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行為背後的人群競合
──以蘭境楊廷理為主的觀察*
施昱丞、薛名秀、蔡松穎、郭婷玉
本組在這次田野調查中，考察民間廟

資訊看來，祭祀楊廷理或潘賢文的廟宇都

宇對地方官的祭祀。考察的目的，是想回

由漳州人供奉，對楊廷理的態度卻截然不

答兩個問題：第一，祭祀地方官在清代並

同。這意味著宜蘭境內的族群問題相當複

非普遍的現象，那麼宜蘭地區地方官在民

雜，而且背後關係到龐大的開發利益。以

間的廟宇中受到祭祀的原因與方式，是否

下將分批呈現田野調查的結果，輔以契約

有其特殊性？第二，祭祀地方官的行為，

文書等地方文獻，嘗試提出一套理論，解釋

是如何鑲嵌於整體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也

蘭境廟宇祭祀楊廷理的種種疑點。

就是廟宇背後之人群活動。此次設定的考
察對象，是促成噶瑪蘭廳設立、並擔任第

一、廟宇祭祀楊廷理的調查結果

一任通判的楊廷理（1747-1813）
。在田野調

宜蘭市及羅東境內與楊廷理相關的廟

查過程中，我們發現宜蘭市與羅東境內祭

宇，在本次田調中共有四個案例，分別是

拜楊廷理的廟宇很少，卻能找到祭祀潘賢

五圍的文昌廟、宜蘭市的五穀廟與昭應

文的廟；而潘賢文正是楊廷理上任後，首

宮、羅東的城隍廟。首先是五圍文昌廟。

1

批處決的岸裡社番移民。 從文獻與廟方的

根據文獻記載，楊廷理在嘉慶十二年
（1807），受陳奠邦等人的引導，從五圍地

* 「蘭境」一詞泛指當時的噶瑪蘭廳、今日的宜蘭縣

區進入宜蘭。 2按照《噶瑪蘭廳志》記載，

境。清代已有不少使用「噶瑪蘭境」指稱今日宜蘭

當地居民在楊廷理生前便已為他設立長生

縣境的例子，如清代董正官（?-1853）的〈由雞籠

祿位，楊死後其祿位被供奉於此地建於嘉

口上三貂嶺過雙溪到遠望坑界入噶瑪蘭境〉一詩，
收於［清］陳淑均總纂，
《噶瑪蘭廳志》，
《臺灣歷史
文獻叢刊》14（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稱噶瑪蘭）五圍（今宜蘭市）地區。見張子文，《臺

頁 419；此用法亦多縮寫為「蘭境」，如清代姚瑩

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

（1785-1853）曾在〈籌議噶瑪蘭定制〉一文中有言：

圖書館，2006），頁 693。關於這段遷徙過程，詳

「卑職親赴村莊履勘，蘭境地本磽薄，非比嘉、彰」，

參李信成，〈清代平埔族大遷徙的先驅──潘賢文

參見［清］姚瑩，
《東槎紀略》，
《臺灣歷史文獻叢刊》

事略〉，《中國邊政》160 期（2004，臺北），頁

7（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43。
1 潘賢文是彰化巴宰族（Pazeh）岸裡社番頭目，因爭

35-59。
2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北京師範大學

奪通事職失敗，於嘉慶四年（1809）率領中部平埔

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19（北京：北京圖書館出

族諸社社民共千餘人，翻越內山遷移至蛤仔難（後

版社，2007），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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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二十三年（1818）的文昌壇。 3然而，當
我們進入今日的文昌廟時，並未找到楊廷
理的長生祿位。此一文獻與田調的落差，
讓我們開始思考：楊廷理在地方人士心目
中，究竟居於什麼樣的位置？
其次是宜蘭市的五穀廟。此廟原名先農
社稷壇，建立於嘉慶十七年（1812），是清
代的祀典廟。在廟方提供的沿革簡介中，提
到這座廟的興修與楊廷理等歷任噶瑪蘭通
判的關係；然而細讀廟內立於咸豐八年的
〈重建先農壇碑記〉，則只提到第二任通判
翟淦（?-1817），卻沒有提及楊廷理（見圖
一）。同樣啟人疑竇的是，五穀廟左邊廂內
供奉有「噶瑪蘭名宦祿位」，包含翟淦、陳
蒸（生卒年不詳）等數位通判，亦不見楊廷
理（見圖二）。

