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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頭三尺有神明
──淺談臺中地區民間信仰概況

文／林茂賢

臺灣的宗教種類繁多，重要者如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一

貫道，其中最普遍的是結合不同宗教於一體的「民間信仰」或稱「通俗

信仰」。

有拜有保庇：包容力強的民間信仰體系

所謂「民間信仰」是指融合佛教、道教和民俗信仰的宗教，既無

明確教義、經典，更不需入教儀式（如受洗、皈依），且以泛神崇拜為

特色。因此，臺灣多數廟宇都是「神」口眾多，通常主祀某一主神，同

時配祀眾多神明，而民眾咸信「有拜有保庇」，因此無論任何宗教的神

明，都能共聚一堂，共享香火，因此民間信仰是一種極具包容力的信仰

體系。

民間信仰的祭祀對象多元，若以性質區分，含括了對天地、日月、

星辰、山川、海洋、樹木、岩石的「自然崇拜」及對祖先、英雄、厲鬼

等的「亡靈崇拜」構成天神、地祇、人鬼、物魅等信仰，並通過擬人化

方式，形塑出各式各樣的神靈，成為臺灣民間信仰的樣貌。

宗教信仰反映社會變遷，契合時代需求是民間信仰最大的特色，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乃古代帝王對農業神祭祀，突顯

出農業的重要性。東漢後期隨著佛教的傳入，民間信仰吸納了因果輪迴

觀念；宋朝以後，則在帝王的旌表與賜匾褒揚下，由傳統的自然崇拜轉

向以鬼神為祭祀主體。而民間信仰的特點也顯現在臺灣這塊土地上。

總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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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多數廟宇「神」口眾多，眾神共聚一堂、共享香火。（攝影：陳俐文）

橫渡黑水溝：航海神和守護神是心靈依靠

漢人拓墾臺灣是「官未闢而民先墾」，明天啟至清乾隆時期政府

實施海禁、禁止人民渡海或攜眷來臺，然而閩粵地區地狹人稠，加以戰

亂、飢荒連年，政府禁令根本無法阻擋「唐山過臺灣」的偷渡潮。在船

隻簡陋，沒有氣象預報、缺乏通訊器材的惡劣環境下，橫渡黑水溝自是

危機重重。這段時期水仙尊王、媽祖、玄天上帝等航海之神成為移民渡

海的心靈依靠。

在漢族移民拓墾過程中，每開發一個地區，都會建立土地公廟來保

護家園，發展至今各村里都有土地公廟，且各廟宇無論主祀任何神明都

有配祀土地公，使得土地公成為臺灣數量最多的神祇。

拓墾時期除了原住民的抗爭，不同族群為爭奪土地、水源也引發各

種爭鬥，例如漳泉拚、福佬與客家械鬥、頂下郊拚等分類械鬥。其次又

因官員的無能、貪瀆，造成「官逼民反」，臺灣向有「三年一小亂，五

年一大亂」之說，不斷地反亂事件，又無政府的保護，民眾只能仰賴神

明的庇佑，因此族群守護神，如漳州人奉祀開漳聖王、泉州人的廣澤尊

王、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同安人的霞海城隍和客家人的三山國王等信仰

也因應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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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族群的族群守護神，移民定居後也因著產業之別而發展行業

神信仰，如農民奉祀神農大帝、漁民拜媽祖、工匠奉祀魯班公、傳統戲

班供奉西秦王爺或田都元帥。而民眾因特殊需求也祭拜專業的神明，如

為了祈求男丁拜註生娘娘，為求生產順利拜臨水夫人，為保佑兒童平安

長大而拜床母、七星娘娘，神明各司其職且分工精細。神明除有分工之

外，也為因應信徒需求而有分身，如大媽、二媽、三媽等分身。

臺灣錢淹腳目：求財求利、財神無所不在

1980年代，臺灣因大家樂的盛行，也帶動陰神信仰的崛起，民眾為

了「求明牌」而向有應公、大眾爺、水流公、姑娘廟等陰廟祈求偏財，

因民眾堅信正神不會洩漏天機，於是轉拜濟公或陰神問明牌，造成陰神

信仰的興盛。

類似的「功利性」心態也出現在近年來的財神信仰。當臺灣由農業

轉變成工商業社會，民眾都期盼能財源廣進，財神於是成為熱門神祇，

就連守護地域平安的土地公，也發展出借錢母、發財金、摸元寶等民

俗，而原本鎮守宮廟的虎爺也因信徒相信虎爺會「咬錢」而兼具財神功

能。

臺灣各地信仰中心和漢族拓墾區的發展息息相關，廟會活動成為當地居民重要的熱

鬧慶典。（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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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神明的神格與屬性也因環境、地域而產生變化，例如媽祖

