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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口湖牽水 與日本東北六魂祭之身體元素 

黃義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研究所 

摘要 

每年農曆六月初七、初八，雲林縣口湖萬善爺

祠所舉辦的「口湖牽水 文化祭」是臺灣民俗信仰

中相當特殊的宗教活動，主要憑弔 1845 年（清道

光二十五年）在此地所發生的歷史性大水難，代代

相沿於今；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發生海嘯事件後，

其東北地方六大縣（青森、岩手、宮城、福島、山

形、秋田）為了復興與重建，收集代表各縣既有的

夏祭活動，共同擇期另行舉辦「東北六魂祭」，作

為替罹難民眾祈禱冥福，期以燃起重塑日本東北的

希望之火，於 2011 至 2016 年間已巡迴 6 座城市，

每年擇 2 日輪流辦理，2017 年起並以新名稱「東北

絆祭」舉辦至今。口湖鄉與東北地方二者雖同為災

後祭典，但其性質與緣由截然不同：東北六魂祭隱

含推動日本東北地方的觀光振興，口湖牽水 文化

祭近年雖亦朝觀光面向發展，卻仍以慎終追遠為主

要內涵，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祭典裡皆蘊含各自的

身體元素。本文期以個案研究法及文獻分析法探討

無形文化資產與地域特色交織而成的祭典觀光，經

導入舞蹈或科儀勞動後，將人與神靈或意識與自然

的交融產物，銘刻為各自的身體民俗，使無形文化

資產的身體元素的表徵裡，產生多元的未來想像。 

關鍵詞：口湖牽水 、東北六魂祭、無形文化資產、祭

典觀光、身體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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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2011 年 3 月 11 日在日本東北地區發生海嘯事件後，時至今日

仍影響著該地區人民的生活，包括福島核能議題與民眾的災後復興

重建等，另外，臺灣雲林縣口湖鄉亦有口湖牽水 音「狀」）1儀

式行之有年，自 1845 年發生水患以來，這份極具民間信仰特色的

宗教活動周而復始地在當地居民間傳承著，並獲登錄為國家級無形

文化資產，兩事件皆與水難有關，卻發展出不同民俗特色的身體元

素，令筆者衍生出是否可能進行災後祭典案例比較的想法，其中，

東北六魂祭實際上是日本東北六縣將其各自最為代表性的祭典，包

括：青森縣之青森睡魔祭（青森佞武多ねぶた）、岩手縣之盛岡三

颯舞祭（盛岡さんさ踊り）、宮城縣之仙台七夕祭（仙台七夕まつ

り）、福島縣之福島草鞋祭（福島わらじ祭り）、山形縣之山形花笠

祭（山形花笠まつり）、秋田縣之秋田竿燈祭（秋田竿燈まつり），

取其精華而匯整，自 2011 年起，於 5 月至 7 月間不定時擇 2 日定

於周末在六縣城市輪流舉辦，並於 2017 年起更名「東北絆祭」（東

北絆まつり）舉辦至今。2 

青森睡魔祭的「跳人演舞」（ハネト）、盛岡三颯舞祭的三颯舞

（盛岡さんさ踊り）、仙台七夕祭的麻雀舞（すずめ踊り）、福島草

鞋祭的舞蹈蘇打夜（ダンシングそーだナイト）、山形花笠祭的花

笠舞、秋田竿燈祭的竿燈妙技，皆富含各祭典的舞蹈特色，雲林口

湖牽水 作為一種宗教科儀，雖較無舞蹈形式的呈現，但在一些科

儀過程中，如排 、起 、牽 ……等，皆凸顯當地居民運用身體

                                                
1 按曾人口引第一位研究「萬善同歸」的詩人曾仁杰所傳承，表示一向「 」

就是「 」。見曾人口，《萬善同歸之歷史與祭祀──牽 的特殊民俗》，

（雲林：雲林縣萬善同歸牽 文化維護協會，2010），10。 
2 詳見東北絆祭活動官網，http://tohoku-kizunamatsuri.jp/?fbclid=IwAR1D21zpOP

kdUsnPde83xNZzsVWxkLWk0x01FCDVIUFEh-dOul8axppom4Q，該活動亦有

臉書專頁提供訊息，見 https://www.facebook.com/tohokukizunamatsuri/，2020

年將訂於 5月 30、31日舉辦,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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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techniques of the body）使人們擁有歸屬感的集體特性，於區

域內形塑出共同的社會文化價值。3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福島草鞋祭

的遊行隊伍所帶來的遊行內容，有時運用來自牙買加的雷鬼

（Raggae）音樂文化元素混音製成的平成草鞋舞曲，有時結合嘻哈

（Hiphop）風格來展示所編排的舞蹈，4顯示福島草鞋祭即使祭典內

容包含了外來流行音樂，仍可透過整合巧思讓此一祭典聚焦維繫傳

統價值核心，萃取其舞蹈活動的熱鬧氛圍，以凝聚大眾災後面對生

活的希望之心，此種祭典裡關於身體活動的動態藝術內容，所帶來

的觀光愉悅氣氛而衍生對未來充滿期待的感受，其背後蘊含何種意

涵，以及這樣的兼容並蓄是否可作為臺灣祭典的啟發或反省，是激

起我探究這項題目的主要動機。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將運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 Research）與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進行研究，透

過探討當前現象與真實事件，輔以蒐集文獻並整合歸納，藉由官方

出版品、學術書籍、期刊與報章雜誌，以及可公開查找之官方網路

圖像與影像資料作為支援，經由時間進程找出某種因果關係或相互

關係，使問題情境得以藉由溝通而揭露，並於文本分析過程中，將

臺日二祭典之身體元素所欲傳播的身體訊息予以分類與闡釋。 

                                                
3 所謂「身體技術」（techniques of the body）或譯身體能力，是法國社會學家馬

歇爾．毛斯（Marcel Mauss）所提出，是一種對社會文化所規定人們使用身體

的方式之想法，舉凡與身體有關的走路方式、農耕、漁撈的身體使用方法、

吃法、坐法、睡眠方式……等，依照自小習得的技術不同及文化歷史而呈現

差異，例如：「拔河」這一項擁有地域特性在亞洲稻作地帶傳播的身體技術，

可視為一項身體運動文化。參考自大森重宜，〈能登半島的切籠和拔河祭：以

堀松住吉神社為例〉，《身體文化學報》，26（臺北，2018.06）：56-79。 
4 見福島草鞋祭官網，http://fmcnet.co.jp/waraji/,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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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俗文化之身體元素 

一、身體民俗與身體展演 

（一）身體民俗 

美國民俗學者凱薩琳．楊（Katherine Young）在 1989 年美

國民俗學會上依民俗（folklore）的字詞使用，創造性地提出了

「身體民俗」（bodylore）一詞，著力於探討有關身體的民俗或

知識，特別是身體如何參與建構社會意義，5對凱薩琳而言，身

體的切口、疤痕、紋身、植入物、常態與非常態的生理器官、

上色、纏繞物、裝飾品、服裝、面罩或頭罩、眼罩或口鼻罩、

服飾、裝備、暴露與裸露，這些在人體表面凝結或具體性的內

含物，都具備了延伸感並且可被文字化，在我們所有人的身體

上，文化被銘刻（inscription），此文化銘文必然包含對已經書寫

在身體上的東西進行「外刻」（exscription，或譯「外銘寫」），

它是一種重寫、覆蓋或擦除。6 

若從其觀點來看，凱薩琳著重個人視角的敘事，因個人最

能揭示民俗乃需要身體經驗生活知識的特質，因此民俗學對於

個人敘事的重視不言而喻。但人們在運用口頭進行各種傳統交

                                                
5  見中國民俗學，彭牧，〈民俗與身體──美國民俗學的身體研究〉，

https://www.chinafolklore.org/upload/news/Attach-20130422201844.kdh，頁 16, 

2020 年 2 月 4 日檢索。彭氏認為，綜觀美國民俗學者近來的身體研究，可整

理出兩種研究取向：一條沿著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話語分析的路

徑，結合人類學家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對身體象徵和社會結構與

關係的考察，著重探究社會、歷史與文化如何塑造身體，如何刻寫於身體之

上，身體如何成為權力、話語爭奪和角逐的場域。另一條則根植於現象學研

究的傳統，強調身體活生生的肉體性。沿着人類學中從馬歇爾．毛斯（Marcel 

Mauss）的身體技術到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慣習（habitus）理論

脈絡，它關注身體的能力、經驗、感覺和能動性，探討「體現」

（embodiment）、「體知」（bodily knowing）與人類社會文化實踐的關係，見

前揭文，頁 22-23。 
6 Katharine Young, “Introduction”, in Katharine Young ed. Bodylore. (Knoxville: 

Univ Tennessee Press, 1993) , xvii-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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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時，那些經過集體創作提煉成型的敘事，多半僅作為表演的

特殊文本，而靈活的個人敘事卻是在現場被人們使用最多的表

達手段。7凱薩琳雖然提出了身體民俗的概念，但並未對身體民

俗學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系統的建構，8然而她至少開宗明義道出

她在探討的核心是從民俗研究中，重新審視關於身體的領域，

認為「身體是被發明的，而非天生」是身體民俗學的基本概念，

且每種話語都發明了一個不同身體。9 

凱薩琳關於身體被文化所銘刻的論述，雖與人類學有部分

相似，但借用當代法國哲學家穠希（Jean-Luc Nancy）有關外刻

的討論，代表了民俗語境在身體意義的開展。當語言作為抒發

形上意義的出口，書寫被看作是意義的生成、延異和散播的過

程，在此基礎上，穠希以意義、共在、外展、觸感等較廣維度

的思考，將書寫發展為外刻。10書寫持續地更新與修改意義，接

續了外刻，並對外刻再描繪，是以書寫讓意義再次發生。11筆者

認為，外刻呈現了存在的自身相，一種表意的轉向，用意義的

虛質來體驗書寫的邊界，準此，外刻必須在觸摸、觸及、感觸

之中才能呈現意義。 

                                                
7 中國民俗學網，〈劉鐵梁 身體民俗學視角下的個人敘事──以中國春節為

例〉，https://www.chinesefolklore.org.cn/web/index.php?NewsID=14017,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8  王霄冰、禤穎，〈身體民俗學的歷史、理論與方法〉，《中國知網》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

