪，回報在鳳凰山下

見一小廟，土角築成，殘破不堪。光亮乃命光忠率兵一營駐於頂城，並商議開山計劃。

30 靈鳳廟與祝生廟祖師公的功能有何差別，曾於杉林溪林區工作多年的 仔寮庄耆老黃慶先生(1912年生)認為前者是
「顧庄」的祖師公，後者是「顧山」的祖師公(口述)。

31 林來添(1944年生)先生口述。
32 此故事與竹山鎮社寮八分子奉天宮玄天上帝的故事雷同，該大公神像現今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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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劃開築之路即今鳳凰、永隆村中之「觀光道路」，正欲動工之時，有庄民至軍營陳情，要求

切勿開通此路，因村中地勢平夷，若東南方面高處土番潛至，庄民難以察覺，敵暗我明，舉庄將為番

人侵擾殺害，故建議光亮改道，由山下開路至山麓，如此，番人來犯，庄民方可察覺，據高險而禦

之。並謂：此乃本庄守護神「陰林山慚愧祖師」派乩指點者。

吳光亮思，前所遇到紅肚兜之人，莫非是此地祖之化身，於是從眾庄民之請，開始於鳳凰山下動

工，並命光忠禱於祖師公廟，祈求開路工程順利平安。

夜，光亮兄弟夢見穿紅肚兜之人指點，說明日番人將出草，不可外出，光亮不信，仍欲出兵開

山，正欲動身，祖師公遣乩童至，云：如堅欲出兵，須一路開槍鳴砲，如此，番人畏，方不敢來犯，

果然番人驚惶四逸。

夜又夢見祖師公著紅肚兜巡於營地四周，並指點謂：「番至矣!」光亮兄弟驚醒，起視，果見，

急出兵以禦，苦戰逐之。

從此，光亮兄弟益信祖師公之靈顯，二月間擇吉日良時，光忠獻匾「佑我開山」，並許願：如得

祖師公庇佑，路成將重建一座大寺廟。

開路工作繼進至田底，由上有危壁，下有溪谷的「大鍘路」入內茅埔番界，其夜，光亮兄弟復夢

祖師指點，謂：「番人已伏於懸崖上，備木石欲殲滅爾之兵馬，急改道。」夢相符，於是改道南方，

番人不意，南方頓形空虛，為吳軍長驅直入，後番人聞訊反撲，遠近番社頭目皆率眾來攻，展開浴血

之戰，雙方兵馬死傷慘重。吳軍漸不支時，祖師公忽化無數穿紅肚兜之童子來助退番。亦有傳吳軍與

番兵血戰時，祖師三人皆現身，騎馬執劍，番人驚，乃退。

此段文字將吳光亮對本地區域拓墾進程及消除番害之貢獻以神話隱喻方式記錄表達，故事重點在於大

水窟邊陲地方的空間拓展由祖師公助吳的種種顯聖來達成，區域性質由於祖師公的神能而產生質變。因為

開山撫番，祖師公有了一連串的「功在生民」之顯聖，而後吳光亮兄弟的頒匾及修廟之議，如同敕封的

效果，使自原鄉以來，一直未能如其神祇得到顯著性地位的慚愧祖師公，終能登上臺灣歷史發展的舞台。

李豐楙先生認為這種神話並非人們刻意的造神運動，應視為是神自體的顯聖及人們的感應(李豐楙 1994：

183-209)。然而，顯聖總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當開山撫番時機來到，祖師公即能顯聖，而使區

域、居民、祖師公、祖師公廟四者生命共同成長、發展。Eliade將此種顯聖視為神聖空間的揭示，使得原

本同質的混沌空間，獲得「定點」，進而得在其中獲得「定向」，亦即原本令人怖畏的危險番域，經

由祖師公的顯聖改造，成為可以安居的生活空間，猶如宇宙的創生(Eliade 2001：71-86)。因此，因果探

究並非此種創化的重點，其彰顯存在之寓意才是。是故，近年來防番功能雖然退去，但作為聚落保護神的

角色並不稍減，例如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祖師公的消災解厄能力，仍能再度發揮。以祝生廟為例，地震之

前，祖師公降乩要至魚池五座分香廟宇巡視，因將有大災難發生，故經由巡境法力加持，五聚落得以大事

化小，人畜平安。又 仔寮聚落房舍雖倒，但人員傷亡極少，亦是祖師公之神能所致33。此種祖師公保佑

居民以在大震中減少傷亡之說法，在本地區聚落普遍存在。

民國九十二年(2003)元月南投縣慚愧祖師廟宇之主委決議，成立了「南投縣陰那山慚愧祖師文化協進

會」，同年十二月六日(農曆十一月十三日)由鹿谷祝生廟、內湖福興宮、廣興寶興宮、和雅鶴山廟、竹豐

德峰寺主辦第一屆南投縣慚愧祖師大會師活動，共有三十三個廟宇的祖師公參與此次盛會，當日各廟將祖

33 張長溪先生(1936年生)、林有定先生(1936年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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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參與第一屆南投縣慚愧祖師大會師廟宇

