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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甲媽祖進香過程研究 

◎林茂賢 

 

一、緒論 

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是台灣目前規模最大的常態性進香活動。近年來由於媒體

的報導和廟方的炒作，加上公部門的參與，更使得大甲媽祖進香成為全國最受注

目的宗教活動。 
一九九九年起，台中縣政府每年在媽祖進香期間舉辦「大甲媽祖文化節」，

配合大甲鎮瀾宮辦理藝術表演、教師研習、論文發表會等週邊活動。二○○一年

交通部觀光局將大甲媽祖進香列為台灣十二大民俗宗教活動之一，大甲媽祖遶境

進香，也成為全國性的觀光活動。 
大甲鎮瀾宮相傳創建於雍正十年（西元 1732 年）。而根據《淡水廳誌》記載

大甲鎮瀾宮建於乾隆 35 年（西元 1770 年），原名天后宮，至乾隆 52 年（西元

1787 年）擴建改名為「鎮瀾宮」。後歷經光緒 14 年（西元 1888 年）、大正三年

（西元 1914 年）數度修建，現有格局則是民國 69 年（西元 1980 年）擴建，民

國 77 年（西元 1988 年）落成。 
大甲媽祖進香活動始於清代，當時每隔十二年前往湄州朝天閣進香，但因規

模不大且非常態性活動，因此並未引起注意。1日治之後大安港廢港，兩岸交流

逐漸斷隔，大甲媽祖也轉向北港朝天宮「割火進香」，1937 年中日戰爭爆發後媽

祖進香活動曾中止幾年，至民國三十七年才又恢復到北港進香。當初之所以前往

北港進香據說是由於當時時局動亂無法前往湄洲進香，且北港朝天宮有供奉媽祖

之父母（聖父母），女兒回父母居處「作客」乃理所當然之事，因此才就近到北

港朝天宮進香。2 
一九七三年代起國內各媒體大肆報導大甲媽祖前往北港「謁祖進香」的訊

息，而且經常以大甲媽祖「回娘家」作為標題，「鎮瀾宮基於過去大甲媽祖進香

常被說成『回娘家』、『謁祖』，甚至被誤認為北港朝天宮分靈的。」因此決議將

「北港進香」改為「繞境進香」，並將「割火」改名為「添火」儀式。此舉引起

「北港方面嚴厲的批評」，加上嘉義新港奉天宮介入表明歡迎大甲媽祖到新港繞

境進香，鎮瀾宮董監事會決議，行文北港朝天宮要求「三日內公開聲明大甲媽祖

不是從朝天宮分靈的，否則戊辰年（西元 1988 年）進香活動取消北港行程。」

而北港朝天宮則回覆：大甲媽祖是否由北港分靈「應就歷史依據由學者考據定

論」，朝天宮從未公開提及此事，因此「不宜再由本宮有所聲明或澄清」。最後鎮

                                                 
1 詳見黃敦厚「大甲鎮瀾宮媽祖進香源起」，《大甲媽祖遶境進香》，台中縣文化局出版，民國 89
年。 
2 詳見《大甲媽祖進香》，「叁、北港進香──三、大甲媽祖為何到北港進香」，台中縣立文化中

心出版，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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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宮決定取消北港進香改往新港繞境進香。3 
除了「回娘家」、「謁祖」之說引起爭執之外，「鎮瀾宮七十六年十一月組團

到福建省湄洲祖廟進香，迎回一尊祖廟媽祖，因此醞釀已久，擬更改每年往北港

進香名稱的念頭，今年（按：西元 1988 年）付諸行動。」引上述言，一九八七

年台灣解嚴後，鎮瀾宮組團前往湄洲朝天閣迎回祖廟媽祖，提昇本身地位，因此

將醞釀已久的改名想法付諸行動，其關鍵在於祖廟媽祖坐鎮在本廟自無再去北港

進香之必要。 
一九八八年鎮瀾宮再前往港里天后祠迎回「聖父母」神像。同年取消往北港

「北港進香」，並取消割火儀式，且進香中增加一尊迎請自湄洲組廟的湄洲媽。

祖廟媽祖參與進香不但提昇進香的層級，也鞏固鎮瀾宮的地位。4 
所謂「進香」是指信徒迎請神明前往外地廟宇作拜會、聯誼活動，雙方是對

等關係，進香活動不祇是神與神之間的聯誼，更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流，藉

由進香活動強化彼此關係，鞏固雙方情誼。由於進香是對等的交流聯誼，因此不

同的神明也可以互相進香或會香。而割火或割香一般是指分靈之廟宇，每年在神

明誕辰前夕回到祖廟謁祖，或前往供奉同一主神而歷史悠久、香火旺盛的廟宇祈

求香火，其重點儀式就是割火，即分靈廟或小廟將香爐中香灰倒入祖廟（大廟）

香爐並將焚化疏文於祖廟香爐中，再舀起一部分放置在「香擔」中，帶回自己的

廟裡「合爐」。割火儀式有更新神力、強化靈性、分享靈氣的作用。 
所謂「遶境」則代表神明每年定期5巡視轄區，以驅逐邪煞、安定人心。這

是神明的「例行性任務」。台灣俗語：「人愛妝，神愛扛」，意謂神明每年都必需

抬出去遶境巡視，才能展現神威也才會香火鼎盛。 
世界各大宗教也有類似的宗教活動，例如回教徒前往麥加，天主教徒到梵蒂

崗或耶路撒冷；基督教徒前往耶路撒冷「朝聖」；或佛教徒前往普陀山、法華山、

五臺山等「朝山」；道教也有到峨嵋、武當山等朝山活動。 
其中差異是進香的目的地未必是聖地，也未必祇有一個目的地，而遶境的範

圍是在「轄區」，不能越界。就主體而言，台灣民間的遶境、割火、進香等活動，

主角是神明，信徒祇是「陪同前往」；台灣俗語：「進香（或割火）昧記得請佛」，

意謂進香（或割火）時竟然忘了迎請神明前往，是形容非常離譜之事。而朝聖、

朝山主體則在信徒，信徒以苦行或搭車方式前往聖山、聖地朝聖、朝山，無需迎

請神明同行。 
大甲媽祖從「謁祖進香」改為「遶境進香」，不但自我地位提昇，也象徵轄

區的擴大。 
 
 

