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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宋江陣特色之探析： 
以 2015年廈門翔安「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為例 

蔡俊宜 國立臺南大學 

摘要 

2015 年廈門翔安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在內厝鎮

蓮塘村宋江陣民俗文化廣場開幕。在翔安區宋江陣文化

研究會的推動下，本次活動邀請到臺灣地區的高雄內門

順賢宮宋江陣及臺南大學創意宋江陣，以及閩南地區宋

江陣包括廈門翔安趙崗宋江陣、廈門翔安女子宋江陣、

漳州沙坂耀德堂宋江九州八卦陣、泉州同安郭山村宋江

陣等，臺灣、廈門、漳州、泉州四地共 12 支隊伍參加。

閩臺地區宋江陣在表演內容呈現上受當地宗教、歷史、

地域等因素各自發展其特色，本文就此次閩臺宋江陣民

俗文化節中，各宋江陣團隊所見的表演內容形式，依照

文獻比對宋江陣的展演特色與表演內容，將其組成特色

歸納出五種類型，分別為香科武陣型、團練宋江型、水

滸宋江型、領陣角色型及創意宋江型。本文亦從各團隊

表演內容中，討論宋江陣的歷史脈絡發展，希望藉由發

現宋江陣的組成特色，以解析整體宋江陣特色之結構。

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的舉辦，進一步推動兩岸無形文

化資產的深入交流，可說是在兩岸宋江陣文化交流歷史

上翻開嶄新一頁！ 

關鍵詞：宋江陣、宋江陣類型、宋江陣展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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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15 年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在廈門市翔安區內厝鎮蓮塘宋

江陣民俗文化廣場拉開帷幕，該活動共有來自廈漳泉及臺灣四地的

12 支宋江陣隊伍同臺獻藝。1宋江陣貴為閩臺地區的民俗文化，在

廈門市翔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林良菽會長、臺灣臺東大學吳騰達

教授等各界人士推動下，促成了廈漳泉三地宋江陣一起集結與臺灣

宋江陣團體同臺獻藝（如圖 1），此次盛會更是兩岸宋江陣文化交流

歷史上的第一次！研究者參與該活動時發現，閩臺地區的宋江陣在

展演風格上極為不同，臺灣地區宋江陣的表演形式，除了涵蓋武術

內容之外，與宗教祭儀活動有著較緊密的結合。此外，在高雄內門

「創意宋江陣頭大賽」活動的舉辦下，更孕育出創意宋江陣形式的

展演方式；而閩南地區的宋江陣方面，自宋江陣兵器的設置到宋江

陣的表演陣式，則較見於武術內容呈現的特色。亦是這樣的差異

性，引發本文的研究動機。 

因此，為探析閩臺地區宋江陣之展演風格，本研究先爬梳相關

文獻資料，將閩臺地區宋江陣整理為五種外顯特色類型，並且自臺

灣及閩南地區宋江陣專家之口述介紹、團隊訪談、大會影片等相關

資料整理出團隊展演內容。期望透過此方式，提供宋江陣的展演特

色代表，並對應於該項活動，以對於宋江陣的未來發展予以啟發。 

                                                 
1 該活動於翔安宋江陣民俗文化廣場舉辦，乃首座以「宋江陣」命名的文化廣場，

廣場内的閩臺宋江陣博物館也是大陸首座專注宋江陣文化的博物館。廈門網，

〈兩岸宋江陣歡喜來鬥陣〉，http://www.xmnn.cn/dzbk/xmrb/20150930/201509/t2

0150930_4664437.htm, 2015年 10月 5日檢索。 



兩岸宋江陣特色之探析：以 2015 年廈門翔安「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為例 

3 

 

圖 1 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開幕典禮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貳、閩臺地區宋江陣外顯特色類型 

閩臺地區宋江陣在表演形式的呈現上，受當地宗教、歷史、地

域等因素影響，因而各自形貌其特色，如此次受邀參加民俗文化節

之大陸隊伍，可看出其宋江陣著重於該地區的武術傳承，抑或在表

演內容上為具保鄉衛里的陣式；而來自臺灣的兩支隊伍則分別呈現

臺灣宋江陣的兩大特點：富有宗教驅煞意義的香科武陣及競賽化表

演型態的創意宋江陣。 

研究者從現有的文獻資料整理，可將其宋江陣依據外顯特色組

成歸納為五種類型： 

一、香科武陣型2 

臺灣地區宋江陣主要流傳於臺南、高雄地區，這是和臺灣早期

拓墾的先後順序有關。高雄內門地區甚有「宋江窟」的稱號，3蔚為

流傳原因主要為因應香科而出現的陣頭形式。各庄廟自組之武陣，

                                                 
2 香科武陣意指拿傢私、活動力大、陣式變化多端、具備武藝表演性質，確有

布陣以驅祟的團體。張英琦，〈西港香科武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

體育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11。 
3 高雄市大樹區及內門區為例，前者被該研究者認為是早期的「宋江窟」，後者

則稱為「宋江藪」，臺語「窟」與「藪」都是表示很多的意思。詳細內容請參

閱徐麗霞，〈宋江陣〉，《中國語文》，88.2（臺北，20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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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反映了早期保鄉衛民組織的遺跡，另一方面也顯現在地信眾

