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以來宜蘭碧霞宮在地關係的變遷
何幸真、羅皓星、陳無邪、徐柏涵、游翠卉
2014 年 5 月 24、25 日在宜蘭的田野考

我們應如何理解考察過程中所見聞的

察，是「民間文獻與地方史研究」課程的一

一切？對一個歷史研究者而言，今日仍能

次實習活動。地方史研究關注地方社會的生

在田野現場觀察到的事象，是否便能視為

活實踐、思維邏輯與權力網絡，而大多蒐羅

歷史上的重要面向？慮及此種「重要性」

自地方社會的民間文獻，既為瞭解上述層面

可能僅限於地方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其意

提供了線索，卻也只有在對地方社會的上述

涵亦可能因掌握或需要相關資源者的變動

面向有所掌握後，才能真正讀懂此類文獻。

而改易，上述問題何從判斷，顯得相當複

這學期課程閱讀的前人論著中，在在揭示民

雜。這次田野考察，我們注意到一個在今

間文獻的功利性與工具性，及其反映「說詞」

日地方上顯得「遺世而獨立」 ，但於建置

而非「事實」的本質。但此類論著卻很少敍

和展示上卻與清末地方菁英及戰後官方密

明這些文獻背後蘊藏的地方邏輯與權力關

切聯繫的廟宇──碧霞宮，此例或能就上述

係如何被解讀。此次田野考察，對我們而

問題提供些許思考。

言，無疑是一趟於民間文獻實際所處的空間
中，直接與之接觸、進行解讀的經歷。

宜蘭在晚清時鸞堂頗盛，募建碧霞宮並
擔任其下勸善局宣講人和總理堂講事的地
方士紳楊士芳（1826-1903）
，便參與宜蘭不
1

少鸞堂的創建和營運。 基本上，鸞堂應可
視為文人群體的內部活動，這點由此類機構
2

常與書院或文昌信仰結合， 還有其所進行
1 據王見川統計，楊士芳參與的鸞堂包括集鸞堂（堂
主）、鑑民堂（善書校正）和醒世堂（請訓，助銀
捐刻善書）。見王見川，〈略論清末日治初期宜蘭
的鸞堂〉，《宜蘭文獻雜誌》23 期（1996 年 9 月，
宜蘭），頁 46-74。此次田野，我們也注意到楊士芳
和感應宮（主神呂洞賓為其自莆田請來）的關係。
2 大正五年（1916）3 月 25 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
版對碧霞宮祭典的報導中，提及當時主祀神明為「武
穆王」和「五文昌」，對文昌的崇拜即反映該廟的
文人性質。微妙的是，今日碧霞宮中已不見文昌神
▲圖一

宜蘭碧霞宮正廳

蹤跡，而易以太上老君。這是否反映該廟營運群體
於成員、社會地位、現實需求等層面的轉變，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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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內容亦可看出：扶鸞常涉及科舉功

亦可見到書寫明治年號的匾額，還收藏了日

名，宣講及善書刊行則與文人群體的社會抱

本官員捐獻的紅色香爐。 這似乎顯示在日

負有關。直至晚近，碧霞宮鸞生體系的成

治時期，地方菁英持續主導碧霞宮運作，與

員，仍以退休公教人員為主，或可視為上述

官方的互動一直很好，和其他領域的日人菁

傾向的一種延續，但能否理解為歷代成員透

英亦有來往。

過血緣和人際網絡複製的結果，則有賴進一
步探討。

5

戰後，國民黨政權對岳飛信仰的重視，
讓碧霞宮的發展邁入新的階段。中日戰爭期

根據日治時期的報導和今日廟方的論

間，國民政府便以岳飛作為民族主義和愛國

述，碧霞宮創建於 1896 年。當時臺灣甫納

精神宣傳的模範；1949 年以降，岳飛信仰更

日本統治，正處於臺人尚能自由抉擇去就的

在政治處境和戰略需求下受到推崇。無論中

時期。該年也是碧霞宮兩位創建人──分別
擁有前清進士、舉人功名的地方菁英楊士
芳、李望洋（1829-1901），擔任宜蘭支廳參
事的年份（翌年兩人又獲頒紳章）。對日本
殖民政府而言，爭取地方士紳的支持，是穩
固統治的重要步驟；而支持這些人創設的組
織及其活動，似乎成為攏絡的手段之一。從
日治初期開始，碧霞宮便與日本官方維持相
當良好的關係，楊、李去世後亦未改變。在
總督府主導的《臺灣日日新報》中，碧霞宮
相關快訊或報導持續刊載於 1900 至 1930 年
代的漢文版上。1909 年勸善局宣講大會紀念
式的報導，更提及許多日本官員、公務員和
3

社會菁英的參與。 碧霞宮對日本官方政策
和支持，也反映於其內部擺設和歲時祭典
中。如為因應總督府使用新曆，將以往在農
曆燈節舉行的春祭改於新曆日期舉辦，並以
4

「改良正劇」為演出劇碼； 大正年間廟中
進一步探討。轉錄自王見川，〈略論清末日治初期
宜蘭的鸞堂〉，頁 73。
3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09 年 6 月 15 日，
第 5 版，〈祝紀念式〉。
4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1919 年 1 月 24 日，