2019&fileName=WHYA201902010,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9 原文為：“Their cumulative effect is to display the body's social construction: a 

different body is being invented in each discourse. The term I coined for these in 

inventions is bodylore.”, “The notion of the body as invented, not given, is one of 

the founding premises of bodylore.” 見 Katharine Young, “Preface”, in Katharine 

Young ed. Bodylore. (Knoxville: Univ Tennessee Press, 1993), vii. 
10 王琦，〈外展與觸感：讓──呂克．南希論書寫的意義問題〉，《西南大學學

報》，http://xbgjxt.swu.edu.cn/jsusse/html/2019/5/201905015.htm#b15, 2020 年 2

月 5日檢索。 
11 魏建國，〈Nancy 與現代主體形上學之解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博

士論文，201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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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不自覺的身體能力是從小由生長文化培養出來的，

不同文化之人，從小培養與學習出的一種身體能力，能夠用來

感知外界，適應環境，也能用來調適身體與外界。12我們可以透

過身體感的研究，來定義文化是一套身體感的體系與脈絡，而

這套日常生活身體感的常識讓當地人維持穩定的生活規律，建

構日常生活價值來源。13梅洛龐蒂（Merleau-Ponty）談到優秀足

球員的身體基模是不會等待機會出現才思考如何反應，而是自

體調整喚起他的行動，身體清楚感覺到局勢，彷彿他是球場上

的垂直面與水平面。14這些可推敲自常民生活裡的身體行動，皆

是民俗範疇裡重要的身體元素。 

（二）身體展演 

宗教文化作為民俗學的一環，在一些跨文化的領域，我們

可以看到各種突顯身心合一的存有學認識論。如道家的靈修有

著「以身觀身」對身體的基本肯定；基督教也可以身心合一的

方法來體現耶穌所肯定的人性當中的神性；伊斯蘭教的蘇菲派

（Sūfī）和猶太教的卡巴拉派（Kabbalah），在十二、三世紀時

皆出現了某種重視身體的密契經驗，蘇菲派中有些人使用音樂

和舞蹈來提升精神的專注，在舞蹈中達致身心平衡，並納主於

心懷，其中被稱為「旋轉的托缽僧」的毛拉維亞派

（Mawlawiyyah），更強調用舞蹈集中精神，泯除自我界限，體

驗空無，在旋轉中使身心宛若獻主的燈臺；卡巴拉派的西班牙

猶太密契家阿布拉菲亞（Abraham Abulafia）也發展出一種猶太

式的瑜珈，運用呼吸、祈禱與特定身體姿態，藉以開啟靈魂封

口，達致自我解脫。和中國道家的凝神練氣與佛教的的參禪打

                                                
12 張珣，〈日常生活中「虛」的身體經驗〉，《考古人類學刊》，74（臺北，

2011.06）：23。 
13 張珣，〈日常生活中「虛」的身體經驗〉，《考古人類學刊》，74（臺北，

2011.06）：43。 
14 謝林（Chris Shilling）著，《轉變中的身體：習慣、危機與創造性（Chaging 

Bodies: Habit, Crisis and Creativity）》（廖珮如、謝明珊譯），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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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一樣，其意義都是在身體的動作與運用開始靈修。15禪坐亦是

一種「不動的我」，身體的變化非意識所控制，唯一的觀眾就是

自己。16 

在身體對「神聖」的感應方面，臺灣漢人民間宗教文化的

脈絡下，身體對神聖的感應不屬於一神信仰的絕對化顯聖力

量，而是在多元而相對的顯聖動力關係下完成，所開顯或釋放

出來的內在人格特質與能量特質，往往被「屬靈的規訓」加以

約束，被神話劇情和宗教規範賦予意義。身體遭遇超過自身所

能理解的力量衝擊時，往往產生強烈的生物本能，讓人對身體

失去原先的控制，產生各種異乎日常的感官經驗，這些混亂的

能量若被宗教人辨識出它的神話象徵意義，就進入通靈文化的

領域，只不過，無法辨識意義的非理性強烈情感，往往被醫療

體系視為精神性疾病，而那些無以名狀的強大能量，逐漸躍變

為一種身體展演。17 

身體展演的身體感讓社會身分得以暫時轉換，傳統民間信

仰者的身體多半是體力上勞動者的身體，在通靈與在儀式的過

程中，當身體不再屬於為了生計的勞動功能，取而代之的是運

動健身、武術、舞蹈、競賽、遊戲般等的身體時，在通靈或顯

聖的過程中，以「神聖之名」讓身體從經濟或現實條件的實用

價值，轉向為宗教、藝術、休閒娛樂的精神性交換價值的追求。
18 

觀光領域的展演轉向論者認為，傳統作為旁觀者的觀光

客，在進入一個觀光空間後，其對於冒險與積極主動的意念，

                                                
15 沈清松，〈身體、社會參與和靈修〉，《輔仁宗教研究》，31（新北，2015.12）：

135。 
16 余舜德，〈身體修練與儀式展演：慈溪道場個案的研究〉，《中央研究院民族

學研究所集刊》，84（臺北，1998.12）：29-32。 
17 王鏡玲、蔡怡佳，〈神聖與身體的交遇：從靈動的身體感反思宗教學「神聖」

理論〉，《身體感的轉向》（余舜德編）（臺北：臺灣大學，2015），176。 
18 王鏡玲、蔡怡佳，〈神聖與身體的交遇：從靈動的身體感反思宗教學「神聖」

理論〉，《身體感的轉向》（余舜德編）（臺北：臺灣大學，201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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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重感官、情感與動作上呈現更為明顯，例如：原本被工作

規訓的身體變為愛玩、青春洋溢的身體；配合導遊演出將整個

地景當作一開放式舞臺的操作；在承受文化衝擊時也因身體的

載體性質使得觀光客均自習了原場域「文化成員」（cultural 

membership）不同程度的教養與風格制限；特定物質表面

（material surface）如沙灘、陽光、飛機、商店的外溢需求讓觀

光客宛若即興演出一般，使觀光客創意十足，自我生產，演繹

預定路線（腳本）以外的故事，而這些展演轉向，在相機的鏡

頭前，身體會連袂演出不同於日常生活般的群體意象，待快門

按下後，技術捕捉了他者的世界，自身演出者則又回歸原本所

處場域的接受或抵抗符號。19 

若把文化觀光的行為放置在祭典的場景上，隨著聲音地景

（soundscape）的節奏起舞、跟朋友聊天、聞香、聽誦、禮贊、

參與儀式盛宴，聽、觸、味、嗅覺再加上實踐行動，身體不斷

地在感受他者與不同感官景觀之間展演自身，身體感知所隱含

的意識形態與意義體系，總在被凝視下的社會品味與特質間穿

梭往返。 

二、臺灣民俗的身體建構與反思 

臺灣民間信仰裡大部分內容包括了神將、許多道教的動作科

儀，然而只要是不同門派或宮廟，亦有其各自的儀式性安排，這些

由身體所形塑的感知通念所幻化的規訓行為，應可在繼承傳統的理

路中進行歸納，進而找出臺灣無形文化資產所蘊含的「臺灣身體」

形式。許多不同的民間信仰裡包含多元的身體實踐，當科儀演示者

藉由肢體開延、律動完滿與具有活力釋放的極致技術，得以展現其

情感或文化底蘊時；當大眾觀者因科儀演示者的動作而產生集體崇

敬與遙思意念時，探究這些身體展演在民間信仰裡所扮演的積極功

能應當值得進行。 

                                                
19 約翰‧厄里（John Urry）、約拿斯‧拉森（Jonas Larsen）著，《觀光客的凝

視 3.0（The Tourist Gaze 3.0）》（黃宛瑜譯）（臺北：書林，2016），25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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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作為一種調查民間信仰的渠道，與所謂官方歷史實為一體

之兩面，臺灣自古身處海島，複雜的對外關係隨著各方移入族群所

帶來的不同風土背景而形塑，身處在各種因工業化、都市化，甚或

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影響下，許多面臨邊陲的傳承斷裂亦需要強調主

體來維持，當各族群因藝能生活、經濟產業、家庭行事、生命禮俗

等不同而交織出一種看熱鬧似的「獵奇」行動，族群間相互的勢力

消長往往伴隨著爭鬥與交融，即便一項明顯出自迥異地域環境的社

會風貌，亦難謂將族裔分門別類為相異的「他者」，臺灣從原住民

到閩粵移民，從清帝國輸入的大中華傳統，到日治五十年、國民政

府來臺，許多自然生成與強行附加的文化底蘊長期接受外力擠壓，

也難以主張其深刻的主體性，取而代之的是混搭的文化元素，透過

行為、信仰，與文化資產來繼承。 

傳承於臺灣民間廟會中的假裝與變裝，各種神將、官將首、王

爺信仰……等扮相，可謂承襲早期先民對自然、飛鳥走獸、生存環

境……等之崇敬心理，付諸於外顯的行為儀式。事實上，在人類社

會發展中，透過衣物、顏料增添於身，滿足保護身體、抗寒避暑，

預防疾病等需求，甚或營造身分地位與不同人格角色等功能亦所在

多有，然而藉由外體形貌的轉化，以營造某些特定氛圍，以滿足群

眾基於生理、心理，進而總體社會等需求，假裝行為背後，仍延伸

裝飾身體的深層意義。201922 年艋舺義英社謝范二將軍神將運抵日

本東京參與平和紀念東京博覽會擔任臺灣館的演出嘉賓時，在當時

的時代背景下，亦肩負行銷臺灣物產的任務。21 

以目前的臺灣民俗文化環境而言，許多民俗實踐者及參與者常

在有限的資源裡爭取「孰為原初」的象徵，例如：北港朝天宮與新

                                                
20 林承緯，《臺灣民俗學的建構》（臺北：玉山社，2018），106-129。 
21 這裡所謂「假裝」源自日文「仮装」（kaso），為一種由人扮成神鬼扮相的臨

時性變裝或裝飾之意，見林承緯教授訪談，「寶島少年兄」頻道，〈寶島少年

兄專訪 162-2 「林承緯／臺灣民俗學：古早的七爺八爺來去日本？」〉，

4'39"-13’3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BW1gBpY9do&t=7s, 2020 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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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奉天宮、大甲鎮瀾宮之間裏不清的進香脈絡，抑或諸多行之有年