原為航海之神，臺灣最早的媽祖廟均面向大海、河口，現在臺灣的媽祖

廟無所不在，媽祖的業務也無所不包，信徒舉凡健康、考試、事業、生

育、農事都會祈求媽祖庇佑。媽祖從原先的海神信仰成為無所不能的全

能之神。

信仰本土化：江山代有神明出

變異之外，也有新神及新興信仰的生成，例如因應臺灣的特殊拓

墾背景而產生神祇，像是因漢人侵占原住民土地而衍伸出「地基主」崇

拜，因民變事件，清廷徵召客家人平亂，為褒揚戰死之客家族群而有

「義民爺」信仰。其次取材自民間神話與傳說故事的神祇：例如劫富濟

貧的義賊廖添丁、「嘉慶君遊臺灣」中護駕有功的李勇將軍、源自民間

戲劇及電視連續劇中的包青天等，在造神運動的推動下，受民眾景仰而

建祠立廟宇，成為新興的神明。這些變異現象同時反映臺灣社會獨特的

人文特色。

百年來臺灣的宗教信仰，隨著時代的演變，許多大陸來臺的神明都

有「本土化」的現象，如原鄉族群守護神不再限定特定族群奉祀，媽祖

已不僅是航海神而成為全能之神。而王爺的職務也不再是驅逐瘟疫，而

成為庇佑鄉里之神，燒王船則成為「平安祈福」的慶典。近年來由於社

會的多元分工，保佑專業的神明有後來居上的現象，例如專司姻緣的月

下老人、保佑財利的財神和負責考試的文昌帝君，都成為當紅神明。而

傳統農業社會普遍的信仰，如神農大帝、灶神……則有式微現象。

綜觀百年來臺灣民間信仰，都因應不同時代背景、社會型態、經濟

產業而發展出不同信仰模式，臺灣自漢族拓墾至今，在每一個動盪不安

的時代，宗教信仰總是撫慰著每一個受創的心靈，陪伴焦慮、無助的信

徒，度過艱苦困頓的歷程，成為安定社會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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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地區宮廟類型與統計

臺中地區最主要的宗教信仰也是「民間信仰」，多數宮廟同時奉祀

不同宗教之神佛，信徒也同時祭拜各教神明，而純粹佛教、道教的宮廟

反而不多，顯現佛道融合的信仰特色。

一、庄頭田尾土地公

按臺中市政府民政局登記宮廟奉祀主神統計，臺中地區奉祀主神

超過百座的宮廟，涵蓋各個宗教，其中數量最多的當然是「土地公廟」

（福德正神），土地公相當於人間之村里長，各村裡必建有土地公廟庇

護社區里民，除外凡人煙所至之山林、田園、河川、水深地，皆有土地

公廟，全臺各地土地公廟數量居全國之冠。其次，則是王爺、媽祖和釋

迦牟尼。臺中地區主祀王爺的宮廟分別有奉祀三府、五府或單一姓氏王

爺，並非單一王爺系統，而王爺姓氏則包涵許多不同姓氏。

宗教信仰撫慰每個受創的心靈，每到重要日子，寺廟總有扶老攜幼的信眾，虔誠上

一炷清香，望上達天聽、感應眾神，庇佑健康、平安。（攝影：吳長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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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特色的媽祖信仰

