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民俗文化活動─牽水狀

今（99）年6月，雲林縣口湖鄉牽水

狀宗教祭典，獲得行政院文建會公告為重

要民俗文化活動，係繼「雞籠中元祭」、

「台南西港刈香」後，第三個由文建會列

為國家級的重要民俗文化活動。7月19日

下午3點鐘，由文建會主委盛治仁親臨牽水

狀祭典現場，頒授國家重要民俗證書，由

縣長蘇治芬及雲林縣口湖鄉萬善同歸牽水

狀文化協會理事長曾人口等共同見證，除

象徵「牽水狀文化祭」是國家級重要民俗

活動，可獲得更多政府資源挹注外，同時

也進行一系列紀錄片拍攝及相關活動推廣

計畫，俾保存全國獨特且僅存的民俗宗教

文化。

口湖鄉位於雲林縣的西南端，地形

呈南北狹長，東西短窄狀，東以瑞穗橋與

水林鄉為界，西臨浩瀚台灣海峽，南沿北

港溪與嘉義縣東石鄉遙遙相對，北接四湖

鄉。附屬島嶼有統仙洲、外傘頂洲等，其

中，外傘頂洲廣達5.8平方公里，位居雲林

縣最南端，為台灣最大的濱外沙洲。由於

鄉境內魚塭遍佈，曾是台灣70年代的「養

鰻王國」，然而，養殖漁業的發達，卻造

成嚴重的社會成本，因水井林立，濫抽地

下水養殖，私自掘堤引進海水等做法，而

造成每年20至60公分地層嚴重下陷，每當

颱風豪雨日，海水倒灌成災現象，早已屢

見不鮮，讓居民膽顫心驚。

回溯明末清初時期，雲林沿海地帶

即形成一個狹長的大潟湖，名為「樹苓

湖」，而位於潟湖下端，北港溪與牛挑灣

溪出海口的金湖港（舊稱「下港」），範

圍包涵今天的金湖、台子、蚶仔寮、成

龍、新港、下湖口等六個村落。由於金湖

港的港闊水深，具賦船舶避風優勢，又是

台灣與澎湖最短航距點，在早期曾經是台

灣11個主要港口之一。

天災來襲  村民無一倖免

清道光25年（西元1845年）農曆6月

7日的黃昏，忽然間烏雲密佈，瞬間狂風暴

雨來襲，巨大狂瀉的雨量，使暴漲的北港

溪與牛挑灣溪，河水滾滾湧向樹苓湖，來

金湖

水
文化祭

■ 文、攝影／蘇玉箏

▲ 將水燈施放海面任其漂流。

牽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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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疏洩到海峽的溪水，在強烈颱風的席