                                                 
3 詳見《大甲媽祖進香》，「伍、取消北港進香」，台中縣立文化中心出版，民國七十七年，頁 105-115。 
4 詳見《大甲媽祖進香》，「伍、取消北港進香」、「陸、新港遶境進香──四、北港新港進香迴異」，

頁 141。 
5 通常是在神明誕辰前夕。 



 - 3 -

二、大甲媽祖遶境進香的前置作業 

大甲媽祖進香長達八天七夜，且人數眾多、規模盛大，因此事前的準備工作

是進香活動成敗的關鍵，而這些前置作業其實比進香活動本更耗費時間與人力。

在冗長、繁雜的籌備過程，是媽祖進香的熱身活動，逐漸掀起進香熱潮，也考驗

執事人員領導統禦的和組織分工能力。大甲媽祖進香都在農曆三月初，而活動的

流程則從每年的元宵節便開始揭開序幕。 

1、決定進香日期 

每年大甲媽祖遶境進香的起駕時辰，都是在元宵節晚上，經由「卜杯」的方

式，請媽祖裁示。起駕日期則由執事人員先預定無需由卜杯方式決定。 
卜杯儀式在鎮瀾宮大殿進行，由鎮瀾宮董事長主持，卜杯時董事長雙手捧著

一疊壽金上面放置聖杯，再擲杯向媽祖請示今年起駕時間。近年徵詢起駕的時間

都設訂在農曆三月的第一週日子時（即週末深夜），按多年來主導大甲媽祖進香

活動的董振雄先生6之說：卜杯時間都是從三月第一個週日凌晨十二點開始「卜

起」，如未獲「聖杯」則每間隔五分鐘再卜，直到獲得聖杯為止。聖杯是以竹製、

木製或塑膠製成新月型法器，民間用以徵詢神明意見，卜杯結果有三種，一為聖

杯（一陰一陽，代表神明同意）；二為陰杯（即二個杯皆向下，代表神明不同意）；

三為笑杯（即二個杯皆向上，代表神明表示好笑、不置可否）。其中卜到聖杯機

率是百分之五十；陰杯和笑杯的機率各是百分之廿五，質言之，卜杯時得到神明

同意、首肯的機率有二分之一，神明反對或不同意的機率祇有四分之一。如果信

徒先預定日期、時辰，再每間隔五分鐘卜一次，通常都會很快得到結論。 

2、搶香 

大甲媽祖進香活動中的「搶香」與一般廟宇過年初一凌晨的「搶頭香」並不

相同，農曆新年的搶頭香，是廟宇在初一凌晨十二點打開廟門，讓民眾搶插第一

炷香，稱為搶頭香，其目的在搶得「好彩頭」，大甲媽祖進香的搶香，則是在元

宵節晚間，決定起駕時間後，由有意參與搶香的團體、廟寺，經過「協調」方式，

決定「頭香」、「貳香」、「叄香」的順序。各香的義務是要在進香期間聘請藝陣隨

行，以壯聲勢，並聘請劇團演出為媽祖祝壽。而各香享有特權是分別在前往新港

的途中，於新港參拜媽祖恭讀疏文，而回程時於彰化永靖、員林路段「獻香」，

藉以「優先」得到媽祖的庇佑。 

搶香方式是在元宵夜，卜杯確定進香時間後，鎮瀾宮貼出「歲次 XX 年天上

聖母遶境進香／頭香（或貳香、叁香）／官音全台，豬羊隨意，財團法人大甲鎮

瀾敬」等字樣的紅紙，搶香團體或廟宇則在其下方貼上「恭迎大甲鎮瀾宮天上聖

母遶境進香回駕／頭香（或貳香、叁香）／官音全台，豬羊全付／（左側書名搶

                                                 
6 董振雄，1942 年生，台中縣大甲人，歷任鎮瀾宮常務監事、董事、常務董事之職，負責媽祖

進香活動之規劃工作，達三十年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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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之團體）」表示完成搶香。 

一般而言，頭香開支最龐大，而貳香支出經費又多於叁香、贊香，以此類推。

各香都會以「搶香」名目，向信徒勸募經費、動員人力來共襄盛舉，因此在各香

團體中又是另一族群的組織動員、募款活動。 

3、拜訪沿途宮廟 

從元宵節起至農曆二月十五日截止，鎮瀾宮開放陣頭登記有意參與進香的民

眾便向廟方登記自己所要參加的陣頭（如繡旗隊、執士隊…），有的信徒則登記

擔任司機或提供車輛或自願服務等，登記截止後由鎮瀾宮造名冊以便聯絡管理。

在媽祖進香活動前，鎮瀾宮的董監事必須先行拜訪主事者及地方頭人，拜訪行程

除了禮貌上的拜會、懇請協助進香活動之外，也是要協調進香時到達當地時的駐

駕、供餐、路線等事宜。待進香完成後也要再度拜訪各宮廟主事者，感謝進香期

間的協助。 

拜訪過程不但是公務的協調，無形中也增加了大甲與各地廟宇主事者和地方

頭人的情誼，而這些廟方委員或村里長、民意代表，事實上也是地方上的意見領

袖，在「訪宮」的過程中強化了廟與廟的情誼，也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更能

擴展委員們的人際網絡。 

 

三、遶境進香的行前活動 

當廟方決定進香日期、時辰，協調「搶香」團體，完成陣頭登記，以及拜訪

沿途各宮廟等前置作業之後，整個進香活動即準備就緒。在起駕之前，還必需舉

行幾項行前活動。 

1、豎頭旗 

頭旗是代表主神的旗幟，進香時頭旗是走在進香隊伍的最前方，引導進香行

進路線，並代表主神沿途向各宮廟致敬，或向前來迎駕的陣頭致謝7，在進行間

頭旗旗面也必定向前傾不可向後扛。 

豎頭旗的時間通常選在農曆二月十九日，觀世音菩薩誕辰當天子時，先由誦

經團唸經、淨旗之後才「豎頭旗」。豎頭旗是將頭旗綁在鎮瀾宮廟內左側龍柱上。

左側是龍平，代表大位，且旗面需朝外象徵準備出發，因此豎起頭旗即表示進香

活動即將展開。 

按董振雄先生之說：大甲鎮瀾宮進香團的頭旗原本是豎在廟外三川殿龍柱

上，有一年無故被偷走，此後為了避免失竊，才改豎在廟內龍邊的龍柱上。 

 