▲圖一

宜蘭市五穀廟的先農壇碑

在另一座同樣位於宜蘭市的昭應宮，我
們找到楊廷理的祿位。昭應宮建於嘉慶十三
年（1808）
，正殿主祀「天上聖母媽祖」
，後
殿一樓從祀「觀世音菩薩」，二樓供奉「水
仙尊王」。在二樓後側的左龕，供有三座噶
瑪蘭通判的塑像祿位，中間是楊廷理，左右
分別是陳蒸與翟淦（見圖三）。今日無從得
知這三座塑像設立的時間，有趣的是，塑像
底座三人通判任次的標示都有明顯錯誤，而
且楊廷理官服正面繡的是代表武官的獸
紋，而非代表文官的圖騰。

3 楊廷理死於嘉慶十八年（1813），其長生祿位在進
入文昌壇之前的供奉地點尚未見於文獻記載，參見
［清］陳淑均總纂，《噶瑪蘭廳志》，頁 117。

▲圖二

五穀廟左邊廂供奉的的噶瑪蘭長生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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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宜蘭市昭應宮的蘭境三大老塑像，左起：陳蒸、楊廷理、瞿淦。

最後一個案例是羅東的城隍廟。根據

理過世多年，林烏全等漳人開始祭拜被他

〈羅東城隍廟興建沿革〉
，該廟前身是十六

處死的「匪首」潘賢文。這反映羅東以林烏

份地區的漳州人在嘉慶二十年（1815）建

全為首的漳州人，並不支持楊廷理對潘賢文

4

立的大眾爺廟。 廟宇側殿供有三座祿位，

的處置。

中間是「羅東開拓者諸先烈之神位」，左右

在以上的調查中，可以看出楊廷理並未

分別是林烏全、潘賢文（見圖四）。對此，

獲得普遍的祭祀。在宜蘭市，文昌壇的楊廷

廟方的說法是，漳人林烏全感念開墾此區

理祿位不知下落；五穀廟的名宦祿位中，楊

的平埔族先賢潘賢文，特地於道光九年

廷理也缺席。唯有昭應宮內尚可見其祿位。

5

（1820）開始在廟中供奉潘賢文、茅格。 這

不過這些廟宇都還可算是與楊廷理有關

個故事別有玄機，因為正是在嘉慶十四年

係。至於羅東的城隍廟，公然祭祀被楊廷理

（1809），此地發生大規模的漳泉械鬥，當

處死的潘賢文，立場顯然與官方不同。同一

時楊廷理接受阿束社番的控告，逮捕潘賢

位地方官，在不同地區的不同廟宇中，祭拜

文，並於隔年將其處死。11 年之後，楊廷

方式竟可如此歧異。這些依違於楊廷理的廟
宇，究竟代表那些群體？這些群體是因為什

4 〈羅東城隍廟興建沿革〉，嵌在進廟後右側廂房的
牆上。
5 有一 說 認 為 茅 格 即 是 潘 賢 文 在 岸 裡 社 本 來 的 名
字，參見李信成，〈清代平埔族大遷徙的先驅──
潘賢文事略〉，頁 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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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原因或條件，對地方官採取不同的祭祀策
略？以下嘗試結合現有的傳世文獻，解釋這
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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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所見東勢地區開發主力的轉換