捲下，形成巨大海嘯，千軍萬馬般地倒灌

至沿海地帶。一夜之間，從虎尾溪到北港

溪沿海一帶全被波及，尤以金湖港一帶最

為嚴重。

據《台灣通志》「水利篇」記載，

這一場水患淹斃居民3,000餘人，花費30

多年時間，一直在蒐集訪察牽水狀相關事

件，著有《金湖春秋》的雲林縣口湖鄉萬

善同歸牽水狀文化協會理事長曾人口指

出，在20多年前採訪當地耆老時，許多

老一輩都還聽父祖說過，蚶仔寮庄沒一個

倖存，而原本繁華的聚落，也形成一片廢

墟，景象慘不忍睹。

這件清代開拓台灣以來，死亡最慘

重的水患，在史籍上多有記錄，嘉義縣知

縣王廷幹向朝廷上奏，驚動清宣宗道光

皇帝，覽奏後表示「朕心深為不忍」，為

憐恤無辜的受難百姓，除降旨准予動用官

糧庫銀賑災外，並對罹難的冤魂，敕封為

「萬善同歸」，意思是「人莫不有死，死

後同歸一路」。

虔誠祭祀 防災於未然

災後的第6年（咸豐元年，西元1851

年），金湖地區百姓為表慎終追遠，並便

於民眾祭祀，便四處籌募款項，在下湖港

邊（今台子村蚶仔寮西南萬善同歸祠）萬

人塚旁，共同建築一間草祠，也就是蚶仔

寮開基萬善祠，以作為祭祀之祠堂。後來

因為許多民眾遷移到口湖鄉的新港地區，

於是，又分靈另立金湖（新港）萬善爺

廟。

自從水災發生後，基於防患的心理作

用，歷年在金湖航行的船隻，自農曆6月初

一起，至初十止，只准入港不准出港，並

準備供品祭拜。後來改在6月初七、八、九

3天，請僧侶作浮屠誦經修懺，並由道士作

牽水狀的科儀，以超渡水難諸靈，而以牽

水狀的儀式最為特殊，已成為口湖鄉當地

特有的習俗和文化。

現在每年逢農曆6月初七、初八日，

金湖港都要舉行超渡水魂的「牽水狀」祭

典，藉以祭祀追思超渡不幸罹難的先祖靈

魂。這兩天日子裡，金湖地區比春節過年

還要熱鬧，住在村內或旅居外地的鄉民，

不管工作多麼繁忙，都會回到家鄉參加萬

善爺廟（或萬善祠）牽水狀法會盛典。男

女老少一個接一個，穿梭於一排排的水狀

行列之中，並用手觸摸水狀，象徵著每一

條亡魂，從此將可快活輕鬆，這種精神除

了是民間傳統宗教信仰外，還有無比深沉

的情感與溫厚的人情味！

戰水英雄─萬善爺公  

今口湖鄉轄內的金湖（港東、港

西）、蚶仔寮、下寮仔三處，同是水難波

及的地區，也都有建立廟祠，奉祀「萬善

爺公」。

坐落在台61號西濱快速道路、台17

號公路旁，建於清咸豐年間的金湖萬善爺

廟，廟宇經過多次整修，現在規模雄偉壯

觀，壁畫彩繪精細，尤其壁畫內容以當地

事蹟史實為主題，是台灣難得展現當地特

色的廟宇。

金湖萬善爺廟內，主祀9頭18隻手的

「戰水英雄」。這尊戰水英雄，是當時金

湖地區大海嘯所流傳的故事中，口湖先民

年約35歲的陳英雄，其身高近6台尺，體

格魁梧，臂力過人。當6月初七夜，遇此

▲ 口湖鄉境內魚塭遍佈。

 蚶仔寮萬善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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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災後，連忙回家搶救母親，卻發現母親