 

                                                 
7 詳參見林茂賢「大甲媽祖進香團陣頭之研究」，收錄於 2004 年大甲媽祖國際觀光文化節《大甲

媽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實錄》，靜宜大學觀光系編印，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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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貼香條 

所謂香條是一張長方形黃色紙條，長約三尺寬約半尺，頂端橫寫「大甲鎮瀾

宮」，中間直式書寫「天上聖母遶境進香擇三月」，底下有八行 X 日抵達某地的

小字，下方再填一個「日」字，日字下面有「起駕、回駕」兩行字，香條最下方

則以菱型直式寫「遶境」橫式寫「進香」四個字。其中三月的「三」字和「遶境

進香」都用紅色硃砂筆圈起。 

貼香條是在出發前夕由頭旗組員負責，從大甲到新港沿途地區凡是有停駕或

駐駕的宮廟都要貼香條。香條通常都貼在廟旁的牆壁、公告欄或柱子上，香條如

直貼則表示進香隊伍要直行，如果前方有叉路，香條則斜貼並指向前進的方向。 

貼香條的目的在通知當地信徒大甲媽祖何日將經過此地，信徒可以準備香案

祭拜。此外也有作為「路標」的作用，指示進香客行進的方向。此外，廟方也利

用此行勘查進香路線，確認進香道路有無施工、改道情形，或所經道路是否有民

眾搭建帳棚辦喪事，如果有上述情況則需安排改道路線。 

3、起馬宴 

「起馬」意為「起駕」。起馬宴是進香前的聚餐宴會。大甲媽祖進香前三天

左右，鎮瀾宮宴請進香團的各香頭人、陣頭成員、服務人員及沿途所經各宮廟主

事者、地方政治人物等，一則感謝所有人員的參與、協助，再則對進香事宜作最

後的確認。並發放進香手冊、臂章、帽子等物品，並交代進香活動應注意事項等。 

隨著大甲媽祖進香活動的擴展，起馬宴規模也愈辦愈大，例如：一九八七年

起馬宴在鎮瀾宮地下室擺設一百十餘桌8，一九九九年增加到二百二十桌，二○

○四年則席開三○○桌。二○○五年更創下 425 桌新紀錄。目前起馬宴宴席地點

已改在鎮瀾宮停車場舉行。 

起馬宴同時也具有「隔離」作用，起馬宴之後，所有參與進香的人員、香客

就必需開始齋戒、吃素。在前往新港路程中一律吃素，稱為「路齋」。9一直到抵

達新港第二天舉行「祝壽大典」之後才能開葷，因此大甲媽進香活動的齋戒期大

約一週。 

4、犒軍 

犒軍，或稱「犒將」，意即「勞軍」、犒賞神兵神將。在進香前三天信徒及進

香客需準備牲醴供品，在家中神案前祭拜五營神兵神將，及家中神明所屬兵將，

請神兵神將沿途保護進香過程平安。而進香結束後也要再進行一次犒軍，感謝神

兵神將庇祐照顧。 

犒軍是民間常見的祭典，犒軍時間、次數各地不相同，通常是在當地廟宇神

明誕辰前夕，或每月初一、十五均有犒軍儀式。至於犒軍地點，如當地有安五營

                                                 
8 見《大甲媽祖進香》「叁、北港進香」，頁 60。 
9 見黃敦厚《台灣媽祖文化語彙全記錄》，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論文，民國九十三年，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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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五營駐紮「營區」地點舉行，如果五營安在廟中則到廟裡祭拜。犒軍的祭品

通常比祭拜神明的供品簡約以示尊卑主從之別。 

大甲媽祖進香前的犒軍是屬特定任務，是祈求進香期間的「維安」任務，並

非常態、固定式的犒軍。 

5、起馬 

進香客在出發當天，先在家中祭拜神明，稟告即將跟隨媽祖進香之事，祈求

神明庇祐進香平安。此外，也必需執進香旗前往鎮瀾宮向媽祖稟告，自己準備就

緒將跟隨媽祖前往進香，請媽祖保庇，並且持進香旗在香爐上繞行三圈「過香

煙」、蓋廟章象徵報到，是為「起馬」儀式。進香活動結束後也必需先到鎮瀾宮

向媽祖稟告已完成進香，返家後再向家中供奉神明稟告平安歸來，並感謝神明保

庇，謂之「落馬」。 

起馬、落馬其實就是指進香活動的出發與完成，在出發之前面對遙遠的路

程、長途的跋涉，難免會有焦慮、不安，因此經由犒軍、起馬儀式能強化自信、

尋求心靈的慰藉。而完成進香之後的犒軍、落馬儀式則是心存感恩，感謝神明、

兵將無形的照應，才能走完全程平安歸來。 

除了香客本身齋戒、起馬之外，所有的隨身衣物、鞋帽、車輛也必需以檀香

煙薰，表示「潔淨」，這些「淨化」行為都是為了與「世俗」作區隔，彰顯進香

的「神聖性」，象徵進香客是以「潔淨的身體」、「虔誠的心靈」來參與進香活動。 

 

四、前往新港進香的過程 

大甲媽祖往新港進香全程八天七夜，來回路程約三百公里。在進香期間必需

舉行某些宗教儀式以安撫人心、強化信仰。 

1、祈安典禮 

進香起駕前一天下午（當日午夜即將起駕），廟方工作人員將「正爐媽」、「副

爐媽」、「湄洲媽」三尊媽祖，「千里眼」、「順風耳」兩將軍神像，以及「大令」、

「大印」、「令旗」、「五營旗」、「淨爐」、「香爐」等法器，迎請到神案上由鎮瀾宮

全體董監事向媽祖祭拜，行三跪九叩禮，並誦經、讀疏文，向媽祖稟報起駕時間，

及進香各項事宜，祈求媽祖及鎮瀾宮奉祀眾神庇佑全體人員平安，進香活動順利。 

祈安典禮主要在向媽祖稟告進香相關事宜，祈求進香活動順利、進香客平

安，同時也具有安撫人心、鼓舞士氣的作用。 

2、淨轎、上轎典禮 

祈安典禮完成後，舉行「淨轎」儀式，淨轎即清淨神轎，意在營造潔淨神聖

的空間讓媽祖乘坐。淨轎的過程是誦經、恭讀疏文，再以茉草淨水噴灑神轎及相

關器物，象徵潔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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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轎後，執事人員將三尊媽祖、千順將軍和各項法器，迎請入轎安座，即為