媽祖信仰是臺灣重要的民間信仰，臺中地區的媽祖民俗活動也具

有特色，其中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是國家指定重要民俗；萬和宮老二媽省

親、萬和宮字姓戲、旱溪媽祖遶境十八庄、大庄媽進香回鑾、梧棲走大

轎（梧棲朝元宮、浩天宮）、新社九庄媽過爐，則是市府登錄之民俗文

化資產。此外，大里福興宮、豐原慈濟宮保存許多珍貴宗教文物，神

岡社口萬興宮是平埔媽，萬春宮藍興媽見證臺中歷史發展。大肚萬興宮

「飛天媽」有神奇傳說故事，六房媽會則反映雲林鄉親移居臺中的現

象。

三、佛道同祀，萬神共聚

臺中主祀釋迦牟尼的寺廟也多達112座，其他佛教信仰神佛主祀觀

音菩薩有80座；阿彌陀佛、地藏王菩薩各16座，藥師佛7座，顯現佛教

信仰在臺中的興盛。而道教宮廟包括主祀玉皇大帝（21座）、玄天上帝

（48座）、關聖帝君（34座）、三太子（29座）、王母娘娘（20座）、

張天師（13座）、三官大帝（12座），此外也有主祀太乙真人、太上老

君。以上佛道神佛都是全國性，跨族群信仰，因此主祀宮廟眾多，但一

般民眾通常沒有佛道之分，所謂「有拜有保庇」，信徒也並非隸屬單一

宗教信仰。

此外一貫道的代表性神佛，如明明上帝在臺中有15座宮廟，主祀彌

勒佛也有12座，代表一貫道信仰在臺中地區也占有一席之地。

四、守護神隨移民固守臺中

以臺中市民籍貫結構分布，大致海線地區是泉州移民，屯區以漳洲

移民為主，近山地區則屬客家籍，反映在信仰上就有許多不同族群的守

護神，包括泉州族群的廣澤尊王、清水祖師、靈安尊王；漳州族群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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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聖王、輔順將軍；客家人的三山國

王，不同族群守護神匯集臺中，象徵臺

中是多元族群共處、共存的現象。

從行業保護神的奉祀則可看見臺

中各行各業的發展，早期農業社會人民

以農耕維生，仰賴農業神庇佑，臺中地

區主祀神農大帝（五穀王）共有9座，

臺中號稱文化城，文風鼎盛文人雅士聚

集，文人、學生敬奉的文昌帝君廟有16

座之多，此外手工藝師的守護神巧聖仙

師（魯班公）、荷葉仙師；戲班供奉的

戲神田都元帥、西秦王爺等神祇，全部

匯集臺中護佑各行各業。

信仰軌跡，見證拓墾移民發跡史

自漢族移民拓墾臺中以來，即亦常發生天災、械鬥、反亂、瘟疫事

件，例如：臺灣史上最嚴重的兩次震災，墩仔腳、921地震震央都在臺

中地區。其次漳泉械鬥、閩粵械鬥，臺中也未能倖免，而臺灣三大反亂

事件中，林爽文與戴潮春都是臺中人，因天災、械鬥、反亂事件，造成

多數死傷，反映臺中本質為亡靈的陰神信仰，臺中主祀陰神廟宇包括七

將軍、大眾爺（媽）、靈魂公、姑娘廟、萬善爺、水流公、百姓公等，

而大肚金聖宮與沙鹿遷善社同興公則屬平埔族陰靈，但多數陰廟未向政

府登記，種類眾多的陰廟反映漢族居民拓墾臺中的艱辛過程，付出極大

的代價。

移民定居後，百業待興，因產業

別而有行業神的信仰，如工匠奉

祀的魯班公。（攝影：吳哲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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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信仰方面如沙鹿福興宮主祀王勳，王勳是沙鹿人，武功高強、

