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諺「三月瘋媽祖」，形容的是農曆三月份媽祖誕辰，臺灣各

地舉行慶典及遶境活動的盛況。臺南是清領時期政治、經濟、文

化發展重鎮，主持大天后宮廟務的三郊集團，透過媽祖信仰分
香，維繫各地郊商情誼，形成清領期至日治時期臺灣規模最大的
媽祖遶境活動─府城迎媽祖！

府城迎媽祖，無「旗」不有！

體。根據文獻記載，早期雲林北港朝天宮的北港媽抵達府城大天
后宮進香，停留三日後返回，沿途隨香人數多達數萬人，熱鬧非
凡。

1915年（大正四年）以後，迎媽祖改由大天后宮「鎮南媽祖」

本地遶境，並結合商業社團的展示，各行各業商家依自身販售商
品的特性，裝飾大大小小、五花十色的繡旗，例如：金銀匠以金
銀製旗、竹匠以竹材製旗，錫箔商以錫箔製旗，琳琅滿目的繡

旗，穿行於迎媽祖隊伍中，形成百百旗（奇）的特殊景象，而有

「府城迎媽祖，無旗不有」、「府城迎媽祖，百百旗」的諺語流傳
民間。

臺南大天后宮
─

府城迎媽祖，是臺南市市定民俗，以「大天后宮」為保存團

36

日治時期藝閣遊街景象。

（圖：吳昭明主編（2013），《圖像府城─臺南老照片》，財團法人台南文化基金會）

藝閣詩意，掀起日治時期藝閣新風格

2022 MAR

藝閣遊街自清領時期就普遍見於臺灣節慶或廟會活動。日治時期

府城迎媽祖，連雅堂提倡「詩藝閣」，強調藝閣主題造型上應「取
意詩句」，達「採詩之意、附畫之情、表美之術」的標準。

為落實理念，連雅堂親自為商家設計符合其商號特色的主題藝

閣，例如：為綢緞商設計「天孫織錦」，為藥材行設計「韓康賣藥」
等符合其特性的主題藝閣，既配合迎神祭典遊街需求，又能達到商

家廣告宣傳效果，備受肯定。部份主辦宮廟甚至聘設委員進行評

比，給予優勝獎勵，一時之間蔚為風潮，全臺各地迎神賽會皆競相
效仿。於是，「詩意閣」成為日治時期臺灣藝閣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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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六、七年級生，一定記得在那個小學課本只有一

個出版社─國立編譯館的年代，小學二年級的國語課本中

有一篇故事，主角是個名叫林默娘的女孩，在風狂雨驟的暗
夜裡，高舉著燈火，站在海岸邊，等待遠航未歸的哥哥，也
指引了海上迷航船隻。

1957年（民國46年）府城迎媽祖隊伍。

故事中的女孩就是媽祖，是臺灣民間信仰中主要供奉的神

（圖：吳昭明主編（2013），《圖像府城─臺南老照片》，財團法人台南文化基金會）

祇之一。早期渡海來臺的先民，為了祈求航行順利，平安渡
過有黑水溝之稱的臺灣海峽，往往奉請家鄉的媽祖神像或香
火隨船來臺。媽祖信仰隨著移民步伐，飄洋過海，在臺灣各
地落地生根，逐漸開展。從航海守護神到指引信眾面對人生

青銅方鼎 1776年（清

各種疑難雜症的生命導師，媽祖可說是臺灣民間信仰中「最

乾隆41年）臺灣知府蔣
元樞捐造，器身有「乾
隆四十一年臺灣知府蔣
元樞捐造貢生蔣得皋監
製」之紀年銘文，其形
制與臺南孔子廟所保存
的二件方鼎相同。此方
鼎曾作香爐使用，現保
存展示於大天后宮，廟
方稱為「蔣公鼎」。

強女神」！尤其每年農曆三月媽祖誕辰，全臺各地的進香、
遶境熱潮，已成為臺灣獨特的民俗、人文風景。

但你可知道，清領至日治時期臺灣規模最大的媽祖遶境活

動，不是大甲媽祖遶境進香，也不是白沙屯媽祖進香，而是
臺南大天后宮主事的「府城迎媽祖」嗎？大天后宮是清領時
期臺灣媽祖信仰的中心之一，也是在臺灣最早由官方設置並
列入官方祀典的媽祖廟。

主編的話

蔣 元 樞《 重 修 臺 郡 各
建 築 圖 說 》 中〈 孔 廟
禮器圖〉的青銅方鼎。

Note from the
Editor-in-Chief

（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提供）

聞芝任意門
掃瞄QRcode，
了解更多臺南藝閣

「府城迎媽祖」遶境活動，於2009年登錄公告為臺南市市定民
（圖：臺南大天后宮∕提供）
俗，由臺南大天后宮主辦。

1990年代國立編譯館編印的小學國語課本中，描述媽祖故事的課文，是六、
七年級生的小學生活共同回憶。

（圖片來源：國民小學國語課本第3冊，改編本初版，1990。臺北市：國立編譯館。）

「三月瘋媽祖」形容的是農曆三月份，臺灣各地舉行媽祖誕辰慶典及遶境活動的盛況，也具體反映出媽祖信仰在臺灣社會強
大的號召力。本期《聞芝@文資》將帶領讀者探索臺灣媽祖繞境科儀起源地、臺灣唯一的祀典媽祖廟─國定古蹟臺南大天后
宮的地理環境變遷及豐富的有形、無形文化資產。
“The Craze for Mazu in March” is a saying that describes how celebrations and pilgrimages are grandly held in Taiwan during lunar
March for Mazu's birthday. It also indicates the magnificent power of the Mazu belief to rally and unite local believers. In this issue of
Aroma@Cultural Heritage, we invite readers to embark on a journey to the Grand Matsu Temple in Tainan City, learn about changes
related to the temple's loc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gain knowledge about its abundant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s the only officially mandated Mazu temple in Taiwan, the national monument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azu Pilgrimage.