以身體文化展演來表達對神威的敬仰，發揮團結村民、認同鄉土功

能，如吳騰達於《臺灣民間藝陣》一書提到： 

明鄭時期的軍事訓練、戰陣組織能夠在地方上傳衍下來，並成

為農閒時的武藝學習此乃鄭成功「寓道設教」，組織幫會，以安定

社會人心。神道及政治、宗教、江湖義氣等意識綜合體所建立的宮

廟，便普及於各鄉鎮村落，不僅負起祭祀神明，團體村民的功能，

並藉迎神賽會的活動，訓練武藝。所以臺灣早期開拓的鄉鎮村落，

其武藝之風較為興盛，而宮廟所組成的宋江陣也就比較多了。4 

此類宋江陣的形式，在民間傳統用語上稱宋江陣為「武陣」，

將宋江陣的兵器稱為「傢俬」，5參加宋江陣的人員稱之為「宋江腳」，
6參加宋江陣表演是為迎神賽會提供保境安民的功能，並有以下幾點

特色： 

（一）信仰的神明 

在宋江陣中多奉祀「田都元帥」為守護神，不少歷史悠久的

宋江陣是到田野間的大樹下請田都元帥降臨，同樣的背景，謝國

興認為：由於田都元帥在漳、泉一帶多稱「相公爺」，而宋江陣係

以梁山泊故事為張本，「宋江」又是梁山泊好漢的首領，出陣時領

頭掌隊旗（宋江旗），「相公」與「宋江」的閩南語發音近似，遂

產生訛傳現象。7 

因此，可見田都元帥與宋江兩者間的認知有其關聯性。有些

宋江陣則將自己的宮廟神明奉為守護神，無論信仰為何，都可看

出香科武陣有供奉神明以祈求展演過程中庇佑平安的宗教意義。 

（二）駕前護衛 

                                                 
4 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臺中：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2），90。 
5 宋江陣所表演的道具都是古時農民耕種隨手可得的工具。徐元民、廖文志、

李鎮華，〈羅漢門宋江陣的文化意涵〉，《國立體育學院論叢》，15.1（臺北，

2004.10）：269。 
6 徐麗霞，〈宋江陣〉，《中國語文》，88.2：109。 
7 謝國興，〈臺灣田都元帥信仰與宋江陣儀式傳統〉，《民俗曲藝》，175（臺

北，201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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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陣有做為宮廟神轎駕前護衛的功能，其陣式的禁忌要求，

以及具有驅邪淨符的宗教儀式，更是一直以來沿襲的傳統。武陣

在刈香繞境期間，對於開路、巡掃、驅離、護駕等任務，可說是

責無旁貸。因此，武陣在香科慶典中，不僅僅是作為編制內的組

織，更因其被賦與的護衛功能，而突顯其在香科慶典期間所背負

的任務。 

（三）儀式 

武陣的宗教儀式，則是相信超自然的力量。董芳苑在〈臺灣

民間宗教技藝：宋江陣〉中則提到宋江陣與巫術的關聯性，其包

含舉凡在演出之前要向祖師爺田都元帥與當地神明擲筶問卜、有

驅邪巫術意義的各種陣形、吶喊具壯聲勢與驅邪靈的巫術作用以

及配戴保安符等，皆可見其具有宗教意涵作用。8有關此部分論述，

則可在部分宋江陣表演中發現其特點，包含兵器貼淨符、兵器繫

紅彩、出陣時帶謝籃焚淨香、燃放鞭炮、出場淨身等，皆展示出

其相信藉由遵守這些宗教的科儀儀式，可達到清淨人員之保佑平

安功能，並有避邪鎮護的意義存在（圖 2）。9 

 

圖 2 香科武陣型宋江陣在出場演練前會透過謝籃行淨身的動作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8 董芳苑，〈臺灣民間宗教技藝：宋江陣〉，《中國論壇》，13.8（臺北，1982.01）：

31-32。 
9 謝籃主要是攜帶神物用器，裡面會放淨香爐、淨香、鞭炮，甚至有放拜廟後

對方送的紅綢或者雙斧，主要應該是禮儀的意思。請參閱張慶雄，〈臺南鹿陶

洋宋江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07），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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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宇宙觀展演內容 

從武陣的陣式名稱及展演隊形來看，如打圈、開四門、七星

陣、八卦陣等，可看出其展演內容受華夏文化宇宙觀之影響。其

演練陣式蘊含由「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

涵，並自此來表現人、神、自然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以達守護

天人關係協調。10 

（五）組訓過程 

香科武陣之組成乃因應香科慶典活動而產生，從「入館」、「開

館」、「探館」、「謝館」，形成一個完整的組訓文化。其中，亦有部

分陣頭省卻謝館的儀式，如高雄內門順賢宮宋江陣。11 

（六）腳巾系統 

藉由陣頭成員纏繫於腰間的布巾顏色，來做為武陣辨別方式

的「腳巾系統」。同一顏色的腳巾代表的意義是村莊之間師出同

門、庄頭之間具有同宗血緣的關係，或是庄頭之間歷代交陪具有

世交的關係，此亦促成了庄與庄、廟與廟間濃厚的情感。12張慶雄

主張臺灣宋江陣的腳巾系統可區分為六大流派： 

1.黃腳巾：源自福建漳州、晉江一帶 

2.紅腳巾：源自福建浦田、惠安一帶 

3.綠腳巾：源自福建泉州一帶 

4.藍腳巾：源自福建福州同安一帶 

5.黑腳巾：綜合體；創於西螺劉明善〈阿善師〉 

6.青腳巾：來源不可考，流傳於西港鄉樹仔寮〈白鶴陣〉13 

一般認為，當同一地點展演宋江陣時，遇同腳巾他隊表演時，

可加入合併展演，俗稱「打圈」，意味著友好同盟互相幫忙。若遇

                                                 
10 請參閱張慶雄，〈臺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129-130。 
11 高雄內門順賢宮網站，〈特色介紹〉，http://www.shunsian.org/about_3.php, 2016