行俠仗義，曾在當地圍剿盜匪倍受尊崇，林爽文事件時被封為「平海大

將軍」，事件中至清水被被捕殺，死後被當地民眾奉為神明祭拜。

清水漢民祠（廖添丁廟）所奉祀的是傳說中的「義賊廖添丁」。廖

添丁（1883~1909）出生於清水秀水里，是犯案累累的慣竊，因偷取日

本警察槍枝又偷竊臺北富商，最後在臺北八里荖阡坑遭親信擊斃。廖添

丁的事蹟在講古、戲劇的渲染下成為劫富濟貧、抗日的民族英雄，與史

實有極大落差。在新北八里、臺中清水均有其宮廟，成為特殊的民間信

仰。

眾神護臺中，保庇萬萬代

綜觀臺中地區的宮廟可發現臺中信仰極為豐富、多元，各種神明、

不同族群、行業守護神多聚集在此，亦有在地特殊神明，反映臺中多

元、包容的文化現象，且在每一個時代皆能庇護臺中人，帶給民眾希望

和信心，成為臺中居民的心靈依靠。

《眾神護臺中》旨在介紹臺中地區較

重要、特殊或具代表性的宮廟神明，撰稿

作者都是長期研究臺中宗教信仰的學者專

家或在地的文史工作者，透過他們深入淺

出的敘述，讓臺中市民認識當地信仰的神

明，並瞭解宗教民俗的源流及開發過程，

期望讀者、信眾不再只是「夯香綴拜」

（拿香跟著拜），更能了解宗教信仰的內

涵和意義。
眾神護臺中，保庇萬代平安！

（攝影：謝文賢）

17

總
論



威靈公、燮理陰陽、算盡人間功過

文／陳俐文

南區城隍廟



宮廟小檔案

 宮廟名：台中市城隍廟

 主祀神明： 城隍尊神

 建廟年代：清光緒15年（1889）始建於東區，日大正10年

（1921）遷建現址

 慶典時間：每年農曆6月15日子時城隍誕辰祭典

 廟址：臺中市南區合作街94巷50號

 電話：04-22875350



台中市城隍廟的惆悵與變遷

清朝劉銘傳巡撫在臺中起建省城，但兩年後功敗垂成，留下諸多

省城未竟遺跡，台中市城隍廟（以下簡稱台中城隍廟）就是歷史遺憾之

一，讓這座掌理陰司、護城保民的廟宇，除了信仰外，添加了幾許的惆

悵。

台中城隍廟位於南區忠孝路夜市附近的合作街94巷內，這座主神位

階是府城隍「威靈公」的城隍廟，創建於清光緒15年（1889），最初建

於目前東區泉源里，因日政府關係，才遷建於現址。

原位於泉源里的城隍廟，隨著省城停建而停工，清光緒21年

（1895）日本人進軍臺灣，這座省城城隍廟竟被日軍占據作為軍營，此

處後來又被改建為臺中製糖工廠。日明治37年（1904）因廟體自然倒壞

傾毀，城隍尊神被移請到臺中驛機關庫附近，後來又經歷數次遷移。

左上下：台中城隍廟廟額「威靈公」，

具有「臺灣府」城隍的規格。

（攝影：陳俐文）

右上：城隍尊神。（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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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大正10年（1921），當地仕紳林子瑾、吳子瑜、林焰墩、林祖

藩、賴慶炎、林澄坡等人，不忍城隍廟如此滄桑，發起重建城隍廟，選

定目前現址重建，日昭和3年（1928）完成三川殿及兩廊，即為今日所見

的廟貌。台中城隍廟中門兩側的石雕對聯寫道「城已毀隍已填獨神威依

然顯赫、世雖移代雖易是廟祀當保綿延」。就是在闡述清末光緒年間未

完成的臺灣省城內，這座荒廢的官建城隍廟，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城

隍得以重現神威、德被臺中的故事。

神明界的衙門記錄世間功德善惡

台中城隍廟主祀城隍尊神，左側神龕陪祀神為關聖帝君，右側神

龕是註生娘娘與城隍夫人。當年日本人對臺灣民間信仰不熟悉，但宗教

學者增田福太郎曾有提到：「左右各三尊手拿刑具、棒、槌等的六位部

下」對這六位的印象特別深刻。

台中城隍廟中門兩側的對聯「城已毀隍已填獨神威依然顯赫、世雖

移代雖易是廟祀當保綿延」，闡述清朝末年遷建的歷史故事。

（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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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城停建，臺中遺憾