「上轎典禮」。近年來由於大甲媽祖進香熱潮，恭迎媽祖上轎都是分配給政治人

物主持，如果貴賓人數過多則採「共同主持」方式，迎請媽祖登轎。 

媽祖上轎之後，各香率領所聘請的陣頭，及各地前來送駕、參拜的團體便絡

繹不絕地前來拜廟，鎮瀾宮廟前，各種表演節目陸續演出，大甲城沸騰起來。 

3、起駕儀式 

起駕儀式即媽祖起身出發前往進香的儀式，起駕之前先由鎮瀾宮董事長在轎

前焚香禮拜恭請媽祖起駕，等時辰一到，便由「重要人物」點燃三響「起馬炮」
10，廟中鐘鼓齊鳴，大轎班將神轎抬起，而鎮瀾宮董事長等政要則站在轎前扶轎11，

當媽祖神轎緩緩走出鎮瀾宮，廟外數以方計的信徒不斷湧向神轎，意圖觸摸神轎

沾染靈氣，因此神轎必需由工作人員、警察手拉手將神轎團團圍住，為媽祖開路，

從鎮瀾宮到水尾橋短短一公里路程，通常要耗費兩個小時才能抵達。 

大甲媽信仰圈的五十三庄信徒，即使沒有參與進香活動也都會恭送媽祖神轎

到水尾橋，按照傳統地域概念，大甲是以水尾橋為界，過了水尾橋就算出大甲城，

因此民眾都陪同神轎走到水尾橋才折回，是為「送出城」。 

每年媽祖神轎抵達水尾橋，天空就會燃起五彩繽紛的高空煙火，鞭炮聲音也

不絕於耳。等媽祖神轎通過水尾橋，送駕的信徒才紛紛返家。 

4、沿途民眾迎大甲媽 

大甲媽遶境進香活動全程八天七夜，路程 300 多公里，途經台中、彰化、雲

林、嘉義等縣市12，進香隊伍所經之處，民眾都會擺設香案迎接媽祖，而且供應

各式食品、飲料，提供進香客食用，許多村里更是全體動員，徹夜不眠地作粿、

包粽子、剉冰來迎接媽祖進香隊伍，且主動提供房間、浴室、廁所供香客使用。

在進香期間，我們再度見到台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彼此扶持的美德。

這些美德是基於對媽祖的信仰而被激發。 

在進香過程中媽祖神轎所經之處都有許多民眾跪在道路中央，讓媽祖神轎從

身上越過，稱為「倰轎腳」。 

「倰轎腳」原本是信徒還願的方式之一，信徒向媽祖許願如願以償之後，自

願以身體作為媽祖的腳墊，以示酬謝神恩。以往倰轎腳都是還願的信徒，而且是

在神轎停駕時才從中間鑽越爬行而過，但現在倰轎腳已成為「祈求平安」「袪除

災厄」的儀式，而且近幾年來每年參加倰轎腳的民眾逐年暴增，還有民眾專程從

台北包車到中途攔截媽祖，目的就是要「倰轎腳」，因此媽祖神轎所經之處，跪

                                                 
10 起馬炮原本都是由鎮瀾宮董事長及炮竹團正副爐主點炮，近年來改由重要人物點放，而所謂

的重要人物近幾年來都是由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以及前立法院長劉松藩、台中縣長黃仲生，以及鎮

瀾宮董事長顏清標等政治人物擔任。 
11 以往扶轎者都僅限鎮瀾宮董事長，近年來則增加宋楚瑜、台中縣長等政要，連神轎左右兩側

都站滿了即將參選的政治人物，爭取曝光機會。 
12 檢附二○○五年大甲媽祖遶境進香路程表：【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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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路中「倰轎腳」的信徒往往綿延數公里。此外，當神轎經過時信徒也會在長板

凳上綁滿壽金，讓媽祖神轎在板凳上暫置，代表媽祖在此停駕，一等神轎抬離，

信眾們便「奮不顧身」搶奪「壓轎金（轎腳金）」，據說壓轎金可以保平安。 

「求敬茶」也是進香過程中，常見的行為，當媽祖神轎停駕休息時，許多久

病不癒或慢性病患會以搏杯方式向媽祖祈求「敬茶」，所謂的敬茶就是祭拜媽祖

的白開水，信徒相信祭祀過媽祖的開水即具有「神力」，可以除百病、保平安，

因此，重病患者就會向媽祖求敬茶，以祈求早日康復。 

此外，報馬仔所攜帶的紅絲線這幾年來也成為未婚男女求取的「聖品」，報

馬仔身上所掛的紅絲線，原本祇是用來綁東西之用，2000 年大甲媽進香時，筆

者聽信徒說道，有人向報馬仔求取紅絲線，果然得到好姻緣，當時我在 TVBS 轉

播時提及此事，自此報馬仔的紅絲線便成為未婚青年求取的對象。現今每年大甲

媽進香報馬仔都必需準備一大捆紅絲線供應民眾求取。 

這些現象可以發現祇要是與媽祖進香有關的器物，無論轎子、金紙、開水、

紅絲線都會被賦予「神聖性」。這些行為背後所反映的其實是民眾內心的焦慮和

無助。 

 