抽籤
巷

從明朝王爺府邸
到天后媽祖的居所

天后

宮

天后

宮邊

街

大天后宮前身是鄭氏時期寧靖王朱術桂的府邸，1683

年（清康熙22年）鄭克塽兵敗降清，寧靖王自縊，王府
改為僧寺。

平臺有功的施琅，恐功高震主，將功勞歸因於媽祖神

力庇護，並將王府改造為天妃宮，成為臺灣最早官建的

大天后宮建築設計的臺江內海記憶

造訪大天后宮，由廟埕拾階5步，穿過三川門，拾階5步後登上拜殿，

媽祖廟。1720年（清康熙59年）清廷加封媽祖為天后，

往前行再拾階7步，抵達正殿，莊嚴慈悲的媽祖神像映入善男信女虔誠

媽祖廟。每逢春秋二季，官員前往祭祀。

受到地面由西向東逐漸升高，空間越往內走就越加神聖、崇高的獨特

改稱大天后宮，並列入官方祀典，成為臺灣唯一的祀典

5

1875年（清光緒元年）《臺灣府城
街道全圖》，天后宮左側巷道標示
著「天后宮邊街」，正前方南北
向的巷道標示「抽籤巷」。

的眼裡。參拜過程，善男信女在不斷拾級而上的過程中，可以從腳下感
體驗。

天后居所的傳統藝術

這樣自廟埕往內逐層抬高的空間體驗，蘊藏的是大天后宮早期建於西

低東高的海濱灘地的地貌記憶！當時廟門面對不是今日所見的巷弄小
徑，而是風濤鼓盪的臺江內海！

大井頭

關帝廟
媽祖宮

紅毛樓

彩繪壁畫 大天后宮內彩繪壁畫作品眾多，大部份是府城知名彩繪藝師陳玉峰在

1

1940、1950年代繪製的作品，之後雖因劣化而多由後人仿繪、修補，但基本上仍
可看出陳玉峰構圖的原貌。此二幅壁畫「麻姑獻瑞」（左圖）、「仙翁獻桃」（右圖）
位於大天后宮正殿壁堵，是1943年陳玉峰繪製，1976年由其子陳壽彝仿繪。
（圖：《陳壽彝暨陳玉峰彩繪手稿與作品典藏計畫成果報告書》）


小芝識

清康熙中期（1684年後）繪製的《臺灣地
里圖》，可見大天后宮（圖中媽祖宮）所
在位址臨近臺江內海，北臨紅毛樓
（今赤嵌樓）、東臨大井頭（位
於今民權路）。

陳玉峰（1900-1964），臺南人，本名陳延祿，人稱「祿仔師」、「祿仔仙」
或「陳畫師」，玉峰為號，另署畫室名曰「天然軒」或「天然畫軒」。其作
品主要分布於臺灣南部縣市，如臺南大天后宮、澎湖天后宮、北港朝天
宮、嘉義城隍廟等處，與潘春源（1891-1972）同為日治時期嘉南一帶廟
宇彩繪的主要開創者。陳玉峰之子陳壽彝（1934-2012）承繼父親志業，
也是知名廟宇彩繪藝師，並獲文化部人間國寶殊榮。

（資料來源：《陳壽彝暨陳玉峰彩繪手稿與作品典藏計畫─成果報告書》）

大天后建築俯瞰圖∕程凱群繪。

（圖：高凱俊（2018），《大臺南文化資
產叢書第五輯─大天后宮》，頁16。）

3

1752年（清乾隆17年）《重
修臺灣縣志》城池圖，可見
臺江內海東岸已逐漸陸化，
天后宮（圖中媽祖宮）前
出 現「 媽 祖 港 」 的
名稱。

2

雍正初年的《清初海疆圖
說》，可見到天后宮、赤嵌
樓東側仍臨近臺江內海海
灣，圖上並標示有「商
船灣在此處」字
樣。

大天后宮現為國定古蹟，圖為其建築三川門正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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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807年（清嘉慶12年）《續
修臺灣縣志》城池圖中，媽祖
宮已被圍在西門城內，以往的
媽祖港變成排水溝，周邊街
道巷弄漸漸擴張，且商舖
與民居更形緊密。

（參考資料：高凱俊（2018），《大臺南文化資產叢書第五輯──大天后宮》）

受臺灣特殊的海島型氣候、壁體材料特性等因素影響，壁畫經常遭受
俗稱壁癌的鹽害問題。2018年底由邵慶旺帶領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修
復團隊，針對大天后遭受鹽害的珍貴壁畫進行歷時長達三年多的科學
（圖：邵慶旺∕提供）
檢測、分析與修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