就是在他的引導下，楊廷理入蘭處理朱濆的

本節試以羅東城隍廟為主，分析廟宇

問題，並順勢進入五圍地區。 8 《噶瑪蘭廳

對楊廷理的祭祀，背後所代表的開發角

志》記載，陳奠邦在朱濆之亂時，與柯有成、

力。在本次考察的四所廟宇中，較明確表

何繪組織鄉勇，協助官方與泉州人對抗朱

態不支持楊廷理的是羅東城隍廟，祭祀潘

濆；並成為亂後五圍地區第一批結首。 9 就

賢文便成為他們表態的槓桿。潘賢文從岸

此而言，陳奠邦既為楊廷理出錢出力，實為

裡社遷移至蘭境後，幾經波折，最後佔據

楊廷理入蘭真正的幕後推手；兼以潘賢文死

東勢、羅東一帶，這一帶是各方勢力爭相

後陳奠邦在東勢一帶迅速崛起的事實，我們

競奪的新開發地區。如此一來，可以追問

認為楊廷理會對潘賢文案下此重手，應與陳

的是：楊廷理拔除潘賢文的勢力，是否讓

奠邦在東勢、羅東一帶的利益有關。推測陳

某些人獲利？

奠邦本來在當地應該小有投資，只是勢力不

從契約文書中可以發現，潘賢文於嘉慶
十五年（1810）被處死後，東勢、羅東一帶

若潘賢文，為扭轉劣勢，楊廷理便成為其極
佳的合作對象。

的情勢很快就發生了轉變。隔年，東勢庄一

相較於潘賢文，陳奠邦除了能夠結合地

二三四五結的佃戶，便請長慶源號（簡懷

方官的力量之外，更懂得拉攏泉州人。在朱

苑、陳奠邦、賴陽）合夥，充當東勢埤圳主；

濆案中，陳奠邦直接協助泉州人，維護他們

嘉慶十八年（1813），東勢埤圳與邱吳成圳
合併為萬長春圳。6至遲在道光十年
（1821），陳奠邦已經成為東勢地區主要的
業戶之一。 7 簡言之，在潘賢文死後十年之
內，原先由其佔據的東勢地區，已經成為陳
奠邦等人的勢力範圍。
陳奠邦是何許人也？根據謝金鑾《蛤仔
難紀略》所言，陳奠邦原寓淡水金包裏社，

6 〈嘉慶十六年十一月王臘簡懷苑陳奠邦賴陽仝立
合約字〉，宜蘭人文知識數位資料庫，
http://ylhm.e-land.gov.tw/Default1.aspx（2014 年 6 月
26 日檢索）。
7 〈道光三年四月噶瑪蘭東勢田心仔庄佃人加嘮唏

▲圖四

羅東城隍廟的潘賢文牌位

等為所有灌溉田畝之圳道仝立合約字（第肆號）〉，
宜 蘭 人 文 知 識 數 位 資 料 庫 ，
http://ylhm.e-land.gov.tw/Default1.aspx（2014 年 6 月
26 日檢索）。

8 ［清］謝金鑾，《蛤仔難紀略》，頁 327。
9 ［清］陳淑均（總纂），《噶瑪蘭廳志》，頁 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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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任福建省臺灣鎮總兵）的奏摺，潘賢文與