年 6月 26日檢索。 
12 臺灣傳統的陣頭腳巾至少有黃、紅、粉紅、藍、淺藍、綠、青、黑等八種顏

色。相關討論請參閱黃民宏，〈吟歌演武誓成師：西港仔香境傳統陣頭的宗教

性格〉（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49。 
13 張慶雄，〈臺南鹿陶洋宋江陣之研究〉，1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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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顏色腳巾展演時，一般陣頭不得隨意加入，否則被視為將其

包圍其中，是一種具挑釁、較量意味的動作，很可能引起「軋陣」

（ka-tin）。因此，腳巾所呈現的意義在於其所代表的武術傳承派

別。 

二、團練組織型 

宋江陣有凝聚村民的作用，可使村落之間得以相互防衛，並透

過組織鍛鍊以達抵禦功能。歷史發展過程中，亦曾出現為抵禦外

敵，特組成宋江陣以號召鄰里的方式。近代大陸地區因經過文化大

革命的洗禮，受無神論思想、破四舊活動，以及當時對於民間集會

的極力禁止，使得宋江陣的宗教功能在該時期無法發揮。因此，此

樣的外顯型態乃指著重於武術表演內容之宋江陣，其所展演的武術

套路多為閩臺地區民間常見的南派拳械技藝。14閩臺宋江陣中的武

術套路，有如個人兵器單練、兵器對打、空拳套路到空手連環演出

等，不僅演出的武術套路項目眾多，各陣宋江陣也因其教練的傳承

各自發展，並且有其保留的武術特色。因此，宋江陣的展演套路，

也成為武術套路的傳習平臺。此外，近代為推廣宋江陣，有如以學

童組成、女子成員組成等之宋江陣，此樣的組成特色，更是有別於

香科武陣型宋江陣對於女性成員的忌諱，以下就此分類討論其特

點： 

（一）團練組織 

宋江陣之所以流行於閩南地區，與明朝的農民起義及倭寇為患

有著重大的關聯性。明朝嘉靖年間倭寇為患沿海一帶，同安、泉州、

甚至於金門地區都有倭寇進犯的紀錄，其中又以浙江、福建、廣東

這三個省分最遽，當時甚至進犯到山區一帶。故在兵源不足的情況

下，閩南地區的居民為防止流民及倭寇的侵擾，自行動員民眾進行

團練，進一步促進宋江陣的流傳。15 

                                                 
14 張銀行、郭志禹，〈臺灣地區宋江陣運動發展研究〉，《體育文化導刊》，6

（上海，2011）：120。 
15 徐元民、董森堡，〈廈門同安宋江陣初探〉，《身體文化學報》，1（臺北，

2005.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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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宋江陣成為一項具實戰功能的團練組

織。研究者認為，藉由組織宋江陣，民眾透過武術的演練，進行強

身健體的訓練，並藉由陣法訓練，演練應對的隊形，不僅可以凝聚

村里，更因而發展出抵禦外敵侵略的策略。 

（二）武術內容的延傳 

宋江陣的行陣習武及團隊防禦在民間形成習武風氣，而在當

時沒有火藥的時代裡，刀槍的套路及布陣、行陣的演練成了防衛

的重點，其中地方村落可能與官方合作團練，並由軍事指揮官組

織訓練民防自衛隊，將行軍所用的陣勢及兵法加入其中，形成現

代宋江陣的雛型，久而久之每個村莊都成立這個團練自衛隊，村

民也養成習武的習慣，建立了宋江文化的基礎。後來宋江陣形成

閩南村落習武團隊的風俗，村落也以此體系為架構來防禦外敵。16 

由徐元民及董森堡的論述內容可以得知，閩南地區為抵禦外

敵，時常透過宋江陣的團練組織，達到防衛功能，而形成一股習

武風氣。宋江陣在這樣的背景下，保留了當地的武術套路與陣式，

而產生宋江陣中所演練的套路，多屬閩南地區南少林的南派武術

內容，如泉州偏於太祖拳、五祖拳、白鶴拳，漳州偏於太祖拳、

廈門偏於五祖拳等。17此外，《南少林五祖拳》一書亦指出，先賢

在古代行軍打仗，將五祖拳眾多套路組合起來編布成陣，有娛蛤

陣、長蛇陣、宋江陣等，陣法多變，配以八卦九宮術數，含義極

深，現已少傳。18而研究者觀察此次宋江陣文化節的翔安少年男子

宋江陣中的拳術乃以五祖拳套路為主，同安西湖塘宋江陣則以五

祖鶴陽拳為主，各陣的武術套路內容各有特色，與當地武術的沿

傳有很大的關聯性。 

在宋江陣的兵器方面，閩臺地區也各自發展成不同的特色。

                                                 
16 徐元民、董森堡，〈廈門同安宋江陣初探〉，《身體文化學報》，1：99。 
17 相關討論請參閱張銀行、郭志禹、邱瑞眘、杜舒書〈閩、臺地區宋江陣的比較

研究：以福建閩南和臺灣南部地區為例〉，《體育科學》，34.7（上海，

2014.07）：42。 
18 陳火裕，《南少林五祖拳》（臺北：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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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陣的展演內容，是以扮演《水滸傳》中的角色所持的宋江陣