但缺乏無形文化資產登錄要件的民俗活動，也為了爭取登錄一事而

費盡心思，為的是後續的文化創意發展潛能還是信仰忠誠吾人難以

置喙，但細究民俗若要被政治所提攜才能成形是否還是真正的文化

形塑？「從上而下」的政府扶植抑或「從下而上」的民眾養成才是

對文化整體捏胎的有效途徑？我們亦不乏看到許多節慶的舞蹈節

目裡，由於主事者為求熱鬧，「速食」或「拼貼」的盲點層出不窮，

例如鋼管脫衣舞，其實質目的為迎神、謝神，還是人為自行喜好？

同一批舞蹈團體以同一支表演內容，在許多差異甚大的文化意涵節

慶場合演出，有時亦流於僅是增加主辦單位表演節目數量的敷衍觀

感。 

多元文化共榮共生，是當今社會面對文化的普世價值，也是近

年來政府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的核心精神。臺灣人迎神賽會的祭典

節慶，是根植於土地且世代傳承延續的文化傳統，更是最具在地特

色的文化瑰寶。往昔，相對於傳統生活的樸實平淡，「逗熱鬧」、「吃

拜拜」反應出祭典帶給人們的期盼與享受。這些透過祭典儀式的民

俗活動傳承於民間社會、日常生活的文化傳統，近年來成為政府推

動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標的。2005 年至今的十餘年間，全國各縣市

歷經普查、訪視、審議、登錄、備查、保存維護等行政措施，再依

據該項民俗文化是否具備重大意義及高度文化代表性等基準，由文

化部登錄認定成為國家重要民俗文化資產，從往昔所側重的古蹟、

古物，一舉擴大到民俗、傳統藝術等範圍，讓那些「與國民生活有

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及節慶」，也就是

目前《文化資產保存法》所認定的民俗，得以在有系統的保存維護

機制支持下達到世代相傳的狀態。22 

近年臺灣在對外宣傳臺灣意象時，從早期雲門舞集的《水月》

至蔚為風潮的電音三太子，亦可觀察臺灣尋求主體意識的轉向，溯

                                                
22 林承緯，〈3 月瘋媽祖、4 月迎王爺！民俗專家林承緯帶你從矮靈祭到媽祖遶

境 窺探綻放全臺 18 項神明祭典〉，《LaVie 電子報》，https://www.wowlavi

e.com/Article/AE1900840,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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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臺灣民俗的底蘊，以及將西方電音結合傳統扮相的多元雜揉，

凸顯了臺灣正顯身於排除後殖民化的認同政治，從威權體制前往累

積社會系譜的碰撞，以回歸身體一事展現文化邊緣運動於資本環境

下存有的角色。 

參、口湖牽水  

一、口湖牽水 簡介 

每年農曆六月初七、初八，雲林縣口湖萬善爺祠所舉辦的牽水

祭典是為臺灣民俗信仰中相當特殊的宗教活動，它主要憑弔在

1845 年（道光二十五年）在此地所發生的歷史性大水難（俗稱六七

水災），當時死傷無數滄桑悲慘，經過代代相沿成習，不僅成為地

方獨有的民間特殊信仰文化，也讓鄉人後裔續能遙念先人之情。藉

由一種以竹篾（竹皮）編紮而成的空心圓桶，糊上花紙，共分三層

中空成形，分別代表象徵著水中的「下界」、陰間的「中界」與天

堂的「上界」，這種泉州遺俗是道教為了牽引因意外死亡的亡魂，

所運用的一種牽魂祭器，稱作「 」，也作「狀」。 身高度約四、

五尺，中間豎一支較長竹竿，用於轉動 身並引出魂魄，過往之人

若為血難如難產、車禍等血厄而死，就糊上紅色的水 ，若溺水者

則為白色。23 

                                                
23 事實上，早在秦漢之際，泉州就有隱者和方士巫術的活動。道教在泉州流傳

一千多年，宋代以後，儒、道、釋為格局的文化思想形成，對泉州社會產生

重大影響。泉州的「法事戲」又稱「打城戲」，源起於道教祭祀活動，發展和

成熟於道、佛僧人的法事表演，無論是內容與形式，都與宗教血脈相連並與

民俗活動相依相存，一般民間認為人遭遇橫禍而死者（包括：被人殺害、車

禍、意外、自殺、難產、水厄、火災……等非自然死亡），魂魄就飄往地獄的

枉死城去，為了將囚在枉死城受苦受難的先人救贖出來，就有了「打城破地

獄」的法事，打城破地獄是佛道二教的超度法事的儀式，簡稱「打城」。打城

戲的主要演出活動場所和生存環境依附著民間殯喪等法事活動，在這些活動

當中，它既是一種戲劇表演，同時也是一種民間的宗教活動，爾後逐漸由法

事儀式而搬上舞臺。據傳因水溺亡者，其水魂會永久困在水牢中，故而轉水

儀式以牽溺水而亡為主，透過牽 渡出離苦得樂。見永安天文宮，〈牽狀

儀式的起源〉，http://www.xn--rss18chd615bwmi.com/front/bin/ptlist.phtml?Categ

ory=4786,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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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儀式裡僅會有一支或數支，而口湖地區祭典中量達數千

的水 ，代表當年發生的是相當嚴重的大水難。24 

民間傳說官府奏報朝廷後，道光皇帝將罹難者敕封為「萬善同

歸」，口湖鄉居民為緬懷及超渡先人，清咸豐元年（西元 1851 年）

移居下湖的倖存居民，開始募款興建草祠（即蚶仔寮舊金湖港萬善

爺廟前身）於蚶仔寮西南處萬人塚旁祭祀。因臺灣民俗中水災往生

者的拔度方式，需透過牽水 以脫離苦海，因此地水難往生者多，

使得口湖牽水 儀式特別壯觀。每年牽水 習俗，呈現了臺灣民眾

悲天憫人的情操，透過誦經、拔度功德道場科儀和淨筵普施等儀

式，協助先人離苦得樂，其中，最主要的兩個民俗祭典，是農曆六

月初七口湖萬善爺廟（下寮仔）的挑飯擔祭祀祖靈，以及農曆六月

初八下湖港萬善祠（蚶仔寮）及金湖萬善爺廟舉辦的牽 儀式，

至今已有百餘年歷史，其舉辦日期與時間（如表 1）：25 

表 1 口湖牽水 儀式時間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活動地點 

農曆六月初七 

10:00-12:00 挑飯擔、祭祖靈 下寮仔萬善爺廟 

17:00-22:00 放水燈（金湖） 
金湖萬善爺廟金湖

港口 

農曆六月初八 
10:00-12:00 排  

蚶仔寮萬善祠 
15:00-19:00 起 、牽 、倒 、燒  

就臺灣無形文化資產的定義而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 條即揭櫫：「為保存及活用文化資產，保障文化資產保存普遍平等

之參與權，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多元文化，特制定本法。」第

3 條所列，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的文化資產，可分為有形文化資產

                                                
24 見雲林縣政府，〈口湖牽 文化祭〉，https://www.yunlin.gov.tw/News_Cont

ent.aspx?n=1244&s=205939；內政部臺灣宗教百景，〈口湖牽水（車藏）〉，ht

tps://www.taiwangods.com/html/landscape/1_0011.aspx?i=66, 2020年 2月 5日檢

索。 
25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口湖牽 》（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5），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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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形文化資產，其中「民俗」類屬於無形文化資產，係指「與國

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及節慶。 

另在《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亦有延伸定義，「包

括各族群或地方自發而共同參與，有助形塑社會關係與認同之各類

社會實踐，如食衣住行育樂等風俗，以及與生命禮俗、歲時、信仰

等有關之儀式、祭典及節慶。」從文字中，可清楚地知道任何文化

活動或社會實踐要成為政府認可的民俗類無形文化資產，前提必須

要是「民俗」，也因此只要不是民俗，倘若是刻意加工的、被動員

的、官方側翼單位進行鼓吹辦理的，無論是多偉大的祭儀，都不能

被登錄為民俗文化資產。相反地，口湖牽水 對雲林縣口湖鄉民來

說，是民眾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普遍存在口湖鄉民心中具

備積極行動意義，是自發性的一種身體規訓，放諸於民俗定義下的

視野。 

從守護珍貴文化資產的角度所施行的文化保存維護政策，除了

是政府呼應國際潮流的文化施政一環，這些藉由制度規範及專業審

議判斷裁量下的文化資產，也成為另一種展示臺灣文化傳統的指

標，甚或成為祭典觀光的號召。 

由於口湖牽水 具備獨特文化和慎終追遠的意涵與精神，2008

年由雲林縣政府登錄為地方無形文化資產，2010 年則由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今文化部）指定為國家文化資產重要民俗，26其地方

級與國家級公告資料分列（如表 2、表 3）： 

                                                
26 見內政部臺灣宗教百景，〈口湖牽水（車藏）〉，https://www.taiwangods.com/ht

ml/landscape/1_0011.aspx?i=66,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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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口湖牽水 地方級無形文化資產登錄資料27 

名稱 口湖牽水車  

類別 民俗 

級別 民俗 

種類 信仰 

公告日期 2008 年 11 月 25 日 

公告文號 府文資字第 0972401902 號 

所在地 雲林縣口湖鄉 

所屬主管機關 雲林縣政府 

評定基準 

（一）傳統性：具有古昔生活傳承，風俗形成與發展者。 

（二）地方性：民俗其形成與發展具地方特色，或與其他地區

有顯著差異者。 

（三）歷史性：由歷史事件形成，具有紀念性意義者。 

（四）文化性：具有特殊生活文化價值者。 

（五）典範性：民俗活動具有示範作用，可顯示其特色者。 

登錄理由 

（一）符合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9 條暨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

