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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民間信仰的主要內容，是經由對各種神明的崇拜與結合歲時節

俗而成。媽祖信仰在臺廣布流傳的盛況，從其信徒遍佈全省，香火鼎盛

及活動盛大即可知曉。本文即以宜蘭縣冬山鄉的媽祖廟鹿安宮為研究對

象，藉其歷史環境及發展，探討獨特的人文特色以及早期開發情況，說

明為因應社會變遷與發展需求，所衍生而出的組織運作，以期揭露廟宇



的創建軌跡與快速發展成因，及信仰發展、宗教祭儀等對信眾的影響與

其值得借鏡事蹟。 廟宇的香火緣起傳說、宗教服務、宗教祭儀、交陪範

圍與陣頭遊藝等的宗教活動，在臺灣民眾生活與團體歸屬的生命需求

上，具有營造日常生活的樂趣、聯誼親友，體現人與自然環境的和諧互

動。信仰中的人們藉由各類儀式與活動的進行，祈求神靈的庇佑，以紓

解個人心理的壓力、疑惑或困苦，展現宗教信仰者各自的宗教經驗；而

從宗教祭儀與歲時活動當中，了解人與祭祀活動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本文透過著重於描述神將會的緣起與組成、訓練與養成，以及其

社會意義，探討組織運用於歲時祭典與廟際交陪等祭祀活動的功能，從

而建構相互連結的社會網絡與地位，期望對於關懷信仰文化與社會青少

年生命教育，能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摘要

(英) 

Abstract In Taiwan, folk belief consists of the cult of deities and calendric 

conventions. The belief in Mazu is prevalent in Taiwan. The widespread followers 

and the considerable worshipping activities represent the prosperity of the belief. 

The object of this research is Luan Temple in Dongshan Village in Yilan County. 

Through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uan Temple, this 

research tries to explore the distinguishing humane features and the developing 

conditions in its early stage. The organizational operations responding to social 

changes and need reveal the traces of its establishment and the reasons for quick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ief and religious rites impacting on 

Mazu’s followers are also worth studying. The legends of origin of a temple, 

religious service and rituals, socializing realm and activities of religious 

performances all illustrate the need of life and group attribution of Taiwanese 

people. Such activities bring about pleasure in daily life, get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gether and embody the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uman being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People with belief pray to Gods for blessing and 

protecting while proceeding divers rituals and activities, and so to release the 

individual mental pressure and solve the confusion and tribulations in their lives. 

Seeing these religious rites and calendric activities, we can understand that people 

and ritual activities are tightly correlative to each other.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stresses the origin, structure, training and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Shenjiang 

Performers of Luan Temple for the purpose of demonstrat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organizations in calendric rites and associating activities among temples, as well as 

those of the reciprocal linkage of social systems and status. Hope this study can 

make a certain contribution to the culture of belief and the life education of 

young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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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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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18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2/6/5 

轉檔

日期 
2012/06/13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8905072 2012.6.5 22:34 140.136.82.37 new 01 

異動

記錄 

C 498905072 Y2012.M6.D5 21:53 140.136.82.37 M 498905072 Y2012.M6.D5 

22:03 140.136.82.37 M reli2791 Y2012.M6.D5 22:36 140.136.82.37 M reli2791 

Y2012.M6.D13 14:57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2.M6.D13 14:58 

140.136.136.29 M reli2791 Y2012.M6.D13 14:58 140.136.136.29 I 030540 

Y2012.M6.D13 15:11 140.136.208.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