兵器為主，然各地因其師承，出現的宋江陣兵器不盡相同。如：

臺灣的宋江陣兵器有雨傘、耙、三叉、斧頭等日常生活用具或農

具；19閩南地區的宋江陣則有槍、劍、刀、大斧、仆刀等武術類的

器械（如表 1）。雖各地宋江陣兵器因地方化發展而各自迥異，但

也因此在宋江陣兵器的呈現上廣泛發展，並且亦做為宋江陣中之

武術內容特色。 

表 1 兩岸宋江陣兵器比較 

 兵器 圖示 

臺灣地區

宋江陣 

雨傘、耙、三叉、斧

頭等農具類兵器 

 

閩南地區

宋江陣 

槍、劍、刀、大斧、

仆刀等武術類兵器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2015 年廈門翔安宋江陣民俗文化節活動影片 

                                                 
19 閩臺地區的宋江陣兵器依其傳承各自發展，有關宋江陣兵器，荻宜提到，宋

江陣既是鄭成功「寓兵於農」的一種軍事訓練，宋江陣的兵器也因此別有特

色，如刀槍戟固然自古即用於陣前交鋒，但有些兵器如棍、耙、斧則是隨手

可取的農具；另外有些兵器譬如丈二、傘、盾牌加短刀則與生活關聯密切。

詳細內容請參閱荻宜，〈宋江陣：兵器與陣法〉，《幼獅文藝》，62.2（臺北，

19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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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員組成性質 

宋江陣依其組成人員，可分為小孩宋江陣、男宋江陣、女宋

江陣。早期宋江陣禁止女人碰觸，因此女宋江陣極少。兒童宋江

陣以國民中小學居多，原先僅見於南部，後因政府舉辦了宋江陣

研習，已擴及中北部。20與之形成差異的，則可見於香科武陣型的

宋江陣，其對於女生的參與視為忌諱，女子不得進入寮館（閒人

亦非請勿進），兵器亦不可讓婦女觸摸，因婦女為不潔的象徵，

這是傳統漢人社會重男輕女的舊觀念所致。21現今隨人口因素及相

關觀念之轉變，女性參與宋江陣之情形已成常態。 

綜上所述，此類宋江陣乃因其團練功能的需要，而在表演特

色上，較著重於武術內容的呈現方式；在組織功能方面，地方亦

透過宋江陣，達到團結鄉里、共同集結習武的凝聚力，以充分發

揮強身健體、保鄉衛里的戰陣功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發展，現

今宋江陣中之武術的保衛功能已儼然轉變。在這樣的背景下，以

推廣宋江陣為目的組成方式也因而產生，並有文化傳承之功能。 

三、水滸宋江型 

又稱化妝式宋江陣、打面宋江陣。部分宋江陣起源說法認為，

宋江陣是模仿古典小說《水滸傳》一書人物所扮演的陣頭。同此，

董芳苑即提到：「水滸故事的人物與民間信仰的迎神賽會結合成為

『宋江陣』這種陣頭，必定與水滸人物的『神化』（deified）有關。」
22一般提及的化妝式宋江陣或是打面宋江陣，是以演者依《水滸傳》

中一零八條好漢的人物特徵，加以模仿扮演，穿不同的服裝，持不

                                                 
20 宋江陣依其組成人員可分為下列三種：小孩宋江陣：由十五至十六歲左右的年

輕人組成，男宋江陣：由二十二至五十歲的年輕人組成，女宋江陣——由女子

組成。然研究者認為現今宋江陣因人員組成不易，較無法以年齡作為準確分

類。類似此樣分類，吳騰達則是認為依參加人員不同可分男宋江陣、女宋江

陣與兒童宋江陣。相關討論請參閱呂明智，〈宋江陣的文獻研究〉，《史聯雜

誌》，14（臺北，1989.06）：8。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93。 
21 詳細內容請參閱黃民宏，〈吟歌演武誓成師：西港仔香境傳統陣頭的宗教性

格〉，169。 
22 董芳苑，〈臺灣民間宗教技藝：宋江陣〉，《中國論壇》，1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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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兵器，畫不同的臉譜。此類型的形成與以下幾點有關： 

（一）採借《水滸傳》形成的表演內容 

宋江陣的源由與水滸梁山好漢攻城說有關，相傳宋江陣即為

梁山好漢攻城時所用的陣式，《水滸傳》雖是虛構的故事，但宋江

確有其人，其時代的背景外患不斷、內亂發生等，使《水滸傳》

的故事受到民間的歡迎。因此，部分宋江陣的組成形式乃依照梁

山好漢的相貌、特徵飾演，並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特徵

操演陣式，是為展現水滸梁山好漢的忠義形象。 

（二）宋江陣的戲曲風貌 

「宋江陣」名稱的由來，應回溯自「宋江戲」。早在明末清初

時，閩南地區即流行一種街頭遊行裝扮表演，由兒童裝扮《水滸

傳》中的梁山好漢，在鑼鼓配樂下，配合社火神誕活動，舉行街

頭遊行，由於表演內容多係宋江故事，因此被稱為「宋江仔」。後

來由兒童扮演的宋江仔，轉變由大人扮演，就成為了「宋江戲」。
23 

宋江戲後來轉變由專業戲班的成人扮演水滸宋江的故事人

物，平時在戲臺上演出，這時邊遊行邊表演簡單的武打技術，來

增加熱鬧氣氛。後來因為參加演出的人員太多且武打動作較大，

戲臺上無法容納，遂從戲臺上轉為臺下或廣場上來演出。24宋江戲

後來又融合了布袋戲、布馬戲和懸絲魁儡等表演，並且大量引用

                                                 
23 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86。 
24 吳騰達於《宋江陣研究》中即提到：宋江陣的種類，可分三十六人陣扮演的是

