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春節過後的元宵節，除了賞花

燈、吃湯圓（元宵）外，全台各地都有相

關的迎神賽會民俗活動，從北起新北市

野柳區的淨港過火、平溪區放天燈祈福、

苗栗市的炸火龍，到南部台南市鹽水區的

蜂炮、屏東市海豐里、九如鄉三山國王廟

的巡男丁遶境、屏東市林仔內的老爺炸竹

竿炮、屏東縣六堆客家（內埔、萬巒、佳

冬、新埤等）鄉的拜新丁，以及東部台

東市的炸寒單爺等，都深具「在地」的特

色，而最溫馨又富有傳奇色彩者，應屬屏

東縣九如鄉九塊厝三山國王廟流傳－「王

爺奶奶迎男孫燈」，王爺奶奶（夫人）真

人成神，「人神聯姻」的傳奇故事，是屏

北地區難得深入鄉間，且永續舉行的民俗

文化盛宴，呈現出閩客族群不同的文化風

貌。

三山國王

民間崇拜的「三山國王」，是客家

族群（潮州人）的普遍信仰，「三山國王

廟」則是屏東縣九如鄉內最著名的廟宇，

除見證客家先民渡海移墾「六堆」的艱

辛歷程外，更維繫著百年來，地方庶民共

同的生活記憶。在林衡道等所著《鯤島探

源：台灣各鄉鎮區的歷史與民俗》書中，

載曰：「明鄭來台啟動屯田制度，開發南

台灣，客家人越過「下淡水溪」（現今之

「高屏溪」）到屏東平原開發。」清朝時

期，就有平埔族原住民族居住，隨後有九

戶客家人開墾九如地區，因而，九如鄉的

老地名，又稱為「九塊厝」。客家人帶來

原鄉的「三山國王」守護神，但當地的客

家族群被隨後到來的大量閩南移民同化，

才逐漸被轉化為閩南村鄉。    

九如鄉九塊厝（今九明村）的三山國

王廟，又稱「明貺廟」，創建於西元1651

年（明永曆5年），距今已有300多年歷

史，是一座少見翻新或擴建，仍舊保持著

傳統建築格局的客家古廟宇，為全台首建

歷史最悠久的三山國王廟，早期由客家人

奉祀，如今成為閩南人的信仰所在，見證

屏東平原的開發歷史。且擁有「十三庄」

結盟的廟宇地位，是九塊厝社區地緣關

係最重要的標誌和象徵，見證九如鄉的開

發，更是鄉民的精神寄託，現已為屏東縣

三級古蹟。

三山國王是發源於中國大陸廣東粵

東地區之宗教信仰，隨著當地移民向外擴

展，成為粵東、東南亞、香港及台灣民間

信仰之一，為潮州籍閩客移民之主要精神

信仰。所謂「三山」，實指現廣東省揭陽

市揭西縣河婆鎮郊3座山—「獨山、明山、

巾山」的3位山神，三位一體。緣起於群

住在此的居民，因為對名山靈石的自然崇

拜，進而成為潮州地區（客家人）的地方

全台獨有元宵節習俗

王爺奶奶
迎男孫燈
■ 文、攝影／林怡如

▲ 屏東縣九如鄉三山國王廟仍舊保持傳統建築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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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神，產生「三山國王」的崇拜信仰。