清光緒年間，朝廷有感臺灣地位日形

重要，決定由臺灣道升格為臺灣省，並責

令當時的臺灣道劉璈評估、籌備。

劉璈專精堪輿風水，勘察全臺地形

後，選定目前的臺中市區，上書清廷：

「該處周圍數百里，平疇沃壤，山環水

繞，最為富庶。而貓霧 、上橋頭、下橋

頭、烏日莊四處，尤為鐘靈開陽之所。又

有內山南北兩水交匯，轉出梧棲海口，其

民船可通烏日莊，以上實可大作都會。」

劉璈的建議獲得清廷認同，清光緒

11年（1885）選定在「橋孜圖」（目

前的南區和部分東區）建城。光緒15年

（1889）年8月，臺灣建省後首任巡撫

劉銘傳，稱頌臺中「襟山帶海，控制南

北」地形，是臺灣省城絕佳福地。他主導

正式動工，城內規劃興建有臺灣縣署、文

廟、儒考棚、演武廳、城隍廟等官署建

物。

但劉銘傳如火如荼在臺中建省城才

兩年，卻在清光緒17年（1891）2月離

職，接任的臺灣巡撫沈應奎、邵友濂，都

以資金籌募不易，且臺北城因對外貿易迅

速興起為由，而中止在臺中續建省城。清

光緒20年（1894）間，邵友濂更將省城

移至臺北，徒留臺中市大片尚未完工的省

城遺跡，興建中的城隍廟也被迫停工。

在神明界的系統裡，

城隍負責執掌陰、陽兩

界。在陽間身具懲兇罰惡

之職。在陰間則記錄人間

的善惡，就好像現在的警

察、檢察官及法官的綜合

體，與一般亡靈的陰神不

同，屬掌理陰司之神。另

外玉皇上帝還增設許多部

門及配置幕僚下屬，來幫

助城隍執行神職。所以除

了六部司之外，還有文、

武二判官及謝必安、范無

救二位將軍（七爺、八

爺）。

文判官和武判官跟隨在城隍

爺旁，文判官面貌斯文，身

穿官袍，右手執簿。

（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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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判官和武判官跟隨在城隍旁，文

判官面貌斯文，身穿官袍，右手執簿。

而武判官面惡威嚴，身穿盔甲，左手執

鞭。兩位師爺象徵記錄百姓的善惡功

過，負責輔佐城隍辦案。

而六司神祇，則為「增祿司、速

報司、獎善司、罰惡司、註壽司、糾察

司」，這六司是由「陰陽司」帶領，協

調其他城隍幕僚諸司，兩側旁邊還有巡

捕數位。陰陽司的造像很特殊，臉部左

側為黑，右為白，象徵審理陰陽，善惡

分明，職位類似城隍的祕書長。

神龕兩旁還站立牛頭將軍、馬面將

軍，兩位負責捉拿、帶領亡魂到地府審判。

最吸引人注目，當屬三川殿門後左右側的七爺、八爺，民間尊稱

謝、范將軍。流行一時的《廟會》這首民歌中，「范謝將軍站兩旁，叱

吒想當年……」的范謝將軍，就是這兩位。兩位爺兒原本是閻王殿前的

勾魂使者黑白無常，後來成為城隍的配屬神。七爺謝將軍左手持木製火

簽棒，面貌蒼白、袒胸瘦骨、長眉吐舌，神韻與衣著皆維妙維肖，是廟

內最高大的塑像。八爺范將軍則身形矮胖，黑面眼突，右手高舉除暴安

良木牌，牌上繪有老虎紋樣，左持刑具。兩位專職緝拿惡鬼捉拿罪犯的

執法人員。在各地迎城隍、廟會祭典遊行中，也經常看到祂們，一高一

低，踏著特殊的步伐，搖搖擺擺地走著，出現在陣頭遊街的隊伍中。

武判官面惡威嚴，身穿盔甲，

左手執鞭。（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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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身旁的人馬，好像現代版的司法官、檢察官、警察、監獄官組

織，整個組員的配置齊全，而這種司法神明林立的景象，也只有在城隍

廟才看得到。

城隍善惡分明贊理陰陽

城隍到底是陰神或陽神？這問題須先了解城隍信仰的源頭。

祭祀城隍的由來已久，要追溯到周朝時，每到

農曆12月，天子都要舉行臘祭祀神。《禮記》續載：

「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祭祀的八蜡：一先嗇

（神農）二司嗇（后稷）三農（田畯）四郵表畷（田

間建設農舍，開道路、闢疆界之人）五貓虎（撲田

鼠、野獸有功）六坊（堤防）七水庸（溝渠）八昆

蟲。這八位神衹中的坊與水庸，就是城牆與溝渠。

右：七爺謝將軍左手持木製火簽

棒，袒胸瘦骨、長眉吐舌，

神韻與衣著皆惟妙惟肖，是

廟內最高大的塑像。（攝

影：陳俐文）

左：八爺范將軍身形矮胖，黑面

眼突，右手高舉除暴安良木

牌，左持刑具。

（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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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以農立國，古人對大自然非常崇敬，認為萬物皆有神。在「萬