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2 條第 2 項之第 1 至 5

項之基準。 

（二）口湖牽水 為臺灣規模最盛大之牽 活動，且具有歷史

紀念意義，呈現地方人文特色，緬懷先民之精神。 

法令依據 

（一）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9條 

（二）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6

條 

 

                                                
27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口湖牽水車（藏）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

overview/folklore/20081125000001,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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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口湖牽水 國家級無形文化資產登錄資料：28 

名稱 口湖牽水  

類別 民俗 

級別 重要民俗 

種類 信仰 

公告日期 2010 年 6 月 18 日 

公告文號 會授資籌三字第 0992006193號函 

所在地 雲林縣口湖鄉 

所屬主管機關 文化部 

評定基準 

（一）風俗習慣之歷史傳承與內容顯現人民生活文化典型特

色者。 

（二）人民歲時重要風俗、信仰、節慶等儀式，顯示藝能特

色者。 

（三）民俗藝能之發生與變遷，其構成上具有地方特色，且

影響人民生活者。 

登錄理由 

（一）本活動與口湖地區民眾歷史記憶緊密結合，並引導地

方生活歲時作息，符合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

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 條第 2 款第 1 目：「風俗習

慣之歷史傳承與內容顯現人民生活文化典型特色者」

之指定基準。 

（二）其民俗儀式顯示道教科儀音樂、場景、藝能及民間糊

紙、彩繪工藝等藝術，符合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

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 條第 2 款第 2 目：「人

民歲時重要風俗、信仰、節慶等儀式，顯示藝能特色

者」之指定基準。 

（三）其科儀傳承逾 160 年，顯現悲憫祈福求安之文化精神，

其禮俗具文化特色，符合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

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 條第 2 款第 3 目：「民俗

藝能之發生與變遷，其構成上具有地方特色，且影響

人民生活者」之指定基準。 

法令依據 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 3條 

                                                
28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口湖牽水車藏〉，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

ew/folklore/20100618000010,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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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雲林的口湖牽水 的民俗儀式裡，反映臺灣漢人社會多元的

宗教信仰內涵，其祭典亦體現該地社群的宗教理念及宇宙觀，成為

延續文化根源與凝聚族群向心力的重要支柱。 

二、口湖牽水 的製作方式與科儀流程 

（一）口湖牽水 的製作方式 

「 」之意為「旋轉」，出自於道教科儀，其製作方式用至

少生長 2 年的桂竹剖條，大、小各編紮 4 個弓圈，再運用十字

線將大小弓圈綁在一起，形成內外 2 圈長圓筒狀，內圈外糊上

白色、灰色或淺淡花紙，其「上界」、「中界」、「下界」每層各

糊上四位民間信仰人物，「下界」牛頭、馬面、七爺、八爺；「中

界」則為山神、土地、文判、武判，也有些會糊上池頭夫人；「上

界」為善才童子、龍女、觀音及地藏王菩薩， 心由底部斜上

貼著一條樓梯，在十字交叉四方處，分別綁上一支三角旗書寫

亡者姓名，透過親人的拍打轉動水 ，藉由旋轉的水 從水中

找到上岸的方向，將沉淪於水域中的往生者靈魂一層層地牽引

上來。29 

（二）口湖牽水 的科儀流程 

雲林口湖牽水 作為臺灣規模最大的牽水 儀式，其主要

的科儀流程為：30 

1.糊水 ：早期水 都是家家戶戶自行糊製，等祭祀日才送達

會場，但因時代變遷已逐漸演變為由廟宇道士壇糊製、集體

排放。 

2.引靈就位：由道士迎請萬善祠神像，並主持開光（對神像給

予特別的靈力），起鼓後代表法會正式開始。 

                                                
29 內政部臺灣宗教百景，〈口湖牽水（車藏）〉，https://www.taiwangods.com/html

/landscape/1_0011.aspx?i=66, 2020年 2月 3日檢索。黃丞萱，〈層層牽引，拔

度救苦──道教中的「牽水（車藏）」科儀〉，《宗博季刊》，103（新北，2

017.07）：22。 
30 內政部臺灣宗教百景，〈口湖牽水（車藏）〉，https://www.taiwangods.com/html

/landscape/1_0011.aspx?i=66,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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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表奏文。 

4.放水燈：邀引水中孤魂前來接受普渡超生。 

5.放赦：又稱「走赦馬」，為道士「做功果」的陰事科儀，請

求神明濟渡赦罪往生者靈魂。 

6.排 ：於金湖萬善爺廟、下湖港萬善祠排出綿延的水 ，壯

觀的場景是法事最大特色。 

7.誦經禮懺。 

8.起水 （發 ）和牽水 （轉 ）：由道士誦經慰，增加往

生者功德。31 

9.淨筵普施：邀請往生者前來饗食。 

10.倒 ：即推倒水 表示功德圓滿。 

11.謝壇燒 ：表示整個儀式順利完成。 

其中在請神、為 開光後，主要的牽水 程序並引人注目的，

是發 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的超自然現象。在轉 時，信眾們跟隨

道士與法師一邊誦經，一邊繞行一排排的 ，同時轉動 身，期望

將溺於水下的亡魂，搭著渡船、步上樓梯，接引，依靠牛頭馬面、

七爺八爺的護送，由中界的文判、武判審其在世功過，繼續進入上

界，最後獲得地藏王菩薩與觀世音菩薩的慈悲赦罪，終至進入天

堂。32當儀式中象徵孤魂已經成功地被 牽引上來之後，據當地

民俗專家表示雞就會啼叫，其中部分參與者會出現突然嚎啕大哭、

                                                
31 每當發 的過程，皆有部分超自然現象發生，現場令人驚奇，網路影像可參

考新視界－發現新臺灣／真心看臺灣／臺灣大未來」頻道，〈真心看臺灣 金

湖萬善爺〉，2'13”-2'45”，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26_8_usNs, 202

0年 2月 5日檢索。 
32 在此儀式中各項器物須備足，如：蕉欉、公雞、雞籠、拖鞋、掃帚、椅子、黑

傘、水杓、臉盆、水……等，於儀式進行中，作法人員會口唸「雙腳踏雞籠，

手扶香蕉欉，身倚魂梯，換衫換褲，洗腳洗手親像人」，藉以讓孤魂攀附上

岸，藉由魂梯逐界超生，並於潔淨之後，換上新的鞋子、衣服，宛若正式的

人一般，參與這場盛宴，可看出牽 作為引水難孤魂上岸的重要媒介角

色。來參加此儀式的觀眾、鄉民，不限身分都可以參加轉水 。見東森財經

新聞《臺灣大代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wpfmXasWCA, 202

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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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拔起，用力擲地、跺地、彈跳等身體動作，即使是身形瘦小

的女子亦會突然力大無窮，超乎她正常力氣表現的狀態，身旁五、

六名狀漢亦未能將其拉住，只見這些看似起乩行為的參與者，皆往

廟的方向狂奔，行至廟前卻又渾身癱軟，彷彿失去自主能力，直到

參與者雙手離開 才恢復意識，對甫發生的牽 記憶大多瞬間

斷片，而被廟裡主神萬靈公欽點的代言人（萬善爺的乩身），又出

現暴衝舉動，進行點 儀式，使現場畫面極具震撼力，並充滿玄奇

難解的感通經驗。33 

事實上，在宗教脈絡中，感通經驗意味著超乎日常作用的一種

精神感應，會為這些人士帶來與超常世界或神靈世界的直接接觸，

這些特殊的感通經驗可能被視為病態的表徵，以解離或多重人格等

精神病理學的語言被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宗教文化系統的形

塑，使得這些可理解性的經驗具有文化意義。透過引導特殊感知的

知覺條件，如規律的鼓聲、焚香的味道、身體的姿勢如靈動或靜坐

等，一方面是宗教在身體呈現出的表現形式，一方面是身體在文化

的銘刻裡，長久對亡靈的景仰、對厲鬼的畏懼、對神靈的崇拜、對

環境與自然關係的感召，浸染中習塑了由自身身體所創造出來的真

實，反映了身體經驗與宗教傳統有彼此形塑與創造的關係，而非單

向的因果關係，身體一直置於環境之中，環境亦包含了種種自然與

人文的條件，而宗教傳統所賦予的文化場景讓身體與環境不斷地形

塑彼此，互為因果。34而受到腦神經醫學對儀式出神研究的啟發，

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開始注意到人類亙古以來不斷地使用

意識轉化技術，讓身體成為一種反結構的中介（Liminality）與合一

（Communitas）狀態，那是一種從日常到非日常的意識狀態，造成

                                                
33 本段描述見東森財經新聞《台灣大代誌》頻道，〈口湖牽水(車藏)度上萬亡靈

 供品不足惹詭事《臺灣大代誌》20190721〉，5’20”-10’22”，https://www.youtub

e.com/watch?v=3wpfmXasWCA,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34 蔡怡佳，〈從身體感研究取向探討臺灣基督教與民間宗教信徒之感通經驗〉，

《考古人類學刊》，77（臺北，臺灣大學，2012.12）：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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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的則是那些身體行動。35傳統宗教精神過渡至身體活動儀式而