目前，人們所看到的三山國王神像，是以

擬人化仿傚「桃園三結義」劉、關、張的

裝扮造型而成，至於其姓氏和生平事蹟，

則是後人尊崇而加進來，用以增加三山國

王的民間信仰度。

三山神的傳說

根據鄉野文獻記載，最早的三山神，

傳說出現於隋朝，三位山神自稱是兄弟，

因受領天庭旨意，分別鎮守獨山、明山

與巾山。更有此一說，三山國王於政治

上的正統性，來自宋太祖開寶4年（西元

971年）平定南漢，和宋太宗太平興國4

年（西元 979年），親征太原滅北漢劉繼

元時的兩次「顯靈」有關。宋太祖在位

時，詔封：「明山為清化威德報國王、巾

山為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為惠威宏應豐

國王。」並敕廣建廟宇，歲時合祭，賜額

「明貺」。另一傳說，是這三位山神曾於

危難時，救過宋昺帝，經宋昺帝下詔書建

廟祭祀。這些傳奇故事雖難以考證，卻深

深凝聚當地客家居民的宗教信念，讓宗教

信仰遍地生根。三山國王祖廟，位於今廣

東省揭陽市揭西縣縣城旁，當地舊稱「霖

田都」，故該廟多被稱為「霖田祖廟」。

話溯明朝晚年，中國大陸北方被滿

清佔領，百姓人心惶惶。清兵屠城第七日

夜裡，有霖田三山國王廟虔誠許姓信徒，

受三山國王夢兆暗示：「漢人災難，天

意難違，你等醒來後，先帶三王金身渡海

赴台，安置在何地，再另行指示，但在啟

行前，必須到霖田三山國王廟告明」，

次日許姓信徒醒後，便找有意來台拓荒的

黃姓商人，於五月渡海來台，抵屏東九塊

厝後，許、黃二人就聽到福王被清兵追殺

的消息。許黃二人借用空地，把三山國王

金身安頓在茅草小屋內，定時燒香膜拜。

為籌建廟宇，又回大陸募款，因某些原因

未再到台灣。後來，移民九塊厝者日漸增

多，廟地終獲得信徒捐贈，在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下，把三山國王廟興建起來，直

到今日香火鼎盛。

九如鄉三山國王廟正殿奉祀三山國

王，後殿中間祭祀觀音菩薩，左右各為王

爺奶奶及註生娘娘。廟宇三川殿上的屋

脊，採燕尾造型的三川脊，並具有雙重脊

堵，稱為「西施脊」，遠望呈現反曲線的

構成，像燕尾一般飛翹向天，很有流線

感；再以福祿壽三仙，做為屋脊中央的裝

飾。建築格局為三殿二廂房的古樸廟宇建

築，豐富的建築裝飾，如三川殿、木雕、

彩繪、剪粘及門神裝飾彩繪等，雕工細

膩，頗具特色，迄今都珍貴完整的保存下

來，尤以交趾陶、木造樑柱、石造牆柱為

裝飾主體，其中的花、鳥、神、獸等彩繪

及雕工，頗見巧思。正殿留有「豆」字造

型「嘉慶丁卯年」青斗石大香爐，是九如

三山國王廟的鎮廟之寶，可以看出早期先

民從唐山過台灣，除祈求闔家平安外，更

期盼六畜興旺，五榖豐收。

正殿兩扇大門上，「秦叔寶」與「尉

遲恭」的門神畫像，出自「頂港有名聲，

下港真出名」民俗大師潘麗水的手筆，嘔

心力繪的門神，看起來栩栩如生，近看鬍

鬚一根根清晰可數，眼睛發亮炯炯有神，

一股威嚴震懾感覺油然而生。

兼融南北的傳統彩繪藝師

潘麗水是台灣知名的傳統彩繪藝師，

人們尊稱為「麗水師」，南台灣有三分之

二的廟宇門神畫像，幾乎都出自於他的

手筆，以兼融南、北畫風聞名。彩繪運用

北式圖案簡約造型，而門神改轉漢朝衣冠

人物，神韻生動，眼神靈活，鬚髮飄逸。

在壁堵上精細描繪的故事人物，注重畫面

▲ 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獨有「王爺奶奶迎男
孫燈」習俗。

▲ 九如鄉三山國王廟已核定為三級古蹟。

▲ 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王爺奶奶出巡的鑾
駕。

▲ 大門上三山國王廟門神畫像是民俗大師潘麗
水的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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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圖與張力，無論筆觸、線條或用色，