已被崩塌的房屋壓斃水中，正當悲痛欲絕

時，忽然聽見孩子的哭泣聲，循著哭聲涉

水前去探視，卻發現到鄰房的8名小孩，

站立在木櫃上哭泣求救，在危急萬分情況

下，立刻奮不顧身搶救，但無奈水流汹

猛，他與8名孩子慘遭大浪滅頂，不幸全數

被捲入汪洋中罹難。當地居民為感念陳英

雄的英勇事蹟，稱呼這位救難英雄為「大

萬人」，並認為其捨身救人的精神，往生

後必昇天成神，就以其身上攀爬8個稚齡孩

童（共計9頭18手），拯救的情景為主題

造型塑像，供奉在萬善爺廟中，供後人祭

祀。

舊金湖港蚶仔寮的萬善爺祠，是最早

祭祀萬善爺公的地方，也就是所謂的「開

基廟」。比起金湖（新港）萬善爺廟，給

人的感覺比較傳統樸實，雖然人潮沒有新

港的多，但可體驗到濃濃的民俗風味。

奏請諸神 賜福大地

牽水狀科儀中的「三函五道」，就是

由道士具狀奏請主管上（天上）、中（地

上）、下（水上）的尊神，准予赦免這些

因水難冤死的亡魂之罪，使能自水中浮上

陸地，來接受超渡上昇仙界（極樂世界）

的一種申請手續。

初七日下午2點過後，由道士團先行

主持迎請之禮，恭迎萬善廟（祠）的神

像、香爐，至預先搭好的法會道壇。神像

象徵神明鎮壇、鑒禮之意，香爐則象徵萬

千水魂已就位，在此同受信眾超渡。神像

及香爐安置妥當後，由道長主持為看管鬼

魂的山神、土地及其座騎開光點眼，以示

神靈已降附。在撕去紅紙罩後，道長唸著

開光咒，手持硃砂筆，沾濡白雄雞冠上的

血，依序點上眼、耳、鼻、口、舌等五官

七竅，心、背、手、足等四肢及全身36骨

節，點畢用手搖晃神座，並揮動紙火，表

示「神靈附身」，就此開始正式執行鎮守

道壇的任務。開光後，接著「起鼓」，鑼

鼓嗩吶齊鳴，表示這一年一度的牽水狀法

會超渡儀式，由請爐起鼓揭開序幕。

主壇的道長藉著奏表請神，向諸天、

三界奏秉這場法事的旨意，並祈求上蒼庇

佑合境人民平安。隨後道長步罡出壇，

宣讀《無上金書發表科儀》，將參與者的

名單呈送上蒼知曉，祈求賜予禎祥福祉，

然後行三獻禮，再宣關、化財，即所謂的

「發奏表文」。奏表後，接著是奉請諸

神，啟請陽間諸聖及遠近神祇降臨道壇鎮

守，以防妖氣入侵，並協助道長做法，順

利完成超渡法事。

到了黃昏時刻，陰陽接替的下午3、4

點鐘，蚶仔寮萬善爺祠由道士團、乩童引

道，鑼鼓旗幟陣前導，率眾善信一同來到

牛挑灣溪畔放水燈。而金湖萬善爺廟，則

是選訂在夜晚七點鐘出發，徒步到金湖港

碼頭，再轉搭漁筏出海，航行至外海區域

施放水燈。

放水燈儀式

放水燈是整個牽水狀法會過程中，第

一個神、道、民共同參與的祭典儀式，目

的旨在為水路孤魂照路，將水燈放流到河

海中，俗傳藉此邀引溺死孤魂，浮出水面

▲ 九頭十八隻手「戰水英雄」彩繪。

▲ 村民們準備祭品祭拜萬善爺公。 ▲ 道士團設案備禮祭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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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人間普渡，以超昇脫離苦海，歸入仙

班的一種陰式祭儀，藉以表達在世子孫的

一片孝心。

燃放水燈的隊伍，通常是由鑼鼓陣

開路，接著是道長、道士，挑牲醴、端水

燈、插香，隨拜的人員跟在後面。當隊伍

來到預定的溪畔（碼頭）後，由道士團在

臨時的祭台設案備禮，開始作簡單的祭禱

和誦唸經讖，宣讀疏文奏報天地神祇，召

請水路孤魂降臨，共享普渡的隆厚心意，

以助幽魂超昇淨域。接著將紙厝造型的水

燈搬上漁筏，慢慢地運離岸邊，駛行至海

面上，再一一插香點燭，將水燈施放海面

任其漂流。人們相信，水燈漂流得愈遠，

愈能招引更多的孤魂，來接受超渡，更能

庇佑施放之人事業順利，閤家平安。

水燈放出後，表示水路已經開通，溺

水的幽魂也將陸續上岸，因此，隊伍在返

程時，隨拜人員會沿途插香作為「指引標

幟」，來指示冥路，並用水壺沿途撒水，

以示開水路，指引水魂前來聞經聽懺，接

受普施。

初八日上午，村民們忙著祭拜萬善爺

公和排放水狀，道士壇也忙著對已上岸的

水魂，先來「唸經誦懺」的超渡科儀，爐

主、祭典人員和眾善男信女跟拜，由道士

團於道場正案前，誦唸經文為亡靈誦經超

渡，並至廟祠內，為萬善爺公誦經一番。

誦經祭拜後，再進行誦經拜懺超渡科儀，

直到中午結束前舉行獻敬，向諸神亡靈敬

獻一番，敬以最高禮節的「九獻禮」，從

獻香、獻花、獻燈、獻果、獻茶、獻酒、

獻包、獻法水，一直到獻寶貝（金器），

早上的經懺祭拜，才告一段落，等到下午

舉行牽水狀。

在牽水狀祭典法會中，一座座與人

胸膛等高的水狀，以細竹篾編紮成內外兩

圈的圓筒狀，外面糊著淺淡花紙，上下則

中空，係把無形加以形象化。水狀糊成三

層，是一種象徵，在狀上寫上亡者姓名，

表示亡魂附在其上之意。水狀糊成圓形，

留有中軸，使能旋轉，有轉法輪超昇之

意。這中間，隱含著儒教「祭神如神在」

的思想；佛教「轉法輪」的思想，加上道

教的科儀，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祭祀習

俗。

在水狀的上下，分別貼著12尊牛鬼

蛇神，按水中、陰間、天堂三種不同的宇

宙空間排列，在水中的有冤魂、正義的水

王和代表惡者的汙穢神；再來是押解鬼魂

的大鬼、小鬼，以及審判善惡的城隍與牛

頭馬面；最後則是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

以及善才、良女。水狀頂端四角，各插有

一支小三角旗，是用來招魂。轉動水狀，

就是要讓淹死的鬼魂，藉著水狀自水中升

起，主要用來超渡溺死者，可以說是水鬼

的救生圈。

敬鬼神  萬善同歸

牽水狀，有被牽引者與牽引者的特定

對象，惟集體遭水難的「萬善同歸」，經

過年代久遠的衍變，現在是將水狀送到預

定的場所，逐一將水狀固定在繩索上排列

成行，等候起狀的時刻，牽引的人也排成

▲ 道長揮動招魂幡招引水魂。 ▲ 水狀排列壯觀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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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逐一用手摸狀，以象徵旋轉牽引。