五、到達新港的祭典儀式 

1、新港迎駕與駐駕典禮 

歷經三天三夜的跋涉，進香團在第三天中午通過「崙仔大橋」進入嘉義縣。

嘉義縣各界人士及新港奉天宮董事會也在橋頭迎接。二○○四年起嘉義縣政府更

在橋頭搭建迎賓台，恭請地方首長致詞歡迎以示隆重。迎駕典禮後，大甲進香隊

伍就在新港鄉各式陣頭引導下進入嘉義縣境內。 
進香團中午在新港南崙村代天府用午餐之後隨即起程往奉天宮方向前進，頭

香、貳香、參香、贊香則聚集在南崙村外路口恭迎媽祖聖駕，各香跪地恭讀疏文，

參拜大甲媽之後即匯入進香隊伍，各香陣頭加上新港鄉各廟陣頭，一行浩浩蕩蕩

進入新港市區。 
當進香隊伍抵達新港市區之後，香客、看熱鬧的人潮也大量湧入，陣頭一一

在奉天宮前廣場表演。各香則依序在廟埕恭讀疏文，進香隊伍走走停停，直到晚

間八點左右，大甲媽祖才抵達奉天宮，神轎依照大甲媽祖特有的進廟行禮方式踏

大小禮13，再進入奉天宮前殿。媽祖入廟後，奉天宮廟門立即關閉。關閉廟門意

在隔離群眾，避免閒雜人等進入廟中干擾媽祖安座和駐駕典禮。之後，大甲媽祖

進入前殿後，三十六執士與哨角隊站立在正殿兩側，當哨角隊吹起哨角，大轎班

人員依照順序將正爐媽、湄洲媽、副爐媽金身迎請出轎，裝在玻璃製神龕中以高

舉、傳遞方式穿越天宮爐迎請到正殿神案上安座。之後再將千里、順風耳兩尊神

                                                 
13 踏大小禮即神轎面對廟門中央，向前直走三步，向下一點，向左三步一點，向右六步一點，

再向左三步向到中央一點，隨即迴轉神轎，以倒退方式，群眾，避免閒人等湧入，妨礙工作進行。 



 - 9 -

像接力傳遞到神龕上，至於大印、大令、五營旗、香爐等法器則隨媽祖神轎在奉

天宮外安營駐紮，以表對奉天宮主神的尊敬。三尊媽祖和千里眼、順風耳兩將軍

在正殿神龕安座之後，隨即舉行駐駕典禮。 
駐駕典禮時鎮瀾宮全體董監事在奉天宮正殿前舉行，典禮程序為：擂鼓三通

各敲擊 108 下、與祭、陪祭、主祭者就位，上香、獻花、獻疏文、禮成鳴炮。14

駐駕典禮主要在感謝媽祖庇佑，使進香過程順利，眾信徒平安抵達新港。典禮結

束後祭品則送給大轎班組員享用，以慰勞其辛勞。 
駐駕典禮代表進香過程的中間點，大甲媽祖從上轎之後直到奉天宮才首次被

迎請出轎，讓信徒膜拜。 

2、祈福典禮與祝壽典禮 

抵達新港奉天宮第二天清晨四點左右舉行「祈福典禮」，是為所有在鎮瀾宮

點光明燈、拜斗、安太歲的信徒祈福。祈求媽祖為信徒消災解厄，植福延壽。 
祈福典禮內容與前述各典禮相同，祇是誦唸經典是「北斗經」。15祈福典禮顧名

思義就是要為信徒「祈求元辰光采、增財、晉祿、添壽，祛厄降福、合境平安」。
16 

祈福典禮不僅可以讓鎮瀾宮點燈、拜斗、安太歲的信徒共沾進香福祉，分享

功德更能鼓勵信徒躍參與，鎮瀾宮所設置的點燈、拜斗、安太歲等活動。 
祈福典禮結束後，上午八時左右，舉行最受信徒重視的「祝壽典禮」。祝壽

典禮在北港進香時期原為「謁祖大典」，按黃敦厚先生說祝壽大典：「此一典禮原

先稱之為『謁祖大典』，肇因於大甲媽祖在前往北港進香的年代裡，襲用了許多

清代前往湄洲進香的用語。因此當『大甲媽祖回娘家』一詞產生數年之後，被外

界誤解為大甲與北港之間有分靈的關係，因民七七年（1981）以後，大甲鎮瀾宮

改變在北港朝天宮前舉行的「謁祖大典」一詞為『祝壽大典』，但是典禮內容並

未有大幅更動。參加祝壽典禮是所有隨行香的香客參加進香的最大心願，不論是

參加幾天的進香方式，香客一定及時趕到參加，虔誠為媽祖祝壽。」17 
按此說祝壽典禮原為「謁祖大典」改變名稱，當初因沿前往湄洲進香用語才

稱「謁祖大典」。然而「謁祖」乃分靈神明晉見本尊之意，而「祝壽」一詞非常

明顯就是為媽祖慶祝誕辰，兩者意義大不相同，其中轉折有待商榷。至於信徒最

重視祝壽典禮則所言甚是，許多大甲媽信徒即使沒有參與進香活動，也會專程前

往新港參與祝壽大典，其重要性可見一班。 
祝壽大典舉行之前，奉天宮廟埕金紙堆積如山、壽麵及十二隻豬公十二隻麵

羊也排列就序。祝典禮除行禮如儀之外，尚需恭讀「祝天上聖母壽誕祝文」、行

                                                 
14 引董振雄《心靈原鄉，大甲媽新港行》「遶境、進香八大典禮介紹—駐駕典」，頁 237，台中縣

立文化中心出版。 
15 書引仝上，頁 354。 
16 書引仝上，頁 236。 
17 引自黃敦厚碩論《台灣媽祖文化語彙全紀錄》，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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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跪九叩禮，並誦唸《天上聖母經》、獻疏文、獻供品方才完成。18 
祝壽典禮進行期間，奉天宮外街道擠滿前來為媽祖祝壽的信徒，人人手持貢