顯得更加活絡，展現出中介狀態中的交融精神，使得人與宗教節慶

之間的互動過程能促進文化的再生產。36這種儀式若以身體感去理

解，其與物之間密切的關係於日常生活、社會關係的建立、宗教儀

式的展演、社會階級或階序（hierarchy）的分野，及象徵意涵的建

構等面向，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37 

身體的「靈動」以個體內在經驗為基礎，從主體對另一種所感

應的顯聖他者的連結，拉近了個體與顯聖對象之間的關係。在精神

層面進入信徒意識或潛意識，在身體層面進入身體的氣血循環、氣

場流動之中，身體與精神同時產生異乎尋常的變化。顯聖的靈力得

以在通靈者身上顯示，通靈者將自身的意識或者「靈」讓出來，讓

「您／你」（顯聖的靈）得以進入身體，讓無形的神佛聖界與非神

佛的靈界，借用或透過有形的身體來傳達訊息。在靈動中，所引動

或觸發的是更多個人內在慾望潛意識，也牽動肉體更多透過感官知

覺所累積與潛藏的記憶與想像，看到、聽到、聞到或摸到等，一般

未通靈時無法覺知的感官體驗。這些內在體驗被揭露出來，提供了

靈動者更多的自我理解，自我療癒或治療他人的可能性。38 

海邊的空間作為放水燈儀式展演的舞臺，提供了大自然能量角

力與轉換的平臺，引靈、走赦馬、誦經、倒 等儀式，道士口中的

念念有詞在局外人眼中是一種看不懂的手舞足蹈，然而信徒心中的

小小本願，藉由救渡痛苦、悲傷的「他者」得到安慰，謝壇燒 透

                                                
35 “Communitas”亦有學者翻譯為「交融」，見陳豪偉、許光麃，〈運動與宗教節

慶之變遷〉，《身體文化學報》，10（臺北，2010.06）：38；鍾明德，〈轉

化經驗的生產與詮釋：白沙屯媽祖徒步進香的身體行動方法研究〉，《戲劇學

刊》，26（臺北，2017）：103。 
36 陳豪偉、許光麃，〈運動與宗教節慶之變遷〉，《身體文化學報》，10（臺北，

2010.06）：46。 
37 余舜德，〈從田野經驗到身體感的研究〉《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余

舜德編）（新竹：清華大學，2008），11。 
38 王鏡玲、蔡怡佳，〈神聖與身體的交遇：從靈動的身體感反思宗教學「神聖」

理論〉《身體感的轉向》（余舜德編）（臺北：臺灣大學，2015），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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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火將有形物質轉換為無形物質，這種救贖不只是為了超自然的彼

端，救援個別靈魂的神話與儀式展演，在現代社會扮演著彌補與完

滿人生缺憾的功能，經由與神聖力量的溝通，尋求安頓自己在這個

疏離、快速工業社會的一種逃逸路線。39 

三、口湖牽 的其他儀式與相關傳說40 

（一）挑飯擔祭祖靈 

口湖萬善同歸祭祀另有「挑飯擔祭祖靈」民俗儀式，於口

湖、四湖兩地的萬善爺廟以挑飯擔祭祖靈為主，在農曆 6 月 7

日舉行，活動時會集結來自口湖、四湖鄉等地村民，用傳統扁

擔挑著飯菜並以徒步方式，到萬善爺廟來祭拜祖靈，而無法親

自前往萬善爺廟祭祀的村民，則在家門前擺設香案朝萬善爺廟

方向祭拜。這種徒步的方式對銀髮族的身體感而言會略顯蹣跚

與僵硬，但老人家仍不斷以意志力對抗身體不自主的抖動，此

種宗教儀軌制約下的秩序，從自我心意的堅持與肉身跟隨，換

來內在的安定。 

（二）九頭十八手──戰水英雄大萬人 

水難發生時，相傳當年有一村民「陳英雄」體格魁梧、臂

力過人且深諳水性，大水淹至時先返家救母，忽聞鄰舍 8 位孩

童哭救聲，於是奮不顧身捨身相救，然最終 9 人皆不敵水患，

不幸遇難，後人感念其事蹟塑「戰水英雄」神像，稱之為大善

人，奉祀於金湖萬善爺廟內，其身背 8 名孩童，反映人們對戰

水英雄賦予神格化的故事。 

四、口湖牽 之祭典觀光形式與評價 

自 1845 年水難發生至今（2019）已經過 174 年，原本令人感

到嚴謹肅穆的科儀流程，逐漸轉變為地方居民邀集外縣市遊客共同

                                                
39 王鏡玲，《分別為聖：長老教會．普渡．通靈象徵》（臺北：前衛，2016），

165-166。 
40 內政部臺灣宗教百景網，〈口湖牽水（車藏）〉，https://www.taiwangods.com/ht

ml/landscape/1_0011.aspx?i=66,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災後無形文化資產的祭典觀光── 

臺灣口湖牽水 與日本東北六魂祭之身體元素 

 

21 

參與的一種慎終追遠的文化意涵與精神，以 2011 年為例，由地方

及文化資產保存人士所組成的「雲林縣萬善同歸牽 文化維護協

會」，獲時為「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

的指導單位提供協助，加入製作 ，配合地方文史課程等教學活

動成為「牽 文化祭」，41雲林縣政府文化處亦設置雲林縣文化旅

遊網頁，將其列為雲林著名的文化慶典活動，並提供「樂活雲林-

情牽萬善一日遊」等網路資訊供民眾參考。42祭典活動尚包含了導

覽人培訓、記者會暨大家一起糊 ，邀請吳萬響掌中劇團，以布

袋戲來演出戰水英雄的故事，並有集戳章換紀念品等活動內容，儼

然朝向文化觀光面向發展之態勢。43（如圖 1、圖 2） 

 

圖 1 2011 年《口湖牽水 文化祭導覽手冊》封面頁 

                                                
41 見 2011年《口湖牽水 文化祭導覽手冊》，封面頁及封底頁。 
42 見臺灣新聞網，http://www.5ch.com.tw/news.php?act=view&id=22747，2010.07.

20,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43 見 2011年《口湖牽水 文化祭導覽手冊》，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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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1 年《口湖牽水 文化祭導覽手冊》封底頁 

有論者謂，在萬善同歸整體世界的發展，啟動了牽 活動的

活化思維，以村落為核心，引導出一明確的水平社會環境，並也建

構了與天地融合的垂直超度空間，但又藉由祭祀與儀式之種種活

動，展現著相互交融在一體的牽 整體價值，期待將所有村落的

存在時空，提升至牽 的超自然認知解釋，進而建構出由各村落

所主宰的生活秩序。牽 的祭祀與儀式指導了村民整體的生活秩

序運行規範，也同時確立了萬善同歸的時空位置，是以萬善同歸存

在於宇宙之核心概念，提供了村民在時空危機中，建立了生存在時

空的原動力，也讓村民安然居住下去。44在歷史的背景下，可觸發

對防洪、防風的警惕作用，且對罹難的先人有一種報恩的孝思情

感，45同時亦為一種居安思危，保護環境的防災宣導形式。46 

                                                
44 曾瑤粧，《民間水難的祭祀與儀式之研究：以雲林縣口湖鄉為例》（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環境藝術碩士班碩士論文，2009年），126。 
45 曾人口，《萬善同歸之歷史與祭祀──牽 的特殊民俗》（雲林：雲林縣萬

善同歸牽 文化維護協會，2010），18。 
46 見民視「寶島神很大」頻道，〈【國家指定萬人祭祖 無所不在萬善爺公】寶

島神很大 215 集 完整版海外大首播 8 月 7 日 godblessbaodao20190807〉，htt

ps://www.youtube.com/watch?v=_e7AakgxYDI&t=2402s 45’42”-46’02” , 2020

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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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居民進行 、發 、牽 等儀式，以身挑飯擔徒步形式

表達對先人的崇敬，以九頭十八身戰水英雄形象投射於水患先民身

上，使人們擁有集體歸屬感的身靈想像。如此的民俗文化饗宴，在

人類學家眼裡反映出臺灣民間信仰的「祭祀圈」社群意識，是一種

藉由共同的祭祀組織與活動，所增強當地我群認同與我群結合，47但

有宗教研究學者認為，以祭祀圈來研究漢人宗教稍嫌表層，扣連著

傳統天地人的三才思維所形塑的「境」，及於「廟」與「祭」的三

位一體存在空間，這樣的文化轉向才能從器物層面與社會層面進入

到漢人文化的精神層面。48 

然而金湖港的萬善同歸信仰，原祭祀 1845 年水難先祖，屬於

接近祖先崇拜的公媽神，但由於集體死亡和死時認不得的緣故，又

有點類似「有應公信仰」的味道，隨著時間的推移，開始逐次向陽

神系統躍進，神格位階也由保境護民的地方守護神境主公，晉升到

今日的「萬善王爺」，其祠變廟，銀紙變金紙，白色的 （代表

喪）變為多色 ，早期祭祀色彩變為今日成神紀念，慶賀神誕的

廟會所取代。49 

質言之，萬善爺逐漸脫離陰神格局，以牽 意涵的轉化來說，

在口湖鄉的牽 也逐漸擺脫將水魂牽上來的目的，現在大多數的在

地居民都認為牽 時所附身的是萬善爺，而非一般牽 所要牽引

的水魂，已有從「鬼祭」到「神祭」的意味。萬善同歸性質的祠廟，

是集體亡魂的崇拜，在臺灣這一類的鬼境有昇格為神境的趨勢，如

                                                
47 林美容，《祭祀圈與地方社會》（新北：博揚，2008），9。 
48 鄭志明，《民間信仰與儀式》（臺北：文津，2010），350-351。 
49 李秀娥，〈金湖港蚶仔寮開基萬善祠 牽水（車藏）的儀式與緣起〉，《歷史

月刊》，（臺北，2007.09）：31-32。有應公廟所祀奉的亡靈，是在修路或建

築時所挖掘出土的無主骨骸，這些無主骨骸都是身分不明、無人祀奉的無緣

鬼魂。為使無緣變有緣，而不會危害世間，可得到庇佑和福蔭，故將這些無

主的骨骸集中在一起，至於斗甕中，建祠祭祀，稱為「萬善同歸」。見林茂

賢，《大廟埕：林茂賢臺灣民俗選集》，（臺中：豐饒文化，2018），355。

1845 年的口湖鄉港內大清洗，除了水難喪生者外，亦有因屍體腐爛導致疫病

而死亡的瘟疫喪生者，許多屍首難以辨認，故有著有應公信仰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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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爺轉而成為管束孤魂野鬼的鬼王，是一種具有特殊職能的神，