下午是祭儀的高潮。由廟方人員準備

三牲、四果祭拜，舉行「起狀」儀式。起

狀也稱「啟狀」、「發狀」，為突顯有象

徵性的意義，先在起狀現場搭棚，用竹竿

貫穿水狀，竹竿立於盛水的瓷碗上，表示

在水中，而竹竿則可供水魂扶持之用。

在水狀下面，擺放幾樣具有象徵意

義的物品：一、芭蕉（或蓮蕉、竹欉、水

蕉）：「蕉」即「招」，有招魂之意，

供水魂攀爬上岸，作為扶手之用。二、牛

嘴籠（原用雞籠）：供水魂援手上岸，口

唸「雙腳踏雞籠，雙手扶蕉欉，起來換衫

換褲，親像人。」三、公雞：預知水魂是

否上岸，若水魂上岸時，公雞即會驚鳴啼

叫（寓報時辰之意）。四、水缽（內盛

淡水，另置杓子）：供水魂上岸後，洗手

洗腳用。五、竹椅：供水魂洗手腳時坐著

用。六、衣服、木屐（或拖鞋）：供水魂

穿着用，以便行路。七、魂船：用紙摺

成，渡遠地水魂上岸用。八、掃帚：象徵

為水魂掃淨之用。九、米篩（或黑傘）：

供水魂遮天之用，以避開強光及穢邪之

氣。除以上物品，通常還有「招魂幡」，

由道士執持，以招引水魂，當道士拜誦科

儀後，水狀各由民眾們牽引旋轉，道士在

旁吹角成聲引魂，號召水魂儘速上岸。

在道長靈角的吹號引魂下，水狀便開

始啟動，可以「牽」水狀。男男女女，老

老少少，一個接著一個地穿梭於水狀中用

手打轉，稱為「牽狀」、「轉狀」，俗信

由此靈魂可從血池浮升，祂將會「快活輕

鬆」。水狀於繼續打轉時，速度會由緩和

轉為加快，轉動也會漸覺沈重，隨時準備

著「倒狀」。

所謂「倒狀」，是水狀在快速轉動

時，由牽狀的信眾推倒水狀，表示功德圓

滿的意思。通常由道長頭繫紅頭巾，以法

師的身分登場，雙手緊握著法器，道士們

敲鑼開路，手握靈角、持七星劍引路。法

師在「噹噹」鑼聲引導下，握靈角的道士

不斷吹號驅趕，並不時舞動七星劍劃過水

狀身，法師則沿著水狀陣列，邊跑邊跳以

法器撲打地面和水狀身，以驅送頑魂儘速

離去，完成倒狀儀式。

在萬善爺廟拜庭「普施」放燄口的

法會，主要目的是普施孤魂野鬼，由高功

師父直坐中央，其他師父陪坐兩旁，先行

開示誦讀，普渡疏文後，高功師父化身太

乙救苦天尊，施法解脫人類災厄，解救地

獄孤魂野鬼，當經懺誦唸到一個段落時，

師父便會撒米變糧，並不時撒擲糕餅、

糖果、水果、硬幣等普施孤魂，送給陰間

「好兄弟」「搶」用，不過現場上，圍

觀民眾只要看師父一出手，便群飛齊舞的

去接搶，有的甚至用竹笠、帽子去接，這

些糕餅、果糖等雖不是很值錢，但傳說吃

了會保祐平安健康。相傳，經由師父施展

法術，將桌上祭品施指灑聖後，能將供品

變出數倍的份量，拋施給天地之間的亡靈

孤魂，免得餓鬼吃不飽，而作祟人間，稱

之為「化食」。另一目的為「放燄口」，

孤魂因有罪在身，喉嚨有火球梗住無法吃

食，必需由師父舉行「放燄口」儀式，把

喉嚨裡的火球放出來，才能吃得下東西。

廣場上，廟方工作人員忙著集中所有

水狀，堆放成像似座小山崙般，接著打火

機一按，火苗迅速竄燃一片紅色火光，燒

盡所有的水狀，也燒盡在地人的鄉愁與省

思。

將罹難「萬善同歸」的祭拜，形成

「牽水狀」特殊民俗祭典，是一個悲情故

事，如今，受到世人與政府的重視與關

懷，透過活潑豐富的多元祭儀活動，讓年

輕一輩認識牽水狀民俗的歷史意義，尤其

在歷史背景之下，可觸發現今對防洪、防

風的警惕作用，且緊密結合緬懷先人，有

慎終追遠的孝思情感，更流露濃濃的鄉土

民情。

▲ 法師握靈角不斷吹號驅趕。 ▲ 水狀在快速轉動時「倒狀」。

 水狀集中堆放成似座小山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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