香和進香旗，同時跟隨主祭者行禮跪拜，祭典結束時信徒舉起進香旗搖旗歡呼，

場面盛大感人。 

3、領「豬羊份」 

當祝壽大典完成時廟外許多信徒一湧而上，爭相拔取豬公頭上的豬毛，工作

人員則迅速將豬公抬離現場，避免發生推擠造成意外傷害。爭拔豬公頭上豬毛的

行為，應是轉化自祭孔大典「拔智慧毛」增添聰明智慧的習俗，但媽祖祝壽典禮

時為何要拔豬毛，信徒說法則莫衷一是，有的說可以保平安，有人說能增加智慧，

而大多數信徒祇是跟著群眾一起搶，也不知道為何為媽祖祝壽要拔豬毛？ 
典禮結束後，廟方工作人員將堆積如山的金紙載運到溪畔焚化，祭祀用的豬

公、麵羊則被送到市場切割，信徒紛紛持捐獻三十元的「豬羊份」收據，前往「豬

公肉」領取處，領取一小塊豬公肉、麵羊，信徒咸信拜過媽祖的豬公肉可以「吃

平安」，因此總是視如珍寶地帶回家食用。豬肉經過祭典儀式也成為「聖品」具

有媽祖的祝福。 
祝壽典禮之後就可以「開腥」（肉食）一般信徒都是從起馬宴之後便開始齋

戒，直到祝壽大典結束才解禁，有些香客則繼續吃素，直到進香活動結束才開葷。 
 

六、返回大甲之過程儀式 

1、回駕典禮 

進香行程第四天，大甲媽返回大甲前舉行「回駕典禮」。回駕典禮是取代北

港進香時期的「割火儀式」。「大甲媽祖進香團在前往北港進香的年代，回駕之前

尚保留前往湄洲進香『刈火』的習慣。民國七十七年（西元 1988 年）改往嘉義

新港遶境進香時，唯恐後人不察，又衍生出有類（似）北港和大甲之間讓外界的

誤解，因此取消了刈火的儀式，但回來總不能媽祖神像請出神龕後就迅速出宮登

轎，因此創設了『回駕典禮』」。19 
按此說回駕典禮是大甲媽改到新港進香之後所「創設」，目的在使回駕過程

更加莊嚴隆重。 
回駕典禮之前各式陣頭後分別在奉天宮廟埕拜廟、表演，約十點半鐘大甲鎮

瀾宮廟方工作人員將正副爐媽和湄洲媽迎請到神案上，各組工作人員、藝陣、大

轎班也在廟外待命，隨即舉行回駕典禮。典禮中恭讀回駕祝文，並向媽祖及眾神

行鞠躬禮。祭典禮成後三尊媽祖金身、千里眼、順風耳將軍依序被高舉傳遞穿越

奉天宮天公爐，隨後媽祖在令旗覆蓋下被迎請到大轎中。之後，頭旗、頭燈、三

                                                 
18 詳見董振雄「大甲新港行」，祝壽典禮，頁 245。 
19 引自黃敦厚碩論，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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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旗等隊伍，向奉天宮參拜後先行出發，各香陣頭及鎮瀾宮的各陣頭也陸續在廟

口參拜後啓程。 
約凌晨十二點左右，媽祖神轎在大轎班人員扛抬下啓駕回鑾，新港街道鞭炮

不絕於耳，新港鄉民也佇立在道路兩旁夾道歡送大甲媽祖進香隊伍。而新港奉天

宮及各宮廟陣頭則跟隨大甲進香隊伍恭送到崙子大橋才返回新港。 

2、頭香、貮香、叁香、贊香的獻香 

大甲媽祖進香回程中，一路經過新港、元長、土庫、虎尾、二崙、西螺、溪

洲、北斗、埤頭、田尾等各鄉鎮，進香第七天上午抵達永靖鄉這一天將舉行各香

最關切的「獻香」儀式。參與大甲媽祖進香的各香團體耗費鉅資聘請陣頭隨香，

並輪班跟隨媽祖走完全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爭取「插香」的權利。所謂「獻

香」或「插香」就是在媽祖進香回程途中，優先參拜媽祖並插上三支清香。信徒

認為優先參拜媽祖，媽祖也會優先庇佑信徒所祈求之心願，這也是各香出錢出力

參與進香活動的主要目的。 
獻香過程依照頭香、貳香、叁香、贊香之順序進行，頭香在永靖輔天宮前「獻

頭香」。獻香儀式需擺設香案，由爐主、主任委員率領各香成員進行獻禮，之後

將三支清香插在神轎內香爐中。 
大甲媽祖各香的「獻香」儀式，分別在永靖到員林途中舉行。全程約三個小

時，這也是各香專屬時段。各香獻香完成後進香隊伍經過員林、花壇進入彰化市，

彰化市向來以「搶轎」聞名，所謂搶轎就是以神轎、家將團攔路，或燃放大量鞭

炮，阻擋媽祖大轎前進，更粗暴的就直接搶扛大轎回到自己的村莊繞行。因此大

甲媽神轎在進入彰化市區後就改由彰化分局的刑警抬轎。但每年大甲媽神轎經過

彰化市各地角頭仍是熱情迎駕，所經之處都是身限重圍、寸步難行，導致行程嚴

重耽誤。 
搶轎行為除了表示對媽祖的虔誠之外，其實還有相互較勁，展現實力的意

味。基於「輸人不輸陣」的心態，各地角頭為了爭面子、拼氣魄，總是費盡心思、

花費鉅資，讓大甲媽祖在自己的地盤上多停留一些時間。 

3、大甲市區繞境 

第八天凌晨進香隊伍走出彰化進入台中縣大肚、沙鹿、清水地區，下午約二

點多，進香團回到大甲鎮，隨即在大甲市區遶境遊行，遶境是神明巡視轄區的例

行性活動，具有驅逐邪煞、護衛境內百姓的作用，大甲民眾也在家門口擺設香案

恭迎媽祖回駕，並辦桌宴請親友。直到傍晚時，各陣頭陸續回到鎮瀾宮前參拜、

入廟，而媽祖神轎則遲至晚上七點多才在信徒簇擁下回到廟埕。 
媽祖神轎在踏完大小禮之後進入廟中，隨即關閉廟門，並由董事長將正爐

媽、湄洲媽、副爐媽、千順將軍一一迎請出神轎，接著就舉行進香行程中的最後

一項儀式──安座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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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安座典禮 

安座典禮是在媽祖返回廟中之後舉行。由鎮瀾宮董事長率領全體董監事，叩

謝媽祖庇祐進香活動順利完成，隨行工作人員、進香客一路平安，並祈求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所有信徒闔家平安，至此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活動正式落幕。 
安座典禮之後，隨行香客回到家中，向神明祭拜稟告平安歸來，稱為「落馬」。