都有其獨到之處，因而廣受各地廟宇的重

視，亦為自己奠下傳統畫師不朽的地位。

1993年，教育部鑑於潘麗水大師對民間廟

畫的傳承，作品遍及全台民間，特將全國

民族藝術「民間彩繪」類「薪傳獎」頒贈

給他，以表彰其貢獻。

九如鄉三山國王廟大殿的雕花柱頭，

像極台北三峽清水祖師廟的格調，樸實而

不華麗，簡單又有古趣，莊重中又顯典

雅。後殿牆壁的龍堵，是交趾陶的藝術精

品，為難得一見的經典之作，顯得相當珍

貴；後殿兩側對稱廂房，面向後殿是相當

特殊的設計，在殿與殿之間以廂廊相接，

並設有前廟埕與中廟埕；加上廟內懸掛的

「慧光南海」、「威震海東」匾額、神

龕、香爐、籤筒，以及乾隆年間的「乾隆

51年禁示碑」，都是相當珍貴的歷史文

物。還有一直讓人津津樂道王爺奶奶民間

傳說等，都成為該廟之獨具特色，是全台

三山國王廟所獨有，都彌足珍貴，曾獲選

行政院文建會舉辦「歷史建築百景」徵

選，獲得第31名榮譽。

民國85年，九如鄉三山國王廟開始舉

辦「王爺奶奶回娘家」廟會民俗活動。92

年到94年更擴大規模，由九如鄉與麟洛鄉

聯合舉辦「王爺奶奶回娘家」活動。在善

男信女的簇擁下，九如、麟洛鄉民擺香案

夾道恭迎中，鑼鼓喧天，歡聲雷動，在地

方掀起一大盛事。現在，每年三山國王廟

「王爺奶奶回娘家」，已成為年度的文化

祭典盛事，屏東縣政府亦為此，特別舉辦

過「文化祭」活動。

三山國王廟「王爺奶奶回娘家」活動

過程，主要是由麟洛鄉的信徒，前往九如

鄉的三山國王廟，迎接王爺奶奶回娘家作

為開場，王爺奶奶回娘家經過數日後，再

換由九如鄉的三山國王廟信眾，恭請王爺

奶奶回駕，整場活動的最高潮，是請當年

度的新生男丁，持香提燈隨王爺奶奶鑾駕

遶境轄區村莊，祈求地方順利平安，是一

項融合溫馨畫面的宗教儀式。

王爺奶奶回娘家的美麗傳說

這是一個美麗的傳說，發生在屏東

縣麟洛和九如兩個閩客鄉鎮，故事的主角

徐秀桃，是一個正值花樣年華的貌美女

子。根據《六堆客家鄉土誌》記載，清嘉

慶24年（西元1819年），麟洛鄉有位篤

實農夫徐老四（徐達傑），他生有孝女名

「秀桃」。當時，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的三

山國王聖像出巡，到麟洛河雙溪水開光，

路過麟洛溪的橋上時，適有徐秀桃與其他

三五成群婦女，在庄外北柵角小溪浣衣，

忽聞鑼鼓喧天，遶境隊伍十分熱鬧，乃抬

頭向橋上眺望，正好看見一相貌美挺魁武

之人，身著黃袍騎白馬徐徐而行，內心愛

慕之餘，脫口說出：「倘若他日出閣，如

能配上如此郎君，我心願滿足矣」。身旁

女伴聞其言，皆錯愕問其故，但徐女靜默

不答，繼續俯首洗衣服。話剛說完不久，

突見一木盒從上游漂流至徐秀桃面前，她

隨即以手順勢推開，但是，木盒仍又漂流

過來，一連幾次都是如此，徐女心裡覺得

有異，乃將木盒撈拾起來，帶回家打開檢

視，發現木盒內放置一枚戒指，就好奇地

試戴在手指上，未料戒指這一戴，便很難

脫下來。嗣後，她因思慕黃袍騎白馬郎

君，日夜茶飯不思，身體日漸枯瘦。

家人萬分擔心著急，就去廟裡求神問

卜，請神明能夠指示，經乩童起乩結果，

說明徐女並非生病，無須服用藥劑，是九

如鄉三山國王廟的大王看中了她，要娶她

▲ 青斗石大香爐是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的鎮廟之寶。

▲ 雕花柱頭樸實而不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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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妻，她的壽年已到。起先眾人都認為是