三十六天罡的角色、七十二人陣扮演七十二地煞星，一百零八人陣則代表三

十六天罡星與七十二地煞星，寓意梁山泊一百零八條好漢。劉炳告於〈臺南關

廟五甲打面宋江陣研究〉中則認為因為宋江戲參加演出的人員太多且武打動作

較大，戲臺上無法容納，遂從戲臺上轉為臺下或廣場上來演出，又戲班表演

者與宋江陣隊員所祭拜的神明都是「田都元帥」，故有宋江陣是由宋江戲演變

而來的說法。相關討論請參閱吳騰達，《宋江陣研究》（南投：臺灣省政府文

化處，1998），43。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臺南：國

立臺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34。 



身體文化學報 第二十四輯 

12 

梨園戲的身段和音樂，又增加許多新的劇目，逐漸形成高甲戲。25

此一說法說明宋江陣的戲曲風貌，並顯示演繹《水滸傳》故事與

其和宋江陣的相關性。 

在《水滸傳》中的角色，分別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

共一百零八位。後期宋江陣的發展，雖依照這個腳本進行，但受

限於人力的不足，所以宋江陣一般較有規模者，發展成七十二人

組成，而水滸宋江的組成更困難，一般以三十六人為主。從宋江

仔、宋江戲、高甲戲等，可看出宋江陣與扮演水滸英雄的表演方

式有著密切的關聯，並有宋江陣是由宋江戲從臺上走向臺下之說。 

（三）突顯人物性格的宋江陣打面妝扮 

徐元民與董森堡曾提到：「閩南地區的原住民信奉巫教文化，

宋江陣畫臉乃其形式之一，與儺文化有不同差別。畫臉主要很可

能為了避邪、除祟，另外一個目的是為了紀念一百零八好漢。」，
26而廣東省湖汕地區的英歌舞，也是模仿宋江一零八將的民間舞表

演，也有依水滸英雄角色化妝的臉譜。27劉炳告則指出打面宋江陣

常在廟會慶典、建醮遶境祈福中受到重視，同樣是具有驅邪避煞

的功能，更有新居落成也請其前往「清厝」，因此對於英歌舞和打

面宋江陣會以同樣的臉譜依據水滸英雄來呈現，與其有相當大的

關聯。28不論是為突顯人物性格的打面化妝，抑或是驅邪避煞的裝

扮，模仿水滸英雄的展演方式，已儼然成為宋江文化中的一大特

色。 

因此，根據上述說法，可瞭解水滸宋江型的宋江陣，乃採借

《水滸傳》的故事，並與演繹宋江的戲曲有著關聯性，並且透過

打扮成水滸英雄的樣貌來做為展演方式。現今閩臺地區水滸宋江

型的宋江陣，有如泉州同安郭山村宋江陣，臺灣高雄內門內埔宋

                                                 
25 林茂賢，《臺灣傳統戲曲》（臺北：藝術館，2001），80。 
26 徐元民、董森堡，〈廈門同安宋江陣初探〉，《身體文化學報》，1：98。 
27 吳騰達亦於該書提到該表演尚查不出其與臺灣水滸宋江陣有何關係，惟臉譜

可供畫臉參考。請參閱吳騰達，《宋江陣研究》，II。 
28 劉炳告，〈臺南關廟五甲打面宋江陣之研究〉，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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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陣，29臺灣屏東東港鎮下頭角宋江陣等，皆因人員組成不易及打

面技術瀕臨失傳，而顯得稀有。 

四、領陣角色型 

此一類型將以往頭旗、雙斧做為領軍人物的模式替換，如以獅

旦與金獅，白鶴童子與白鶴，臺灣獅與耙30或鉤等組合取代，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即為「獅陣」。有關獅陣，吳騰達曾在《臺灣民間藝

陣》一書中提到臺灣南部獅陣附屬於宋江陣有兩種說法：其一，傳

說明末清初，洪熙官與方世玉反清復明，欲進入北京城，乃假扮北

京狗與宋江陣一起進城；其二，早時宋江陣沒有獅，只有旗，後來

有人為了熱鬧，而加入了獅子，此即為「宋江獅」。31 

此次廈門翔安趙崗村宋江陣亦有將廣東獅納入表演，此種表演

雖為宋江陣融入獅陣之演出，但與臺灣地區以臺灣獅融入大不相

同，相當耐人尋味。另外，在臺灣臺南地區便有宋江陣、金獅陣、

白鶴陣、五虎平西等四陣形成「宋江四陣」一說，32也有如高雄宋

江龍陣、臺南地區宋江鹿陣等形式，這類的組成不僅豐富了宋江陣

的表演內容，且與當地文化背景息息相關。 

五、創意宋江型 

從 2001 年起，「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正式定名登場，其入選

交通部觀光局評定為臺灣十二項大型地方節慶活動，並於 2005 年

                                                 
29 李榮家曾提到：「打臉，是內埔宋江陣最具獨特的特色。但因願意學習畫臉技

巧的年輕人不多，產生了畫臉師傅的平均年齡持續增高。」請參閱李榮家，

〈高雄縣內門鄉內埔宋江陣之考察〉，《身體文化學報》，1（臺北，2005.12）：

68。 
30 在臺南地區如果金獅陣以耙為領頭的主角，那這一團的金獅就是公的。如果

是由盾牌與獅子領頭，那這就是母的；也就是說公獅由頭支耙帶路，母獅由

頭面盾牌帶路。詳細內容請參閱呂志忠，〈內門地區宋江陣之研究〉（臺南：

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51。 
31 相關討論請參閱吳騰達，《臺灣民間藝陣》，32。 
32 臺南市文化資產處亦以此說法作為陣頭登錄理由。相關討論請參閱黃三和，