▲圖二

何應欽將軍蒞廟手植紀念碑

第 6 版，〈霞宮春祭〉。
5 林確堂撰，李英茂譯，〈善用本島人信仰新的績效〉，
轉錄自王見川，〈略論清末日治初期宜蘭的鸞堂〉，
頁 71。原文（日文）刊於《台法月報》10 卷 4 期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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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央或地方政府，官方對碧霞宮的支持和經

的計畫，持續與中央和地方政府連結，而地

營，皆明顯反映於今日該廟的建置與儀式活

方政府也願意提供廟方從事上述建設的資

動上。如國民政府遷臺後擔任總統府戰略顧

源。

問委員會主委的何應欽（1890-1987）
，即曾

於此同時，日治時期官方在碧霞宮內留

造訪碧霞宮，贈予匾額並親植松樹，至今俱

下的痕跡則被完全抹除，不僅昔日擺設的明

仍可見，樹前還立有紀念碑（圖二）。該廟

治年號匾額和官員所贈的香爐皆不復存

亦為宜蘭縣首座縣定古蹟，每年農曆二月十

在，廟方對該廟歷史的論述中也不斷強調其

五日岳武穆王誕辰的釋奠大典，皆由縣長主

創建時的反日性質，對那段與日本官方和社

祭，各級民代及機關首長亦會參與，中央並

會菁英友好的過往則隻字未提。此種傾向也

特派祝壽官致祭。這項傳統在宜蘭縣政黨輪

反映於今日碧霞宮內的一些展示上。如立於

替之後，仍持續不輟。碧霞宮周邊尚有楊士

廟埕的建廟啟文碑，其內容即是目前廟方對

芳紀念林園、岳武穆王文物紀念館等建物，

其創建歷史的論述基礎，碑上雖將撰寫時間

顯示該廟透過每年農曆過年前放封、岳王聖

標為「乙未一八九五」，但顯然是近年新修

誕等儀式，以及文化建設、歷史紀念等名義

（圖三） 。 正殿右廂功德堂除了供奉歷代

6

先賢、歷代鸞講生和歷代執事香位，亦懸有
創建人楊士芳、李望洋的畫像，畫風承襲中
國明、清祖宗肖像畫傳統，二人身著清朝官
服，彷彿與印於畫像旁的官銜互相輔證，強
化其效忠清廷的形象（圖四）。總之，碧霞
宮於創廟歷史論述和空間展示等方面所塑
造的形象，皆極力強化其反日性質、抹消與
日本官方曾有的聯繫，顯示其於戰後的自我
定位，頗受國民政府宣揚岳飛精神之動機及
方向的影響，這或許也反映其對官方支持的
依賴。
宗教是過去研究地方社會一個重要的
考察面向，有學者指出神明象徵意涵詮解上
6 有趣的是，這份文件首次公開的時間，已是 1976 年。
而在稍後被收於碧霞宮善書《敦倫經》的版本中，
該文撰寫時間標示為「丁酉年（1897）仲春」。見
林靜怡，〈再探宜蘭道教寺廟碧霞宮建廟緣起〉，
《宜蘭文獻雜誌》27 期（1997 年 5 月，宜蘭），頁
▲圖三

宜蘭碧霞宮建廟啟文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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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性與工具性， 亦有學者將寺廟視為

7

連結。此種連結之所以得以建立，則與主祀

地方社會權力與合法性承載與展演的場

神明岳飛象徵意涵的變動有關，這當中固然

8

所。 碧霞宮與地方社區缺乏互動，卻頗受

有官方進行的主動連結，亦得力於地方知識

中央及地方政府重視，則顯示其建置與儀式

分子在論述上的合理化。

已無法充分反映在地社會的權力關係。換言

值得再追問的是，戰後的碧霞宮如何逐

之，該廟於戰後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脫離

漸失去與地方社區的連結？由日治至戰

了地方脈絡，而與國家政策及官方態度密切

後，其於宜蘭地方社會中扮演的角色產生什
麼樣的改變？正殿右廂功德堂供奉的三座
牌位──歷代先賢、歷代鸞講生和歷代執事
香位，或許是探究上述問題的線索。透過重
建牌位上所記載的人群之身分及在地方上
的影響力，對碧霞宮在宜蘭市區歷史發展過
程中地位與重要性的變遷，可能有更進一步
的瞭解。
最後，感謝系上提供我們這樣的學習機
會，也感謝籌辦此次田野考察的羅士傑老
師，以及在考察過程和之後座談會上給予我
們諸多指導的鄭振滿老師、陳進傳老師、李
文良老師、王鴻泰老師、邱彥貴老師和洪麗
完老師。

編按：
本文由 5 位參與田野調查之學員合撰，
▲圖四

正殿右廂功德堂楊士芳肖像

執筆者分別為何幸真（臺大歷史系博士
生）
、羅皓星（政大歷史系博士生）
、陳無邪

7 James L. Watson 著，潘自蓮譯，〈神明標準化：華
南沿海地區天后之提倡〉
，
《思與言》26 卷 4 期（1988
年 11 月，臺北），頁 369-397；Prasenjit Duara 著，
〈複劃符號：關帝的神話〉，收入張頌仁、陳光興、

（臺大政治系博士生）、徐柏涵（臺大藝術
史研究所碩士生）、游翠卉（臺大歷史系碩
士生）。

高士明主編，《歷史意識與國族認同：杜贊奇讀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 1-32。
8 康豹，〈中國帝制晚期以降寺廟儀式〉，收入林富
士主編，《中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聯
經出版公司，2011），頁 375-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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