物有靈」的觀念下，皇帝都要在歲末祭祀。

因為大地太重要了，祈雨、求晴、避災都要祭拜，南北朝時就正式

稱「城隍神」。

《北齊書》之〈慕容儼傳〉記載：「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

神，公私每有祈禱」。城隍原意是「城牆」與「護城河」的意思，原為

保護城裡的安全而祭拜，後來演變為民間信仰的城池守護神，到了唐、

五代為城隍雕塑神像，這時的城隍已人神化。

明代積極舉辦城隍祭典，把城隍視為地方父母官，為城隍安排設座

問案環境。明太祖還因地區大小不同，封給各地城隍不同位階的官位。

封京師內的城隍為「帝」，封開封等四地城隍為「王」，各府城隍為

「威靈公」，而各州城隍為「綏靖侯」，各縣城隍為「顯佑伯」。

清朝延續祭城隍為國家祀典，並將城隍信仰帶到臺灣。舉凡新上任

地方官，都要選擇吉日，親自到轄區城隍廟，跟城隍稟告後才能述職視

事。所以當劉銘傳建臺灣省城時，必當先建立城隍廟。知縣黃承乙每逢

初一、十五必帶領官員祭拜城隍，都與大清祭典有關。

因每個地方的父母官不同，各地城隍生日就不一樣，台中城隍的生

日是農曆6月15日。目前每逢農曆6月15日子時，臺中市長必帶領各首長

至城隍廟祭拜，以表對城隍的敬重。而且轄區歷任警察首長，更會在述

職前來跟城隍報備，祈求職務順利、境內平安。

所以城隍是日審陽，夜審陰的神明，宛如地方父母官。城隍廟的擺

設就像衙門，桌上有城隍辦案的工具，牆上掛「放告」與「聽審」的牌

子，其他各式各樣的刑具，讓人入廟，像走進衙門般，人民都會敬畏三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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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城隍廟裡都有隻大算盤，算盡世間人的功與過。目的在警惕人

們在世時要多行善積德，不作違背天理之事。一生的功過到了城隍面前

都會呈現，不需辯解！

台中城隍廟建築是傳統工藝的最佳表現場域

台中城隍廟因省城停建中斷，日治時期又被日軍占用，城隍的香火

並未斷，仍然在東區臺中火車後站附近的臨時廟堂內供奉，但城隍的香

火已流落在民間。

所以在日大正10年（1921），仕紳林子瑾、吳子瑜……等，發起在

此處重建城隍廟，地由林子瑾捐獻，廟埕由林焰墩獻地。當年春天動

工，期間因財源不足一度停工。最後正殿在日大正14年（1925）秋天竣

工，而所有工程直到日昭和5年（1930）才全部完工。

城隍神龕兩旁的牛頭將軍、馬面將軍，職司捉拿亡魂到地府審判。（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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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城隍廟曾經於民國44年修建，之後也曾有多次修建、重新油

漆。民國80年後正殿因梁柱遭白蟻侵蝕，才全面翻修成鋼筋混凝土造建

築。

台中城隍廟坐北朝南，目前尚無有關於築廟匠師的文獻紀錄。但是

學者依據城隍廟建築手法研判，此廟的興建匠師應與陳應彬團隊有關。

因為那段期間，這批來自臺北的建廟匠師，由陳應彬帶領，也正在附近

興建旱溪樂成宮、林氏宗廟（1917~1930）。

三川殿升庵假四垂屋頂，正立面七層疊斗的梁柱組合，都是陳應彬

慣用的手法，石雕的風格也與彬師所承造的其他廟宇相似。

三川殿中門上的廟額用深浮雕「書卷匾」的型式，兩旁童子採金雞

獨立架式，展開「威靈公」匾額。書卷下方有隻蝙蝠，有「福在眼前」

之意。中門前的石獅，左公右母，兩獅目光互視中軸線，獅身昂首挺

胸，威武張爪，雄赳赳守衛城隍廟。其他對看牆的人物石雕、裝飾題材

配置，都是臺中市廟宇石雕工藝的翹楚，值得細細欣賞。

左：三川殿精製的石雕，人物、裝飾題材配置，都是石雕工藝的翹楚。（攝影：陳俐文）

右：殿內斗拱雀替美輪美奐。（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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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城隍廟建於日大正年間，道地閩南建