〈臺南樹仔腳白鶴陣之研究〉（臺南：國立臺南大學體育科教學碩士班碩士論

文，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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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全國大專院校創意宋江陣頭大賽」，且被列為「臺灣觀光旗

艦五大活動」。33高雄內門創意宋江陣頭大賽主軸是以傳統宋江陣融

入創新編排，在此發展下，各參賽隊伍為競賽紛將舞蹈、武術、民

俗、鼓術、街舞、雜技等元素融入當中，其多元的展演內容深受大

眾喜愛。該競賽亦因其優渥的獎金以及提供青年學子創新的舞臺，

故各參賽團隊為此不僅成立社團，更投入心力在社團合作乃至校際

合作等，在宋江陣文化推廣上發揮了極大的效益。 

參與此一競賽型的民俗賽事亦同時打響了許多團隊的名號，第

二屆王者之璽得主——臺灣戲曲學院即是將宋江陣融入雜技、京

劇、國樂、特技等方式呈現，其以高難度的技藝與戲曲的搭配見長，

如同看戲般讓社會大眾看見宋江陣嶄新的呈現方式（圖 3）；亦有如

臺南大學民俗技藝隊，長期以來之特色乃是以舞龍、舞獅及各項民

俗體育項目融入宋江陣。近年表演不僅將白鶴陣、荷花龍、大型神

將、電音三太子等臺灣傳統民俗藝陣融入競賽，該隊於 2015 年更

是首次將宋江陣以劇目方式呈現，透過舞臺劇的概念演出，亦使宋

江陣文化發展出新型態的展演方式（圖 4）。在競賽的形式與開放式

的創意規則下，宋江陣推向「高、難、新、美」的競技風格，並更

加強調主題式的呈現與各項技藝的結合，可謂提升了宋江陣的娛樂

及觀光功能。此類多樣化的呈現風貌，已儼然成為臺灣地區最廣為

津津樂道的一項宋江陣型態。 

上述五種類型分類，乃是以現有的文獻比對宋江陣展演的外顯

特色，來予以劃分（圖 5）。然而，宋江陣會因其地域、歷史、宗教

等因素而各自形塑其發展樣貌，各宋江陣的表演內容或內涵，並不

只有單一樣貌。涵蓋的例子如臺灣臺南地區金獅陣，即具有領陣角

色型、香科武陣型、團練宋江型的表演特色；高雄內門內埔宋江陣

即具有水滸宋江型、香科武陣型、團練宋江型的表演特色。本研究

嘗試透過此樣的分類方式，以作為宋江陣外顯特色的各類向度，來

                                                 
33 2015 高雄內門宋江陣，〈節慶由來〉，http://www.who-ha.com.tw/page1_1.html, 

2015年 11月 13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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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各陣宋江陣於展演中所著重的特色，進而從分類型態中推敲出

宋江陣的發展脈絡與未來趨勢，以作為宋江陣文化探討的後續建

議。 

  

圖 3 臺灣戲曲學院宋江陣融
入京劇、特技等元素 

圖 4 研究者參與臺南大學創
意宋江陣競賽，以戲劇、
舞蹈等層面融入表演當
中 

圖片來源：2015 高雄內門宋江陣，
〈 歷 屆 回 顧 〉，
http://www.who-ha.com
.tw/2014album01.html, 
2015 年 10 月 27 日檢
索。 

圖片來源：中時電子報，http://ww
w.chinatimes.com/news
papers/2015040500122
5-260107, 2015 年 11
月 16 日檢索。 

 

 

圖 5 宋江陣外顯特色分類 

圖片來源：作者整理資料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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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團隊展演內容特色 

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的盛會促成了廈漳泉三地宋江陣一起

集結與臺灣宋江陣團體同臺獻藝，更是兩岸宋江陣文化藝術交流歷

史上的第一次。閩臺地區的宋江陣受宗教信仰、地域特色等因素影

響，各參與隊伍的表演內容不盡相同。本研究將該文化節中，具特

色之展演團隊的組成背景與表演特色歸納為下表（如表 2）： 

表 2 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團隊組成背景與表演特色 

團隊名稱 發展歷史與背景 陣式及表演內容 組成特色及表演特色 

臺灣高雄
內門順賢
宮宋江陣 

為 廟 會 活 動 需
要，於 2001 年成
立陣頭。 

一、拜旗 

二、發彩 

三、巡城門 

四、龍捲水 

五、巡中城 

六、蜈蚣陣 

七、黃蜂結巢 

八、開旗斧 

九、生死對 

十、八卦陣 

（一）為內門第一個無開
館亦無謝館儀式
的宋江陣。 

（二）演出前會集合集
訓，現今由何國昭
擔任總教練。34 

（三）臺灣地區與宗教祭
儀活動有高度關
聯 性 的 民 間 陣
頭，有焚香、點燃
鞭炮等儀式（圖
6）。 

廈門翔安
趙崗宋江
陣 

地處閩南沿海倭
寇登陸首當其衝
的擄掠之地，加上
明朝中後期朝野
混亂、社會動盪不
安，内憂外患下，
趙崗村有志之士
组織鄉勇練功習
武。35 

一、巡城 

二、開旗 

三、對打 

四、剪刀陣 

五、放獅巷 

六、環螺陣 

七、硬氣功武術
表演 

（一）布城門的設計。 

（二）以廣東獅做為其展
演內容（圖 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林良菽口述資料、吳騰達口述資料、順賢宮隊員口述資料、