類似城隍爺的司法地位，臺灣王爺信仰也是由厲祭轉化為鬼王，進

而成為代天巡狩的神明，鬼境的色彩極為淡薄，其廟宇的富麗堂皇

已成為重要的神境，甚至發展出具有萬能性質的神格，50這種由「人」

所加入的外在政治力量，強化了其成神之道，亦形成人們由衷的崇

拜納入護衛人間的形上力量。 

鄉民們心情隨著時空逐漸轉移悲傷，而旅居外地遊子祭典當日

也會返鄉一同參與，這一段悲慘的災難透過歷史儀式終將化為最為

緊密的鄉土之情。這樣的傳統精神與意涵，已衍生出不同的活動產

品，包括學術研討會、書法名家邀請展、牽 徵詩文比賽；在產

業活動方面，口湖地區利用環境資源、自然生態、人文特色，已積

極朝向休閒農業發展，諸般整合文化拓展的思維已油然而生。51 

然而，筆者於此對無形文化資產涉及宗教儀式是否適合觀光化

存有部分疑慮，是否讓外來遊客透過「沉浸式」般參與體驗，值得

商榷。過去曾有如賽夏族的巴斯達隘（paSta'ay）或稱矮靈祭，因祭

典走向開放大量遊客觀光而俗媚，使祭典不再單純，垃圾、鬧事頻

傳而使祭典變調；52又或者如花蓮阿美族本該由頭目耆老主持的豐

年祭儀式，卻成為官員宣導政見的平臺，原應配合「祖靈」的豐年

祭，反而變成配合「縣府」。53口湖牽 的發 儀式，對於外來遊

客是否適合親身參與體驗？體驗後若引發超自然靈動現象，按照信

仰的常規，對他有何後續影響？皆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雖然無形文化資產的價值觀直接決定了公眾對其所抱持的態

度，也決定了政府對其所採取的措施，臺灣必須重新重視文化資產

中的無形價值，特別是宗教資產與神聖場所，不只是文化資產之建

                                                
50 鄭志明，《民間信仰與儀式》，342-343。 
51 吳金庭，《節慶活動行銷之研究──以口湖牽水車藏（狀）文化祭為例》（嘉

義：南華大學非營利事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2），67-86。 
52 陳文玲，〈觀光矮靈祭 媚俗化祭典〉，《喀報》，https://castnet.nctu.edu.tw/

castnet/article/237?issueID=10,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53〈豐年祭太頻繁 原民憂商業化〉，《人間福報》，http://www.merit-times.com/

NewsPage.aspx?unid=487474,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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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硬體需要保存，其中的無形特色也應以代代相傳。因為文化與觀

光有著共生的關係，一些已逐漸被年輕世代遺忘的無形文化資產可

能會因為觀光而復甦。54只不過，強化地域意識與推動地域經濟發

展往往存在著某些張力與矛盾，如果過度重視地域意識，城鎮可能

會趨於保守而蕭條，但若經濟過度發展，地域特色可能因而瓦解。
55地方意識可能常有未獲共識的時刻陷入人際關係解組，抑或模仿

其他夜市攤販或旅遊模式而使產業同質化，逐漸喪失文化獨特魅

力，甚者，面臨到為滿足外來遊客而變動或更改傳統儀式的危機。

文化的變遷永無止境，我們一方面應保留文化，另一方面亦須依照

文化核心宗旨與精神發展出適應環境變遷與現實歷史發展脈絡的

接軌智慧，使生活應伴隨著「活人」而傳承，而非適應「死文化」，

然而卻也無法揚棄記憶的價值而敷應徒具形式的商業行為，箇中尺

度實須謹慎拿捏。 

肆、東北六魂祭 

一、東北六魂祭簡介（兼敘東北絆祭） 

日本東北地方六大縣：青森縣、岩手縣、宮城縣、福島縣、山

形縣、秋田縣，其地理位置（56如圖 3）： 

                                                
54 施國隆，〈文化資產塑造臺灣觀光新紀元〉，《文化資產保存學刊》，16（臺

北，2011）：5-16。 
55 見傅朝卿教授個人關於建築與文化資產資訊網，〈文化資產在地域發展中的核

心價值〉，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class/2006ppp02.pdf,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56 圖片資料來源：https://matcha-jp.com/tw/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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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日本東北地方地理位置示意圖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發生海嘯事件後，日本東北地方六大縣

為了復興與重建，收集代表各縣既有的夏祭活動之重要慶典，匯集

辦理而成「精華版」的綜合性祭典遊行活動「東北六魂祭」（とう

ほくろっこんさい），從 2011 至 2016 年間已巡迴 6 城市每年擇 2

日輪流舉辦，2016 年日本東北六魂祭舉辦過後，主辦單位東北六魂

祭實行委員會表示東北的重建之路尚未完成，與該年底改名為東北

絆祭實行委員會，並宣布自 2017 年起將續舉行「東北絆祭」（東北

絆まつり Tohoku Kizunamatsuri），作為原祭典精神的延續。「絆

（Kizuna）」在日文裡有著羈絆連結的含意，依其官方網頁描述「成

為世界彼此交心的語言」，彰顯本活動希冀日本東北災區經由熱情

的絆引連結，讓民眾能攜手邁向未來，凝聚一心，並作為向其國內

或外國觀光客推廣暑期旅遊，於日本東北六縣深度探訪六大祭典之

前導行銷活動。 

以 2017 年東北絆祭為例，除了在仙台市的西公園、勾當臺公

園、市民廣場等地點舉辦各式慶祝活動，現場亦有東北美食的屋臺

攤販進駐，兩個半小時的遊行隊伍綿延約 1.1 公里。在日本旅遊業

者的撰述下，對觀光客來說，參與此行程可一次體驗東北知名的六

大祭典，引發對東北地區深入了解的興趣，衍生出活化產業的效

青森縣 

宮城縣 

山形縣 

秋田縣 

福島縣 

岩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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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57歷屆舉辦日期、地點、參與人數與經濟效益（如圖 4）：58 

 
圖 4 東北六魂祭與東北絆祭歷屆舉辦日期、地點、參與人數與

經濟效益 

此祭典所邀集的六縣市祭典團隊進行為期 2 日的演出，其主要

身體元素展示的遊行活動（如表 4）：59 

                                                
57 樂吃購！日本網，http://www.geelee.co.jp/，http://tohoku.letsgojp.com/archives/

22222/,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58 日本交通公社旅行年報（2019），https://www.jtb.or.jp/wp-content/uploads/2019

/10/nenpo2019_4-2.pdf。其他亦參考日本國土交通省東北運輸局網，〈日本東北

觀光推進機構〉，https://wwwtb.mlit.go.jp/tohoku/chikoushin/21chikoushin/ks-ch

ikoushin21_shiryou4-1.pdf,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59 彙整自六縣市祭典官網：青森睡魔祭，https://www.nebuta.or.jp/；盛岡三颯舞

祭，http://www.sansaodori.jp/；仙台七夕祭，http://www.sendaitanabata.com/；

秋田竿燈祭，http://www.kantou.gr.jp/index.htm；山形花笠祭，http://www.hana

gasa.jp/；福島草鞋祭，http://www.fmcnet.co.jp/waraji/。樂吃購！日本網，〈今

夏就由「東北羈絆祭」打頭陣！不能錯過的六大祭典，來感受日本東北的夏日

熱情！〉，http://tohoku.letsgojp.com/archives/22222/,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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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東北六魂祭與東北絆祭身體元素展示的演出遊行 

都市 祭典名稱 遊行山車 遊行主要演出 

青森縣

青森市 

青森睡魔祭 

（青森ねぶた祭） 

睡魔 

（ねぶた） 

跳人演舞（ハネト） 

 

岩手縣

盛岡市 

盛岡三颯舞祭 

（盛岡さんさ踊り）  

三颯舞（盛岡さんさ踊り） 

 

宮城縣

仙台市 

仙台七夕祭 

（仙台七夕まつり）  

麻雀舞（すずめ踊り） 

 

福島縣

福島市 

福島草鞋祭 

（福島わらじ祭り） 
大草鞋 

舞蹈蘇打夜（ダンシングそーだナイ

ト,Dancing Soda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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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 東北六魂祭與東北絆祭身體元素展示的演出遊行 

都市 祭典名稱 遊行山車 遊行主要演出 

山形縣

山形市 

山形花笠祭 

（山形花笠まつり）  

花笠舞

 

秋田縣

秋田市 

秋田竿燈祭 

（秋田竿燈まつり） 

竿燈 

竿燈妙技 

 

其中，青森縣的青森睡魔60與秋田縣的秋田竿燈更是日本文化

廳官方登錄為國指定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等同於臺灣國家級無形

文化資產之概念（61如圖 5、圖 6）： 

 

 

                                                
60 關於睡魔一詞有不同用詞的差異，源自傳承過程中各地方言口語所致，其中又

以「ねぶた」用詞出現最早，字義考證可知出自睡眠。見林承緯，《信仰的開

花：日本祭典導覽》（新北：遠足文化，2017），280-307。 
61  見日本國指定文化財等網，http://kunishitei.bunka.go.jp/bsys/index_pc.html,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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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青森之睡魔」為日本國指定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之登錄

情形 

 

圖 6 「秋田之竿燈」為日本國指定重要無形民俗文化財之登錄
情形 

二、東北六縣各自原六大祭典簡介 

作為日本東北地方官方為了復興精神與重建，共同收集的代表

六縣府之夏祭活動，其各自的六大祭典皆源自於六縣獨具特色的重

要祭典，除了整合自 2011 年開辦以來的六魂祭及羈絆祭的遊行，

至今各祭典仍在夏季於原來的縣市持續辦理中，茲就此六大祭典簡

述如下：62 

（一）青森睡魔祭（青森佞武多ねぶた）：每年 8 月 2 日至 8 月 7

日（如圖 7） 

                                                
62 欣傳媒，〈【東北】一次看遍東北六大祭典！人與人緊密連結「東北牽絆祭」〉，

https://solomo.xinmedia.com/matcha/124906,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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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傳古時的青森地方，在七夕有製作燈籠的習俗，人們將