從此又恢復「世俗」的身分，回歸日常生活。 
 

七、結論，大甲媽祖遶境進香的社會意義 

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活動為期八天七夜，是目前台灣規模最盛大的進香活動。

大甲媽進香除具有宗教意義之外，同時兼具多項社會功能。 

1、考驗毅力、鍛練體能 

大甲媽祖進香主要以徒步為主，雖然各組工作人員是採接力方式輪流步行，

但是在行進時仍需執綉旗、執士牌或神將，體力上無疑是一項負擔，其中還願性

質的進香客通常都是徒步完成全程。以繼夜長途跋涉，不眠不休趕路，不僅考驗

個人體能，到後來都是憑靠毅力在支撐，而走完全程之後，將是得到自我的肯定，

對自己產信心，在神聖的宗教活動中得到新生。 

2、發揚人性的光明面 

進香是民眾自發性的行為，基於相同的信念共同完成進香行程。 
在進香過程中，打破原有的社會階級，無論貧富貴賤、男女老少，沿途互相

扶持彼此鼓勵走完全程。 
進香隊伍所經之地，民眾提供各種飲食，協助進香客完成進香，人與人之間

沒有猜忌、懷疑，也沒有特殊目的，無形中增進民眾彼此的情誼，沿途民眾對不

相識的進香客的關懷、照顧，更是發揮人性的光輝。 
進香過程中的勞累、不便讓人們更懂得感恩、惜福，一群來自各地不同身分、

不同背景、不同理念的人們，一齊完成進香活動，也能促進社會的和諧。 

3、集體的心靈治療 

大甲媽祖進香客成員是以中老年婦女為主，這些婦女在社會上是弱勢族群。

她們沒有地位、沒有財富、沒有高學歷、也沒有能力。她們並非為了「減肥塑身」

來跟隨媽祖進香，通常都是為了她們家人，以苦行的方式長途跋涉，祈求媽祖保

佑她的家人。當她們走完全程之後，必能減少焦慮、不再無助，因為她深信媽祖

將會庇佑她們所愛的親人。 
在進香過程中參與「倰轎腳」的民眾相信倰過媽祖的神轎可消災去厄，沿途

擺設香案的民眾，手持清香喃喃自語地向媽祖訴說心事；向報馬仔求取紅絲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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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青年充滿希望可以找到對象；參與進香的民眾感到心靈的平靜，這何嘗不是

一項集體的心靈治療？ 

4、強化人際關係 

大甲媽進香活動需動員龐大的人力、組織才能完成，在進香的流程中，也必

需得到沿途民眾、宮廟、角頭的支持，於是藉由進香活動凝聚地方的向心力，共

同參與進香或接駕、提供飲食、照顧香客等工作。透過宗教信仰，使地方團結、

共同參與公共事務。 
而一齊走過八天七夜，相互扶持的進香客之間，也因為這段「革命情感」彼

此關係更密切，進香之後仍會相互聯繫、分享心得、也分享心裡的苦悶。 

5、促進產業發展，發揮經濟效益 

進香活動其實也是一項經濟活動。 
對大甲鎮瀾宮而言，沿途收付組所收到的香火錢是一筆龐大的收入。大甲媽

駐駕、停駕的宮廟會吸引大量信徒前來參拜，捐獻香油錢，進香人潮湧入也能帶

來消費。各香組織也可以藉此勸募經費，開支所剩餘經費更能作為宮廟盈餘或建

廟基金。 
對大甲民眾而言，出城、回城之日，大量香客、觀光客聚集在大甲，更為當

地的糕餅、食品、金紙香燭業者，造就豐富商機和鉅額的收入。雖然參與進香的

動機不在於經濟效益，但卻由於媽祖進香刺激消費，造成經濟效益，卻也是進香

所帶來的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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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財團法人大甲鎮瀾宮天上聖母乙酉年遶境進香時間預定表 