廈門市翔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翔安宋江陣總第 3 期》、廈門市翔

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翔安宋江陣總第 4 期》、大會隊伍介紹、2015

年廈門翔安宋江陣民俗文化節活動影片等相關資料製表。 

                                                 
34 整理自書籍介紹及順賢宮隊員口述資料。廈門市翔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

《翔安宋江陣總第 3期》（廈門：廈門市翔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2013），

5。 
35 整理自隊伍介紹及林良菽口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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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2 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團隊組成背景與表演特色 

團隊名稱 發展歷史與背景 陣式及表演內容 組成特色及表演特色 

廈門翔安
女子宋江
陣 

2014 年 4 月在翔
安地區中小學學
生中選拔了 37 名
女生組成。36 

一、巡城 

二、穿心 

三、龍捲水 

四、七星陣 

五、蜈蚣陣 

六、黃蜂結巢 

七、黃蜂出巢 

八、八卦陣 

（一）大陸首支「少年女子宋
江陣」（圖 8）。 

（二）兵器方面有鋤頭、耙子、
及單刀等。 

漳州沙坂
耀德堂宋
江九州八
卦陣 

成立於清末，最
早是由陳先師父
教導，後傳其徒
弟陳海。37 

一、開宋江大旗 

二、拳術 

三、兵器 

四、兵器對練 

五、生死套 

六、大八卦 

七、中八卦 

八、小八卦 

（一）現由陳海擔任總教練。 

（二）團員皆為沙坂村村民。 

（三）由龍虎旗做為領陣。 

（四）表演內容最大特色為打
連環及排大小八卦。 

（五）排八卦陣人員之兵器種
類由齊眉棍及盾牌刀兩
項所組成（圖 9）。 

泉州同安
郭山村宋
江陣 

始於清朝時期，
文革期間曾中
斷，改革開放後
復興。38 

一、黃蜂出巢：單隊
分為兩隊，分為
四個小螺，混成
一個大螺，大螺
旋轉出分成兩
小隊 

二、開旗 

三、兵器演練 

四、兵器對打 

（一）為著裝演練行陣的水滸
宋江陣。 

（二）由四支大旗做為整個團
隊的領隊人物。 

（三）使用的兵器方面多為過
頭的長兵器（圖 10）。 

臺灣臺南
大學宋江
陣 

自 1992 年成立，
常年參與高雄內
門創意宋江陣頭
大賽。 

一、戰鼓 

二、巡城門 

三、蜈蚣陣 

四、黃蜂結巢 

五、開旗斧 

六、兵器對打 

七、水流星 

八、南獅 

九、競技龍 

（一）融入舞龍、舞獅、雜技
等演出之複合式宋江陣
（圖 11）。 

（二）武術內容含團體盾牌、
團體扇、團體南拳等新
式編排表演內容。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林良菽口述資料、吳騰達口述資料、順賢宮隊員口述資料、

廈門市翔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翔安宋江陣總第 3 期》、廈門市翔

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翔安宋江陣總第 4 期》、大會隊伍介紹、2015

年廈門翔安宋江陣民俗文化節活動影片等相關資料製表。 

                                                 
36 整理自林良菽口述資料及書籍介紹，廈門市翔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翔安

宋江陣總第 4期》（廈門：廈門市翔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2014），69。 
37 整理自隊伍介紹及吳騰達口述資料。 
38 整理自隊伍介紹及林良菽口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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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閩臺地區各隊宋江陣的表演內容，與其組成目的有很大的

關聯性。臺灣地區之宋江陣，早期亦為隨鄭成功來臺屯墾所組之團

練組織，其因臺灣迎神賽會活動的盛行，宋江陣在臺儼然成為民間

表演藝術陣頭，因此多與迎神賽會活動緊密結合。隨著時代變遷，

臺灣地區香科宋江陣不復早期，為推廣宋江陣文化，始在內門舉辦

的「創意宋江陣頭大賽」。這樣新型態的比賽，在規則的制訂下，

因著重於武藝的精緻化呈現與舞臺化，在宋江陣表演內容上因而形

成諸多改變，並逐漸成為獨樹一格的表演特色。 

閩南地區宋江陣之組成，受到歷史、環境等因素影響，是以各

村落為了保家衛民，紛紛成立團練組織或以武館形式成立宋江陣。

然而，受近代文化大革命活動影響，對於宗教活動以及民間集會的

極力禁止使得這些民間表演因而中斷。因此，可能受到上述歷史因

素影響，閩南地區宋江陣團隊的表演內容方面，則是較不見臺灣宋

江陣表演中含有較多的宗教祭儀成分，並著重於武術套路的演練。 

  

圖 6 順賢宮隊員演練陣式後

跳過香籃 

圖 7 趙崗宋江陣廣東獅與走

陣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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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翔安少年女子宋江陣排

練蜈蚣陣 

圖 9 宋江九州八卦陣排練陣

式 

圖片來源：2015 廈門翔安宋江陣活

動影片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 10 郭山村宋江陣之「水滸

宋江」 

圖 11 臺南大學融以各類表演

元素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肆、結語 

從 2015 年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的參賽隊伍來看兩岸宋江陣

隊伍可以發現，此次受邀表演的兩支臺灣隊伍：高雄內門順賢宮宋

江陣及臺灣臺南大學創意宋江陣，各自呈現臺灣宋江陣的兩個取

向：有宮廟駕前護衛功能的香科武陣型宋江陣，及著重多樣化主題

性面貌的創意宋江型宋江陣。而閩南廈漳泉地區的 10 支隊伍則是

較不同於臺灣宋江陣之特色，其表現內容相對著重於閩南地區武術

特色的展現，且各陣皆傳承及保存優良的武術套路。因此，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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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宋江陣外顯特色方面，有具備抵禦外敵出現的團練組織型、模仿