無稽之談，而不予置信。但九如鄉三山國

王廟大王回宮後，卻臨時乩筆告示庄民，

云：「我大王開光，過境麟洛時，與徐家

女訂婚，有戒指為信物」。

消息傳到麟洛徐家，發現物證相符，

事情已成真實。才恍然知道，原來王爺出

巡那天，徐秀桃看到的那位俊俏男子，就

是三個王爺中的大王爺。由於大王爺顯化

成騎白馬的男子，給徐秀桃看到（普通人

是看不到祂的）。而徐秀桃檢到的木盒，

就是大王爺送給徐秀桃的定情聘禮，且徐

秀桃已經收下大王的聘禮，大王爺要娶徐

秀桃回去，所以，她的病是不會痊癒，也

特別告知徐家，等她往生後，不能把她的

身體下葬，而要放在金甕裡。於是，家人

就把她安置在家園的一棵大楊桃樹下，就

這樣嫁給九如大王爺。大王爺渡回徐秀桃

真靈，回到三山國王廟後，隨即交代九塊

厝的庄民們，需雕塑「王爺奶奶」的金

身，以供民眾香火膜拜。

西元1960年代，六堆先賢鍾壬壽編纂

的《六堆客家鄉土誌》中，就將「王爺奶

奶」這則家喻戶曉的人神聯姻故事，有了

正式的文獻記錄。

徐秀桃嫁給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的大

王爺後，麟洛和九如兩莊村民來往甚密，

儼如民間聯婚親家，後人就尊稱徐秀桃

為「王爺奶奶」，徐家人亦稱她為「老姑

婆」，每年王爺奶奶回娘家，麟洛人都會

盛大舉辦迎送的活動。王爺奶奶徐氏後代

子孫，現今居住於屏東縣麟洛鄉開台聖王

廟（鄭成功廟）附近「東海堂」，在娘家

屋旁設有祠堂，供奉大王爺與王爺奶奶聖

像，供村民信眾們膜拜。

九如、麟洛的村里大事

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的王爺奶奶回娘

家，算是九如和麟洛兩鄉的民俗大事，每

年農曆正月15日是王爺奶奶的生日，在

生日來臨的前一個月，大王爺就會通知徐

家，大王爺何時要到麟洛，大約在農曆的

正月10日左右，由麟洛鄉各廟寺神轎及

代表，啟程前往九如鄉三山國王廟，迎接

大王爺和王爺奶奶回娘家，九如鄉民則會

以盛大的獅陣，到九如大橋前熱鬧歡迎。

麟洛鄉民「鬧熱」（客語，同國語「熱

鬧」）陣頭到三山國王廟後，虔誠的恭請

大王爺及王爺奶奶安座神轎內，再一路熱

鬧地於當天傍晚回到麟洛鄉境，恭請大王

爺安座在鄭成功廟內，王爺奶奶則安座於

福聖宮，供鄉民信徒用清香和盤花參拜。

次日吉時，大王爺和王爺奶奶的神

轎，由麟洛鄉內的神明陪同下，遶境麟

頂、麟蹄、麟趾三村，而迎接神轎的是各

家住戶準備的鮮花、素果與清香祭拜。大

王爺和王爺奶奶在一路上，沿途分送九如

鄉親準備的水果、糖果等十二木盛（舊昔民

間逢有婚嫁喜慶，用來盛裝喜餅禮物，以

木板釘做成長方形，兩端可由兩人扛抬的

盛物箱子。）伴手禮，給麟洛的鄉親和信

眾，食用後庇佑四時平安，諸事順利。

當天遶境結束後，大王爺仍安座在

鄭成功廟，王爺奶奶則回到福聖宮，接受