燈籠流放河川或大海，祈求去除夏天睡魔、無病無災。而後漸

漸演變成用竹子或鐵絲製作英雄豪傑的大型燈籠，放在臺車上

巡迴展示的祭典。青森是一個被群山環繞的鄉村地區，也是一

個漁港小鎮，在積極進行卸貨的港口，很快就有一個繁榮交易

的區域，進而演變群眾聚集參與歡樂的地方，在明治時期的中

期，這裡的表演者即以跳人演舞（ハネト）的前身，類似身著

內衣的形式參與舞蹈。 

 

圖 7 青森睡魔祭 

（二）盛岡三颯舞祭（盛岡さんさ踊り）：每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4

日（如圖 8） 

三颯舞起源自三石傳說，古時在盛岡城下，出現惡鬼羅煞，

不堪其擾的村民向三石神社的神明祈願驅除惡鬼，神明捉拿惡

鬼後，迫使他在岩石上壓下手印，立誓永不侵犯此地，這也是

「岩手」地名的由來。而歡欣鼓舞的村民當時圍著岩石所跳的

舞，就是三颯舞的前身，此亦為世界記錄的「世界第一太鼓遊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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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盛岡三颯舞祭 

（三）仙台七夕祭（仙台七夕まつり）：每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8

日（如圖 9） 

仙台七夕祭是以在各處掛上色彩繽紛的七夕裝飾來慶祝的

祭典。七夕祭的歷史悠久，可追溯自伊達政宗的年代（江戶時

代延續至今），至今已有 400 多年的歷史。當時的人們在短簽上

寫下願望，綁在竹上，7 月 7 日早晨再拿至河川流放。仙台七夕

祭和青森睡魔祭、秋田竿燈祭另並稱為東北三大祭典。在東北

絆祭的遊行裡，會以和紙製成的七夕裝飾妝點會場的方式呈

現，豪華絢爛，燦爛奪目。 

 
圖 9 仙台七夕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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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島草鞋祭（福島わらじ祭り）：每年 8 月 4 日至 8 月 5

日（如圖 10） 

草鞋祭起源於福島市羽黑神社。江戶時代開始，旅人為祈

求腿腳強健，製作草鞋奉納給當時設置在神社的仁王像，至今

已三百餘年。長 12 公尺重達 2 噸的大草鞋，堪稱日本第一。雷

鬼曲調元素引導的平成草鞋集體舞曲，以及嘻哈（Hiphop）風

格所展示的舞蹈蘇打夜（ダンシングそーだナイト，Dancing 

Soda Night）也是重頭戲之一。 

 

圖 10 福島草鞋祭 

（五）山形花笠祭（山形花笠まつり）：每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7

日（如圖 11） 

昭和 38 年（西元 1963 年），山形縣為了招攬人潮至藏王旅

遊，而舉辦了藏王夏天祭典，當時花笠舞為其中一項表演節目，

之後規模逐漸變大，遂演變為現今的花笠祭。配合「Yassho、

Makasho！」擁有高昂氣勢的吆喝聲與花笠太鼓的雄壯音色，而

展開華麗群舞的舞者們穿著艷麗舞衣，祭典中搭配紅花的草帽

綿延起伏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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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山形花笠祭 

（六）秋田竿燈祭（秋田竿燈まつり）：每年 8 月 3 日至 8 月 6

日（如圖 12） 

高高聳立的秋田竿燈相連看起來像是一袋袋的米，在每根

竿燈上畫上栩栩如生的稻穗，以祈求五穀豐收。竿燈起源於古

時秋田的習俗，昔日秋田在七夕時節，會高舉掛上寫了願望的

竹子，在城鎮上遊行後，將裝飾後的竹竿放進河中，祈求自己

隨著河水流向遠方的願望，在不久之後能實現，並祈禱能怯除

仲夏的病灶與不祥之氣。勇猛的男士舉重若輕地分別用手、額

頭、肩膀或腰自由耍弄重達 50 公斤、高 12 公尺的巨大竿燈（掛

有 46 顆）。 

 

圖 12 秋田竿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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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北六魂祭暨東北絆祭的身體文化評述 

311 海嘯事件重創日本東北地區，傷亡人數慘重，損失難以估

計，觀光業也受到波及，即便未受災地區，也因地震的負面風評（例

如福島核災）致觀光客銳減。為了復興東北，東北六縣政府合辦的

東北六魂祭不只是活絡地方經濟，更藉以憑弔地震往生者，提振東

北居民士氣，更由此象徵六縣齊心協力、全日本將團結致力於復興

的決心。日本對於其水難的祭典儀式並未太過悲情著墨，取而代之

的是積極復甦振興，藉由結合其國土交通省、觀光廳、復興廳、國

土交通省東北運輸局、東北觀光推進機構等官方與半官方資源，以

及其他重要的廣播與新聞媒體，對其國內外宣傳地方再生之觀光動

能。 

日本亦有學者前來臺灣研究口湖牽 ，作為其 311 海嘯事件

的研究參考，日本東北學院大學金菱清教授自 2016 年起已連續 3

年來臺蒐集牽 資料，並在祭典期間，與地方鄉親及團體舉辦臺

日交流座談，其於座談會中表示驚訝，認為雲林縣口湖鄉後人以牽

祭典超渡先人，活動延續百年相當少見，透過民族學、社會學

等領域值得深入研究，口湖鄉經由文史工作者介紹或闡述鄉土民俗

背後故事及意義，以教育系統傳承是很不錯的發展方向，未來他將

蒐集牽 資料對照日本 311 地震災後研究，撰寫災難研究報告。
63 

有趣的是，來自臺灣的「臺北慶和館醒獅團」亦於 2019 年受

邀參加東北絆祭，是首度參加該祭典的臺灣代表團，在踩街活動中

擔任先導隊伍，成為本次參加團體中的矚目亮點，增加了在日本東

北六縣推廣臺灣觀光的宣傳機會，64雖還未有臺灣的口湖牽 經

                                                
63 中央通訊社，〈口湖牽水（車藏）民俗 推文史教育學術研究〉，https://www.

cna.com.tw/news/acul/201807210158.aspx；〈口湖牽 19日登場 臺日教授

交流〉，《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216334, 202

0年 2月 5日檢索。 
64 台灣觀光協會，〈東北地區觀光推廣活動 因應需求增開航班 祭典促進臺日

交流〉，http://www.tva.org.tw/GalleryView/9dc68721b7eb4f7d901b0444d0b2967

c,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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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日本 311 的直接對話，但同為具備祭典的身體元素，已出現觀

光交流契機。 

就祭典而言，其身體展演是「反身性的」（reflexive），人是自

我展演的動物，以展演將自己揭示給自己，一方面可以在展演中更

了解自己，另一方面某一群體經由觀察及或參與其他群體之展演而

促成相互了解（鏡像關係）。65原始社會中由於人類經濟生活倚仗自

然現象甚鉅，神靈觀念與為求溫飽所產生的身體勞動現象因而產生

連結，創造出宗教祭典與崇拜儀式，藉由慶典儀式，人們獲得工作

以外的短暫休息，舞蹈歌詠便成為燃燒宗教熱情的赤焰，娛神禮儀

亦伴隨著身體活動的形式。66西班牙的奔牛節源自宗教傳統同時具

有運動與生死競技的色彩，在世俗化過程中，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

觀光客，儼然成為一具有觀光特色的運動宗教節慶，然而其宗教精

神的神聖片刻已被顛覆，成為一種滿足消費大眾的商品。67本文前

所提及的蘇菲旋轉（Sema Dervish Dance），時至今日也逐漸成為一

項觀光表演，位於伊斯坦堡或蘇菲教派聖地孔亞（Konya）都有著

固定演出場次，甚至有旅行業者推出包套行程赴土耳其旅遊觀賞蘇

菲旋轉舞。68 

                                                
65 李明宗，〈宗教觀光：朝聖與文化展演〉，《身體文化學報》，1（臺北，20

05.12）：160。 
66 陳豪偉、許光麃，〈運動與宗教節慶之變遷〉，《身體文化學報》，10（臺北，

2010.06）：34。 
67 陳豪偉、許光麃，〈運動與宗教節慶之變遷〉，《身體文化學報》，10（臺北，

2010.06）：42-43。 
68 Sema，一種旋轉祭祀儀式，是魯米詩人（Mevlana Celaleddin-i Rumi,1207 – 

1273）的靈感，對所有被造物感情和愛的一種表達方式，在土耳其已有 800

年的文化傳統，這種獨特的傳統儀式在 2005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告為人

類非物質遺產，登錄名為“Mevlevi Sema ceremony”，見土耳其易遊網，〈蘇

菲旋轉舞儀式表演 SEMA DERVISH DANCE〉，https://www.eztravelturkey.c

om/zh/destinations/turkey-tours/optional-tours/dervish-dance-show，以及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網（UNESCO），〈Mevlevi Sema ceremony〉，https://ich.unesco.

org/en/RL/mevlevi-sema-ceremony-00100,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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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對於生存環境與社會角色關係一直存有更高維度的權威