水滸英雄好漢的水滸宋江型以及更換頭旗雙斧作為領導的領陣角

色型。根據此次宋江陣文化節中各隊伍的展演形式，可依其外顯特

色做出分類（如表 3）。 

表 3 宋江陣文化節隊伍外顯特色分類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在五種外顯特色的分類中，雖可見各類既有的規範與特點，其

亦有涵蓋、抑或是與原本外顯特色分類較為不同的例子。如領陣角

色型與水滸宋江型之宋江陣，在臺灣地區受到宗教祭儀因素的組成

目的影響，在表演內容上則是具有同屬香科武陣型宋江陣的表演形

式。而閩南地區同屬此外顯分類的宋江陣，則較不見有如宗教祭儀

因素的表演特色，且著重在武術團練的沿傳。又有如香科武陣型的

宋江陣，一般雖視女性的加入為忌諱，卻有較為特殊的例子，如民

國 50 年代，臺南塭內蚶寮永昌宮曾連續兩科香科聘請過大內內庄

朝天宮女宋江陣，此乃與一般熟知的香科武陣型視女性參與為忌諱

較為不同。39此次宋江陣文化節的高雄內門順賢宮宋江陣，亦可發

現其加入競技武術的表演並融入創新的陣式，此亦豐富了宋江陣的

表演樣貌，可說是展現臺灣宋江陣創新的生命力。 

研究者本身參與宋江陣也發現，即便在臺灣，同屬香科武陣形

                                                 
39 大內內庄朝天宮，〈民國 50年代內庄朝天宮：女宋江陣〉，http://blog.xuite.net/

njmazu/twblog/146057130, 2016年 2月 1日檢索。 

香科武陣型 團練組織型 水滸宋江型 領陣角色型 創意宋江型 

臺灣高雄順

賢宮宋江陣 

漳州沙坂耀德堂宋

江九州八卦陣 

泉州同安郭

山村宋江陣 
翔安趙崗宋江陣 

臺灣臺南大學 

創意宋江陣 

 同安溪湖塘宋江陣  
南安水頭鎮江崎

村宋江獅陣 
 

 翔安茂林宋江陣  
南安水頭鎮朴里

村刣獅隊 
 

 翔安女子宋江陣    

 
翔安少年男子 

宋江陣 
   

 翔安成年宋江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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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宋江陣，仍會依據該地的沿傳而有所不同。宋江陣在發展的過

程中，常會因各地的歷史、人文、觀光等因素而出現各種呈現方式，

並形成不同的風貌。因此，宋江陣多元的展演內容，即是展現該地

區特色的最佳表現。隨著時代的變遷，宋江陣的外顯表演形式也逐

漸變化，並且反映在表演內容上，上述以外顯特色分類探析，乃希

望藉由發現宋江陣的組成特色，來瞭解宋江陣發展的取向，以探析

出各隊伍著重的特色表演方式，並進而從分類型態中推敲出宋江陣

的發展背景與未來趨勢，以期能夠對宋江陣文化能有再進一步之探

討。 

2015 年廈門翔安閩臺宋江陣民俗文化節的舉辦，促成了兩岸無

形文化資產的深入交流，蓮塘宋江陣文化廣場與宋江陣博物館的興

建，則是提供一個良好的文化推廣、傳承的平臺。宋江陣做為閩臺

地區武術與表演藝術的一塊瑰寶，尚有著一大塊領域值得發展與研

究，希望在廈門市翔安區宋江陣文化研究會、臺灣學者與各界人士

推動下資源逐漸匯集，並致力於推廣與傳承，在一來一往的文化交

流中帶動宋江陣文化的傳承與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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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of Song-Jiang Battle 

 Arra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aking 

 “2015 Fujian-Taiwan Folk Cultural Festival of SJBA”  

as an Example 

Tsai Chun-I /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Abstract 

2015 Fujian-Taiwan Folk Cultural Festival of Song-Jiang Battle Array 

(SJAB) opened at the Cultural Square in Lien-Tan Village, Nei-Tsu Township.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SJBA Cultural Study in Xiang-An District, twelve 

SJBA teams from Taiwan, Xiamen, Zhangzhou and Quangzhou took part in 

the festival. Due to local religious,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other factors, 

the SJBAs in Fujian and Taiwan develop their specialties respectively. Ac-

cording to the content of each team's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categorizes all 

the teams' performances from the festival into five types, which ar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They are Xiangke Martial Troupes, Militia Song-Jiang form, 

Shui-Hu Song-Jiang form, Roll Leading from and Creative Song-Jiang form. 

In addition, this research also organized each team's performance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Song-Jiang Battle Array. This research hop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tire Song-Jiang Battle Array's structures through dis-

covery its characteristics composition. Folk Culture Festival of Song-Jiang 

Battle Array organized and held by Fujian and Taiwan goes a step further to 

promote the cultural exchang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ross the Tai-

wan Strait. This is a new page on the history of the SJBA developmen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Keywords: Song-Jiang Battle Array, Song-Jiang Battle Array form, 

Song-Jiang Battle Array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