（          星期六晚上十一時零分起駕） 

第 一 天 
國曆 4 月 10 日 
農曆 3 月 2 日 

(星期日) 
大甲─彰化 

 1:10 大甲鎮水尾溪橋南端起駕→ 3:00 清水鎮下湳里朝興宮起駕→ 3:30 清水鎮大街路紫雲巖起駕→

 4:40 沙鹿鎮四平街玉皇殿起駕→ 5:00 沙鹿鎮東晉路青山宮起駕→ 8:30 大肚鄉沙田路萬興宮起駕→

 9:00 大肚鄉永和村永和宮起駕→11:30 大肚鄉慈惠堂鎮明宮起駕→12:30 彰化市國聖里永安宮起駕→

13:30 彰化茄苳里茄苳王廟起駕→14:10 彰化市茄苳里福龍宮起駕→14:30 遶境經彰化市茄苳里起駕→

14:50 遶境經彰化市茄南宮起駕→16:00 彰化市下廍里永和堂起駕→16:20 彰化市新興里      起駕→

16:50 彰化彩鳳庵、北辰宮起駕→17:20 彰化自強南路龍鳳宮起駕→18:00 彰化市西勢里聖安宮起駕→

18:30 彰化市忠權里北極宮起駕→20:50 彰化市南瑤路鎮南宮起駕→21:30 彰化市南瑤路南瑤宮駐駕 

第 二 天 
國曆 4 月 11 日 
農曆 3 月 3 日 

(星期一) 
彰化─西螺 

 1:00 彰化市南瑤路南瑤宮起駕→ 1:30 彰化市雲長路修水岩起駕→ 4:30 員林鎮平和里福寧宮起駕→

 6:30 永靖鄉永東村永安宮起駕→ 8:20 北斗鎮光復里華巖寺起駕→ 8:50 北斗鎮光復里奠安宮起駕→

10:10 溪州鄉舊眉村聖安宮起駕→10:30 遶境經溪州鄉東州村起駕→11:00 溪州鄉東州村復興宮起駕→

12:30 溪州鄉  （市區內遶境）→13:30 溪州鄉瓦厝村后天宮起駕→15:40 溪州鄉三圳村三千宮起駕→

17:30 西螺鎮  （市區內遶境）→20:00 西螺鎮福興里福興宮駐駕 

第 三 天 
國曆 4 月 12 日 
農曆 3 月 4 日 

(星期二) 
西螺─新港 

 0:00 西螺鎮福興里福興宮起駕→ 1:40 經西螺鎮新豐里、新安里→ 3:50 西螺鎮吳厝里朝興宮起駕→

 6:00 虎尾鎮德興里天后宮起駕→ 7:30 土庫鎮順天里順天宮起駕→ 8:00 土庫圓環 145 甲路往新港→

 9:00 經元長鄉鹿北村、鹿寮村→ 9:30 元長鄉鹿寮村泰安府起駕→10:00 元長鄉鹿寮村義天宮起駕→

10:30 元長鄉瓦磘村安西府起駕→11:00 元長鄉瓦磘村福德宮起駕→11:30 元長內寮村無極聖殿起駕→ 
12:10 新港鄉各界人士恭迎聖駕→13:00 新港鄉南崙村代天宮起駕→14:00 各香參拜鎮瀾宮天上聖母→

     頭香台北大甲媽祖聯誼會→     貳香豐原慈聖天上聖母會→     叁香中壢朝明宮天上聖母會→

     贊 香 台 中 天 上 聖 母 會→17:00 新港鄉古民村永福宮起駕→18:00 新港市區遶境奉天宮駐駕→

20:00 舉行遶境進香  駐駕典禮 

第 四 天 
國曆 4 月 13 日 
農曆 3 月 5 日 

(星期三) 
新    港 

 4:00 於奉天宮舉行遶境進香祈福典禮。（ 3:30 集合） 
 8:00 於奉天宮舉行遶境進香祝壽典禮。（ 7:30 集合）（祝壽典禮後，筊筶回駕典禮時間） 
22:00 於奉天宮舉行遶境進香回駕典禮。（21:30 集合） 
23:00 大甲鎮瀾宮天上聖母遶境進香回駕。 

第 五 天 
國曆 4 月 14 日 
農曆 3 月 6 日 

(星期四) 
新港─西螺 

     大甲鎮瀾宮遶境進香回駕→ 2:00 經新港鄉南崙村、北崙村→ 2:50 經元長鄉崙仔村、內寮村→

 3:50 瓦磘村、鹿寮村、鹿北村→ 5:00 遶境經土庫鎮圓環邊起駕→ 7:00 虎尾鎮大屯里大安宮起駕→

 7:20 虎尾鎮東屯里城隍廟起駕→ 8:10 虎尾鎮北溪里龍安宮起駕→ 8:30 虎尾鎮北溪里擇元堂起駕→

 9:00 虎尾鎮懇地里福德宮起駕→10:30 二崙鄉三和村協天宮起駕→10:50 二崙鄉湳仔村東隆宮起駕→

11:00 二崙鄉湳仔村玄祿宮起駕→11:30 二崙鄉田尾村賜福宮起駕→13:00 西螺鎮吳厝里朝興宮起駕→ 
14:00 西螺鎮九隆里慈和宮起駕→14:30 西螺鎮九隆里震安宮起駕→16:00 西螺鎮下湳里鉢子寺起駕→

16:10 西螺七座魚寮鎮南宮起駕→16:30 西螺頂湳里媽祖行宮起駕→16:50 西螺鎮福田里福天宮起駕→

17:30 經西螺鎮新豐里、新安里→18:30 新豐新安里活動中心起駕→20:00 西螺鎮福興里福興宮駐駕 

第 六 天 
國曆 4 月 15 日 
農曆 3 月 7 日 

(星期五) 
西螺─北斗 

 2:00 西螺鎮福興里福興宮起駕→ 3:00 溪洲鄉水尾村震威宮起駕→ 6:00 溪洲鄉永安路育善寺起駕→

 7:30 北斗鎮大橋組壽安宮起駕→10:30 埤頭鄉芙朝村金安宮起駕→10:50 埤頭鄉崙腳村新吉宮起駕→

11:20 埤頭鄉崙腳村南雲寺起駕→13:10 埤頭鄉合興村合興宮起駕→16:30 經斗苑東路遶境北斗鎮內→

18:00 北斗鎮光復里奠安宮駐駕 

第 七 天 
國曆 4 月 16 日 
農曆 3 月 8 日 

(星期六) 
北斗─彰化 

 3:00 北斗鎮光復里奠安宮起駕→ 3:50 遶境經田尾鄉、至永靖鄉→ 4:40 永靖鄉永東村永安宮起駕→

 6:50 永靖鄉湖璉村輔天宮起駕→ 7:00 頭香台北大甲媽祖聯誼會→ 7:40 貳香豐原慈聖天上聖母會→

 8:30 永靖鄉五汴村天聖宮起駕→ 9:00 叁香朝明宮天上聖母會獻香→10:00 贊香台中天上聖母會獻香→

12:00 員林鎮平和里福寧宮起駕→12:30 大村鄉中山路賜福宮起駕→13:10 花壇鄉中庄村福安宮起駕→

14:00 花壇鄉橋頭村聖惠宮起駕→15:00 花壇鄉白沙坑文德宮起駕→16:10 彰化市延和里慈恩寺起駕→

16:40 彰化市延平里慈元寺起駕→17:30 彰化市華北里彰山宮起駕→17:40 彰化市  （市區內遶境）→

20:00 彰化市永樂街天后宮駐駕 

第 八 天 
國曆 4 月 17 日 
農曆 3 月 9 日 

(星期日) 
彰化─大甲 

23:30 彰化市永樂街天后宮起駕→ 3:30 遶境經大肚溪橋至大肚鄉→ 4:30 大肚鄉王田村天和宮起駕→

 8:00 沙鹿鎮天池幼稚園前起駕→10:50 清水鎮西寧路壽天宮起駕→11:20 清水鎮菁埔里慈雲宮起駕→

12:00 遶境經清水鎮至甲南停駕→13:00 清水鎮甲南湄安宮前起駕→15:00 大甲鎮瀾宮遶境進香遊行→

20:00 遶境進香回駕  安座典禮 

 

國 曆 四 月 九 日

農 曆 三 月 一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