築卻融入日本風格，尤其神龕、供桌、燭臺都是

磨石子手法，其中最精采的作品是正殿旁兩側的

神龕。神龕上齣頭人物表情生動姿態細緻、騰龍

盤柱勁道有力，神龕的下半部磨石子表面光亮、

線條圓潤、造型優雅與神龕渾然一體，是泥水塑

作品中的上乘之作。這是民國44年彰化永靖人林

茂成的作品，林茂成是彰化永靖有名剪黏匠師江

清露的弟子，他們師徒除了剪黏技藝高超外，以

泥水塑仿做木雕、龍柱堪稱一絕，臺灣中部很多

廟宇都有他們的作品。例如，本廟三川殿內步口

這對以泥水塑捏製仿石雕龍柱，單龍盤柱，龍頭

昂首，身軀蜿蜒有力，一爪握珠另爪立地，此對

泥水塑龍柱做工精美，手藝高超，為上乘之作。

林茂成師傅將泥塑、洗石子、磨石子三種工法融

合，作出頗具特色的成品，呈現當時的泥水手路

技巧，也反映當代流行的建築元素，台中城隍廟

建築藝術精美絕倫，值得駐足品味。

廟宇彩繪是由來自彰化和美的國寶級彩繪師

陳穎派承接，從民國50年至93年間共修漆彩繪4

次。陳穎派師目前已封筆，家族事業由第二代陳

敦仁繼續接手。50年來，城隍廟內所有彩繪工程都

是交由陳氏家族承做，在廟內仍可看到父子的作

品，整體畫風、用色、人物詮釋，一致性很高。

從日治時期到目前，臺灣的廟宇彩繪名師如陳玉

峰、潘麗水，郭新林、柯煥章、劉沛等，這些彩

上：神龕上齣頭人物表情生動姿

態細緻，令人讚嘆。

（攝影：陳俐文）

下：三川殿內步口泥水塑造仿石

雕龍柱，單龍盤柱，龍頭昂

首，一爪握珠另爪立地，此

對龍柱做工精美，手藝高超

為上乘之作。

（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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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本土首席傳統建築匠師

陳應彬（1864~1944）

陳應彬先生出生於板橋中和

一帶，祖籍漳州府南靖人，日明

治41年（1908）主持北港朝天宮

改建後，聲名大噪，奠定日後在

臺灣大木匠師的地位。陸續興建

朴子配天宮、豐原慈濟宮、旱溪

樂成宮等數十座媽祖廟，為日治

時期建造臺灣媽祖廟最重要的人

物之一。

陳應彬在處理廟宇屋頂時，

慣用將二層大小不同的歇山式屋

頂，重疊在一起，小歇山頂從下

層屋頂中間升起，使整座廟宇高

度增加，這種屋頂形式叫做「升

庵假四垂」，它能增加剪黏與交

趾燒的裝飾數量，華麗多變化又

具美感。

台中城隍廟屋頂，小歇山頂從中間

升起，剪黏與交趾燒色彩華麗，層

次豐富。（攝影：陳俐文）

繪師雖然在臺灣各大廟宇留下大

量精采的畫作，但後代能傳承的

極為少數。所以有興趣記錄臺灣

廟宇彩繪家族故事的讀者，台中

城隍廟是很好的地方。

陳穎派師傅家族曾在迴廊

兩側牆面繪製一套「十殿閻羅」

圖，這是在臺中市廟宇中已經很

難得看到的畫像。漢人的民間信

仰習俗，認為人死後亡魂要到陰

府，經過閻羅王受審後，才能

決定要往西方淨土或轉世輪迴。

傳說地獄有十個殿，分別由十個

大王掌管，就是所謂「十殿閻

羅」。以前很多寺廟或辦喪事法

會時，都有刻畫十殿閻王的塑

像。十殿閻羅圖的顯現，旨在提

醒世間人，多行善少為惡，下地

獄或升天都與本身積德有關。

自古中國民間信仰佛、道不

分，因佛教地獄觀念深植民間，

城隍信仰亦受到地獄觀念影響。

大算盤算盡功過，十殿閻羅道盡

輪迴，這種因果輪迴觀念，是教

化世人很重要的教材，發揮了宗

教信仰與教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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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中城隍廟認識臺中市名人先賢