地 區 寺 廟 地 區 寺 廟 地 區 寺 廟

南投市 祖玄宮 中寮鄉 勝陽宮 魚池鄉 龍鳳宮

南投市 慶福寺 中寮鄉 文山宮 草屯鎮 新興宮

南投市 紫雲寺 中寮鄉 長安寺 草屯鎮 集仙宮

鹿谷鄉 祝生廟 中寮鄉 龍安宮 草屯鎮 永安宮

鹿谷鄉 寶興宮 中寮鄉 受玄宮 草屯鎮 福安宮

鹿谷鄉 靈光廟 中寮鄉 天隆宮 竹山鎮 三元宮

鹿谷鄉 福興宮 中寮鄉 慶安宮 埔里鎮 天旨宮

鹿谷鄉 鶴山廟 魚池鄉 養龍宮 埔里鎮 福同宮

鹿谷鄉 長興寺 魚池鄉 靈池宮 集集鎮 林興宮

鹿谷鄉 德峰寺 魚池鄉 福順宮 名間鄉
新街村

祖師公廟

鹿谷鄉 龍山廟 魚池鄉 受福宮 水里鄉 雲天宮

圖 10 第一屆(2003)慚愧祖師大會師巡境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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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公請至祝生廟會合，共同參與遶境祈福，主辦單位安排串連大坪頂及大水窟地區慚愧祖師廟宇的巡境路

線，沿途居民皆設案虔誠膜拜，堪稱為本地區年度盛事。居民普遍認為三十三尊祖師公巡境加持，神力非

凡，地方必能大大有福 34 (表 5、圖 10)。而當初力走成立該協進會的王炳勳(祖玄宮)、劉守禮(祝生廟)等

主委，談到成立協進會的原因時，即表示「祖師公是南投縣的地方特色(南投神)，如此一來更能將此信仰

發揚光大」3 5 。

經由以上諸多創化可見，祖師公的功能實具有時代性，隨該區域特質而演變，然其深層結構為人們的

存在需求。

六、結語

「慚愧祖師公」信仰起源於粵東韓江流域中游的山區，為唐代當地出生及得道之高僧潘了拳轉變而成

民間信仰俗神。由於邊陲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因素，禪宗高僧亡故後，逐漸增添了能為地方救難解厄的功能。

如同「定光古佛」、「三平祖師」、「清水祖師」之類高僧俗神信仰，皆是以其慈善修持為信仰核

心，而以滿足信仰者日常所需的諸多功能為增益。然而在信仰創化過程中，由於缺少國家力量提昇神祇地

位，慚愧祖師公只停留在鄉土型神祇。

清代臺灣拓墾時期，本信仰由閩粵交界地區移殖至本島中部，在南投山區成為顯著的地域性信仰，並

創化了防番、醫藥、堪輿、除妖等多重功能，並結合了邊陲區域各種不同來源的社群，此與新鄉的自然環

境與社會特質同樣屬於相對邊陲有關，因而在南投山區本信仰跨越族群，成為閩粵移民共祀的神明，而其

標示族群原鄉祖籍的鄉土性格，反而不明顯。

大坪頂地區位於林屺埔區域的東南山區，為林屺埔開發歷史上的邊陲地區，該地的慚愧祖師信仰擴散

與區域發展進程緊密結合，新寮靈鳳廟、 仔寮祝生廟與頂城鳳凰山寺陸續成為該地區不同發展階段的信

仰核心，並由此三核心廟宇向附近較晚開發的山區再度傳播，使本信仰逐漸成為區域性信仰，一則呈顯出

區域開發過程中的核心─邊陲之演替，一則反應出此信仰在邊陲地區不穩定的人─地關係中所具有的特殊

功能。

創發於自然與人文環境條件皆相對邊陲的「慚愧祖師公」信仰，移植於新鄉類似的生態環境之中，

邊陲環境使其繼續創化提供了更多社會性及存在必需的功能，成為跨越族群的結合力量，並隨區域拓墾而

續存於新邊陲區中。神明、廟宇、信仰者、區域實可為互相指涉之四者，由此邊陲區的特殊神祇信仰的發

展，更易看出其共通性。本例足以說明臺灣民間信仰中，信仰者、廟神、廟宇與區域四者的生命成長是互

為對照、交融並進的，以存在需求的角度來看待其各種創化，更能了解臺灣民間信仰的意義。

臺灣的「慚愧祖師公」信仰，在當初漢番對立而國家力量未能提供移民安全保障的情況下，進入如

鹿谷大坪頂之邊陲區域，成為移民的精神依靠，繼而創化壯大，成為承載其區域性格的顯著文化景觀。正

因它存在區域的邊陲性格，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本信仰存在諸多晦暗未明的謎題，未能有正史或其他文獻

34 本次巡境由祝生廟策劃主辦，原在參與名單上的靈鳳廟、鳳凰山寺最後皆未參與巡境。慚愧祖師文化協進會成立後，

該會申請核淮之證書，掛於祝生廟，且以本廟為會址，發起人南投祖玄宮王炳勳先生指出，乃因祖玄宮祖師發乩指

示。然根據實察訪問，鳳凰山寺認為本廟神「最大」，別的神明來朝拜就好，不用出去，而靈鳳廟方面亦認為本

廟神明歷史最久，坐鎮廟內即可，三廟系譜之心結由此可見。
35 2005年 2月 10日(農曆元月 2日)，移師至集集林尾庄由林興宮主辦第二屆，活動定名為「萬人健行祈安求福繞境
在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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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解開其真實面貌，本文僅能就其存在於本地區的幾種面向加以描摩。進一步田野資料之獲取與內在性

之詮釋，應是對本論題有更多理解之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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