性想像，透過「信仰」的方式來理解，然而在其精神上或心理上的

表達，往往因各地域核心價值的不同而大異其趣，西方社會諸如僧

侶複印的手稿、禮拜儀式的演出，亦被視為是一種身體技術，用以

發展基督教美德、知識與社群，聖餐禮的儀式被制度化的原因某種

程度係這些儀式扮演著謙讓、指示與修行的角色，使我們再度發現

信仰與集體經驗密不可分。69日本國土身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自

古居民即與當地地質活動變化共處至今，隨著歷史演變下來，在各

區域征伐互融發展而出對生死的獨特哲學觀，例如櫻花盛開倏地凋

落的短暫花期、武士道的犧牲，這些「物哀」的情緒，以及對死亡

的正視意義，皆在文人離騷、男女之情、君臣忠誠、朋友之義，展

現尊重生死，求得永恆寂靜的理念，是以從其生命禮俗與節慶祭典

等範疇裡，足見其對未來展望的重視。 

青森睡魔祭的「跳人演舞」（ハネト）在跳躍中持續發出「Rasse，

Rasse，Rasserer」等口號聲音，據聞乃與清酒引發出人的熱情有關，

這種始於民間的舞蹈中，沒有太多的宗教內涵作為傳播，對於那些

想要享受日本東北地區短暫夏天的人們來說，跳人演舞非常適合解

放身心；70盛岡三颯舞起源自祈願驅除惡鬼的傳說中，歡欣鼓舞的

村民當時圍著岩石所跳的舞，就是三颯舞的前身，存在一種關乎信

仰的身體超脫（transcendence）意識；71仙台的麻雀舞（すずめ踊り）

相傳源於西元 1603 年的仙台城遷城儀式宴會，來自泉州堺市的修

築工人即興跳出的舞蹈，舞步輕快動感，猶如麻雀啄食的樣態，而

伊達氏的家徽為「竹雀」，因此被稱為麻雀舞，是為一種與日本傳

                                                
69 謝林（Chris Shilling）著，《轉變中的身體：習慣、危機與創造性（Chaging 

Bodies: Habit, Crisis and Creativity）》（廖珮如、謝明珊譯）（新北：韋伯，

2013），210。 
70 參考自暮らしの耳目，〈ハネトとは？青森ねぶた祭り〉，http://kurashinojimok

u.com/holiday-area/%E3%83%8F%E3%83%8D%E3%83%88%E3%81%AD%E3

%81%B6%E3%81%9F/,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71 盛岡三颯舞祭官網，〈岩手縣 盛岡三颯舞〉，http://www.sansaodori.jp/foreign

/cmnhant.php,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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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家臣概念與慶祝舞踊之傳承遙相呼應；72福島草鞋祭的舞蹈蘇打

夜（ダンシングそーだナイト）是一個將日本最大的稻草奉獻給日

本的節日，該稻草據說是位於福島縣內的日本最佳稻草，居民透過

巨大草鞋象徵腳下的強健；73山形花笠祭源於為了宣傳山形縣藏王

溫泉區的觀光，將其中「花笠音頭巡遊」獨立出來，自 1965 年開

始舉辦，透過在斗笠結上染紅色紙，製成花笠，揮動旋轉來為人們

加油打氣，其花笠舞分為華麗女子舞之「薰風最上川」與雄壯形象

的男子舞「藏王曉光」，於遊行中甚至有開放時間及區域讓民眾參

加；74秋田的竿燈妙技，其魅力在於表演者不僅從祭神驅邪幡微微

的動向中判斷風向保持平衡，還要把竿燈放在身上自在地操作，分

為握撐、掌握、額撐、肩撐、腰撐等身體部位作為支撐基點，其竿

燈被喻作稻穗，在表演者優雅地操縱下，祈求豐收的人們，隨著向

點了燈的「稻穗」的歡呼聲越來越強，節日的氣氛也越來越高漲起

來。75 

東北六魂祭的各大祭典內容，皆富含其原淬的身體元素特色，

這種身體感流動的和諧境界超脫了一般日常行動的框架，反映出每

個地方其因生存環境及常民化的世俗發展軌跡，在在體現了這些高

度結構化行動所表達的身體文化意涵。 

                                                
72 仙台七夕祭官網，https://www.sendaitanabata.com/,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73 參考自お役立ち！季節の耳より情報局，〈福島わらじまつり 2016!わらじお

どり、由来、日程、みどころを紹介します〉，http://kisetsumimiyori.com/%E7

%A6%8F%E5%B3%B6%E3%82%8F%E3%82%89%E3%81%98%E3%81%BE%

E3%81%A4%E3%82%8A2016%E3%82%8F%E3%82%89%E3%81%98%E3%81

%8A%E3%81%A9%E3%82%8A%E3%80%81%E7%94%B1%E6%9D%A5%E3

%80%81%E6%97%A5%E7%A8%8B%E3%80%81/,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74 山形花笠祭官網，http://www.hanagasa.jp/tw/，〈網路影片「花笠まつり 2011」〉,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75 參考自秋田竿燈祭官網，http://www.kantou.gr.jp/china2/performance.htm, 2020

年 2月 5日檢索。 



災後無形文化資產的祭典觀光── 

臺灣口湖牽水 與日本東北六魂祭之身體元素 

 

39 

陸、結論 

若嘗試將臺灣雲林口湖鄉的牽 文化祭與日本的東北六魂

祭兩相比較，雖同為災後祭典，但其性質與緣由截然不同。東北六

魂祭隱含推動日本東北地方的觀光振興，更名為東北絆祭後更強調

日本民眾牽絆結合在一起的凝聚意象；口湖牽 文化祭則仍以慎

終追遠的成分為主，不過自 1995 年金湖港文化祭開辦以來，已逐

漸辦理如持續性民藝趕集、名家書畫展、采風攝影比賽、攻炮城、

鋟蚵仔比賽、傳統戲曲表演，76近年亦朝觀光面向發展，惟未來是

否再更擴大其文化觀光的規模則不得而知，然一同糊 等向外縣

市推行體驗參與的方式，某種層面可達到感念先祖、淨化人心、防

洪意識之效，惟是否讓民眾一同參與發 與牽 儀式，參與程度如

何較為妥適？則為筆者主張值得思索與關注的議題。 

在身體元素上，東北六魂祭中主要遊行特色為舞蹈的即佔了五

個，即跳人演舞（ハネト）、三颯舞（盛岡さんさ踊り）、麻雀舞（す

ずめ踊り）、花笠舞，以及舞蹈蘇打夜。舞蹈成為在遊行裡的重要

特色，筆者認為主要源自於人們對外在環境的崇敬與傳統繼承的規

訓，若回到個人層次，則跳過身體性的展演形式，找到一種超脫的

媒介，口湖牽 雖未有舞蹈遊行，但挑飯擔、放水燈與牽 等

祭典內容亦是身體的重要實踐。 

1999 年「國際文化觀光憲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on Cultural 

Tourism）即揭櫫觀光可以藉由產生資金，教育社區與影響政策以獲

得維護，而收入中相當大的比例應分配於這些地方之保護、維護與

呈現，包括它們自然與文化之涵構。77是以觀光並非商業化的原罪，

                                                
76 黃文博，《金湖港牽水（車藏）──雲林縣舊金湖港蚶仔寮開基萬善祠的故事》

（雲林：舊金湖港蚶仔寮開基萬善祠管理委員會，2005），94-98。 
77 見傅朝卿教授個人關於建築與文化資產資訊網，〈文化資產在地域發展中的核

心價值〉，http://www.fu-chaoching.idv.tw/file/class/2006ppp02.pdf。國際文化觀

光憲章（International Charter on Cultural Tourism），https://www.icomos.org/

charters/tourism_e.pdf, 2020年 2月 5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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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與地域發展亦可找出特色交集，身體元素即為一良好途

徑，當具有藝術性的身體元素展示為舞蹈形式時，我們身處於三維

空間裡以身體為語言的心智交流，似可藉由舞動的汗水或勞動能量

轉化為人與神抑或意識與自然的橋接途徑，讓無形文化資產在身體

元素的挹注下將產生不同的未來想像，其中，更不能脫離「民俗」

的身體，因為那是文化刻寫與穿越鄉愁的活生生載具。 

日本傳統，或可言說，臺灣傳統，太過多元，雙方的內在挖掘

找出許多自問自答的場域，然而「來自」（from）與「身處」（at）

是競爭抑或互補？是想像的認同抑或現刻的建構？皆須在不斷地

拓展身體樣貌隱含的意念節奏裡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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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al Touris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fter the Disaster - 
the Bodily Elements between Taiwanese Kháu-ôo Khan-tsuí-tsn̄g 

Cultural Festival and the Tohoku Rokkon Festival 

Yi-Kai, Huang /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Art Dance Department 

Abstract 

Every year on the sixth month and the seventh and the eighth day 
of the lunar calendar, the "Kháu-ôo Khan-tsuí-tsn̄g Cultural Festival" 
held by the Wanshangye Temple in Kouhu Township, Yunlin County, is 
a very special religious activity in Taiwanese folk beliefs. It is mainly 
for remembering the historic floods tragedy that occurred here in 1845 
(Dao Guang twenty-fifth years, Qing Dynasty), and has been held 
around for generations. On March 11, 2011, Japan met with the disaster 
misfortune, a Tsunami. The six major encountered counties in the 
northeast (Aomori, Iwate, Miyagi, Fukushima, Yamagata, Akita) in or-
der to revive and rebuild, they collect six representative summer festival 
activities separately from each county, jointly held a meaning "Six Soul 
Festival in the Northeast" and named “Tohoku Rokkon Festival” to pray 
for the blessings of the dead people, and to strive for the hope in the 
northeast of Japan from 2011 to 2016. The Tohoku Rokkon Festival has 
been held in two days every year in those 6 cities in turn. Since 2017, 
the new name "Tohoku-kizuna Festival" has been used instead. Alt-
hough both the Kouhu Township in Taiwan and the northeast area in 
Japan suffer from water-related disasters, the remembering ceremonies 
and festivals are quite different in the origin essentially: the Tohoku 
Rokkon Festival implied to promote the tourism and revitalize the 
economy of the northeastern of Japan, yet the Kháu-ôo Khan-tsuí-tsn̄g 
Cultural Festival in Kouhu Township is still the main connotation of 
cautious pursuit of the ancestors.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above festi-
vals both contain their own bodily elements. In this article, the case 
study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are used to 
explore how the cultural phenomenon,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people and Gods, inscribe their bodies. These two festivals, both inter-
weaved by thei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oles and regional char-
acteristics, after revealing the dance ceremonies or ritual body works 
among them, the bodily elements inside the festival tourism may be 
exposed through the diverse imaginations of bodylor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Kháu-ôo Khan-tsuí-tsn̄g, Tohoku Rokkon Festival, intangi-

ble cultural heritage, festival tourism, bodyl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