許多廟宇對建廟有功先賢都會供奉長生

祿位，以茲感謝。台中城隍廟正殿左右各有

一座長生祿位。分別是建廟功勳林子瑾、吳

子瑜、林焰墩、林祖藩、賴慶炎、林澄坡。

另一座為修建功勳林湯盤、林金標、林益

彰、林丁山、林允恭、莊順、王瀛洲等人的

姓名。藉由長生祿位可以了解，廟宇從創立

到修建過程間，出錢出力的人士。由這些姓

名去追蹤各自的背景，幾乎就是臺中市從日

治時期到近代，歷史發展過程的活字典。

例如：主導建廟的林子瑾、吳子瑜，兩

位都是中部有名詩社「櫟社」成員。

三川殿中門對聯「城已毀隍已填獨神威依然顯赫、世雖移代雖易是

廟祀當保綿延」，下款「臺中市下橋子頭林照明敬、林少英敬題」。林

少英就是林子瑾，號大智。

陳穎派家族在迴廊兩側牆面繪製一套「十殿閻羅」圖，在廟宇中很

難得看到的畫像。（攝影：陳俐文）

城隍廟建廟沿革。

（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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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派

陳穎派先生祖籍彰化和美，生於日昭和8年（1933），現居和美，父親

陳萬福曾隨姑丈葉成學畫，葉成作品目前僅存於彰化永樂街巷弄內的曇花佛堂

內。民國34年陳穎派國小畢業後，開始跟隨父親學習彩繪技藝；民國38年時，

17歲出師，首次彩繪基隆某間土地公廟。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推動皇民化政

策，戰後人民又生活困苦，民間傳統信仰沒落，所以廟宇彩繪生意不多。直至

1960年之後陸續承接台中城隍廟、彰化元清觀、鹿港日茂行的彩繪工作，生活

才開始穩定，50多年的執筆生涯未曾間斷。目前中部地區廟宇彩繪的工作，大

部分是由陳穎派家族承攬，作品分布各廟宇，是傳統廟宇彩繪界重要人物。

林子瑾

林子瑾先生的父親林染春是清朝秀才，母親吳杏元是臺中富紳吳鸞旂的姐

姐，家境富裕。林子瑾除主導重建城隍廟之外，還與霧峰林獻堂等人發起重建

南區國光路的林氏宗祠。臺中市火車站後站附近的大智路，就是用他的字號命

名，而林子瑾的故居瑾園也位在大智路上，也曾是櫟社的集會所之一。

陳穎派師傅在台中城隍廟後埕彩繪大型壁畫「福

祿壽三仙」。（攝影：陳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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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吳子瑜，也是臺中市的傳奇人物。吳子瑜（1885～1951），

字少侯，號小魯。父親吳鸞旂是臺中市首富，人稱「吳部爺」。吳子瑜

在臺中太平區冬瓜山下建造東山別墅，也為父親吳鸞旂在此處建造墓

園。晚年長居東山別墅花園內，經常在此舉辦詩友吟詩會，櫟社多次活

動也在此處辦理。吳子瑜的一生以擴建復興路上天外天劇場的故事，最

讓後人樂道。

也因創廟先賢們兼具文風雅致之故，城隍廟內外楹聯總共有19幅，

遍布在三川殿、拜殿、正殿的廟柱及神龕上。除先賢自寫楹聯外，也廣

邀新竹書法家王石鵬、鹿港名書法家鄭汝南等知名詩人撰寫對聯。各家

書法運筆功力展現無遺，好像名家書法展覽場所。

昭和14年（1939）的天外天劇場。（翻攝自《台中市珍貴古老照片專輯》第一
集，頁49，提供：許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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