三、小結：
從楊廷理的祭祀看廟宇背後的人群

泉州人在許多地方都有利害衝突， 10這是日

較之族群的界線，實際的利益考量或

後爆發漳泉衝突時，潘賢文被阿束社提告的

許更有助於廓清歷史發展的軌跡。羅東城

共同的利益。反之，根據武隆阿（?-1831，

11

重要原因。 在宜蘭境內錯綜複雜的族群勢

隍廟與宜蘭市五穀廟、昭應宮的所在地，

力之下，潘賢文既得罪泉州人，又佔領受人

19 世紀時屬於漳州人的勢力範圍，然而這

覬覦的東勢與羅東地區，自然成為陳奠邦等

些廟宇在楊廷理的祭祀上，卻有不同立

人意圖剷除的對象。

場。此舉顯示即使是同個族群的人也非鐵

陳奠邦固然在潘賢文死後獲利，但這

板一塊，而且各有不同的盤算；與此同時，

並不表示羅東一帶的漳州人，就能與陳奠

不同的族群在面對共同利益時，也可能產

邦雨露均霑。羅東城隍廟的林烏全等人，

生合作關係。以本文所提到的案例而言，

到底出自何種原因祭祀潘賢文？我們推測

開發利益似乎才是廟宇祭祀策略背後更為

羅東這批漳州人，可能原本就是潘賢文的

根本的動機。

同道，亦即與潘賢文在東勢、羅東一帶合
12

無論是否祭祀楊廷理，這四所廟宇的

作之漳州人林岱、林彪等有關。 這些人能

祭祀策略，實則反映宜蘭開發史上各種勢

在 1820 年公然祭祀潘賢文，代表他們並未

力的競合。廟宇的祭祀分布反映漳州人至

被趕盡殺絕（見圖五）。或許正因為族群勢

少分成兩群：一群祭祀楊氏，另一群則用

力盤根錯節，當楊廷理這位邊境的地方官

反面的方式表達不支持的立場。更重要的

要在幾股勢力之間做出選擇時，也遭受相

是，楊廷理或潘賢文的祭祀，是廟宇背後

當的掣肘。

人群藉以彰顯其自身立場之文化資源。這
群人藉祭祀特定對象，進行開發勢力之角

10 如林岱與潘賢文便曾設路障，不准泉人過溪貿易，

力，而同一個地方社會內其他多數人也支

參見［清］武隆阿，〈拿獲上年噶瑪蘭械鬥殺人首

持這個祭祀行動，或者說至少不反對，才

從各犯潘賢文等審明辦理〉，《明清宮藏臺灣檔案

讓整個信仰留到今天。五穀廟與文昌廟中

匯編》121（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

楊廷理的缺席，彷彿訴說著這位傳奇性的

出版公司，2004），頁 206-213。
11 ［清］武隆阿，〈拿獲上年噶瑪蘭械鬥殺人首從各
犯潘賢文等審明辦理〉，頁 206-213。
12 「（潘）與林岱商允糾得現獲之熟番茅格、民人黃
吉、林梅、鍾東及在逃之賴岳、林番生、林彪，並
跟同附和匪徒共三十餘人，各持刀械，潘賢文帶

官員，在地方勢力之間的爭議。
本次的調查讓我們重新省思廟宇背後
的人群競合關係，同時也發現研究方法的
問題。首先，每座廟宇都具有深厚的文化

領，於六月十六日往攻羅東阿束社放火焚燒草屋，

層，有其自身的演變。每座碑刻、祿位都

大聲喊殺，番眾驚逃」，引自［清］武隆阿，〈拿

是特定時空條件下的產物，若要清楚說明

獲上年噶瑪蘭械鬥殺人首從各犯潘賢文等審明辦

其演變過程，必須梳理每座廟宇在不同時

理〉，頁 206-213。括號內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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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祭祀策略，並說明其背後人群組成與

演什麼樣的角色？簡言之，這些祭祀行為到

屬性的變化。可惜一次的田野調查，並不足

底是做給哪些人看？是底層大眾、國家、這

以深掘這方面的資料。

些人自己，還是他們的對手？遺憾的是，本

其次，代表國家力量的地方官既然入祀
於民間廟宇，那麼廟宇應也可視為地方與國

次的調查對此課題尚無法得到確切的答
案。

家的中介場域。國家派駐地方官到邊區並頒

大體而言，本次調查最根本的問題，

布制度，象徵其權力前緣的延展；地方的權

還 是在於我們自身並非對該地有深入了解

勢者則藉由祭祀策略的操作，表達他們對地

的研究者。由於欠缺對文獻、制度、背景的

方官──甚至其後的國家力量──的態度，

深層理解，在田野中所能得到的啟發有限。

同時也在地方上強化原有的地位。然而，如

唯有透過在田野與文獻間不斷地往返，方能

果廟宇的祭祀策略確實代表其隸屬人群的

得到更多的突破。這或許是之後繼續進行田

立場與利益，那麼我們便該追問：廟宇的祭

調時，可以注意的方向。

祀行為，究竟在地方人民的生活世界中，扮
編按：
本文由 4 位參與田野調查之學員合撰，
執筆者分別為施昱丞（臺大歷史系博士
生）
、薛名秀（臺大歷史系碩士生）
、蔡松穎
（臺大歷史系博士生）、郭婷玉（臺大歷史
系博士生）。

▲圖五

宜蘭市壯圍新福宮的鄉勇堂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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