鄉民的膜拜。有些信眾為了祈福與感謝

王爺奶奶的保佑照顧，甚至會打造金牌或

「結衫帶」（紅綿線綁鈔票），掛在王爺

奶奶與大王爺的身上。至此，在「王爺奶

奶回娘家」兩天兩夜的迎神活動中，街道

上眾民把手擁抱言歡，麟洛鄉的客家人，

稱九如鄉的閩南人為「外甥仔」，而九如

鄉的閩南人，則稱麟洛鄉的客家人為「阿

舅」，每年王爺出巡，麟洛人都會盛大舉

辦迎送的活動，真的是閩客台灣人一家

親，在南台灣閩客莊落間傳為佳話，鄉民

迄今也嘖嘖稱奇。

正月15日出男孫燈

早年時期，從麟洛到九如鄉，有一

條河川橫隔阻斷，來往需搭坐竹筏才能渡

河，所以，當麟洛人搭乘竹筏時，如果

遇到九如人經營的渡口，只要表明是麟洛

▲ 男孫燈要在元宵節前拿到廟內大堂懸
掛。

▲ 今年由天上聖母媽祖廟神轎擔任先鋒。 ▲ 王爺奶奶家族挑花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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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即可獲得免費搭乘，因為一樁人神聯

姻，無形中化解當時閩客族群間的紛爭，

一直到今日，兩村鄉仍維持著非常合諧的

關係。

由於三山國王大王與徐秀桃之婚訂，

此一機緣讓九如鄉九塊厝與麟洛鄉締結秦

晉之盟，兩鄉信徒認知甚深，每逢三山

國王之王爺千秋，或麟洛鄉有神明誕辰，

兩方互相往來慶祝，傳統一直沿襲至今，

且每年逢王爺奶奶生日，以及元宵節次日

（農曆正月16日）舉行王爺奶奶繞境巡視

男丁（孫），又稱「鬧花燈」，以出男孫

丁活動，視為整個活動重頭戲，是地方隆

重的慶祝大典。

農曆正月15日王爺奶奶的生日，是大

王爺及王爺奶奶回九如鄉三山國王廟的日

子，九如鄉親信眾抬著二王爺和三王爺的

神轎前來迎接，先到鄭成功廟上香，再回

王爺奶奶的娘家「東海堂」祭拜祖先，才

依依不捨的返回九如鄉三山國王廟。

隔天正月16日，由二王爺及三王爺陪

同王爺奶奶，出巡遶境九如鄉內九清、九

塊、九明、東寧等村庄巡視男丁。

九如鄉三山國王廟慶祝王爺奶奶生

日，即有「出男孫燈」的習俗，王爺奶奶

遶境巡視男孫時，依照古早俗例，男孫的

母親要揹著新生男孩，提著燈籠隨香於王

爺奶奶鑾轎後遶境，而「男孫頭」（去年

農曆正月16日王爺奶奶出巡，回廟後最

先生產的小孩，稱為「男孫頭」）要雇請

一團鼓吹陣頭鬧熱酬謝；但沿傳到現在，

已改裝用錄音機播放八音，男孫頭免除負

擔請鼓吹陣頭的費用，且當年家中有在王

爺奶奶出巡前生男丁者，必需到廟裡「添

燈」（閩南話「添丁」之意），改用寫上

姓氏的「男孫燈」，懸掛在王爺奶奶、三

山國王之二王、三王及先鋒神轎（今年為

天上聖母媽祖廟）兩側隨行，村落周邊廟

寺堂壇神轎陣頭伴隨遶境祈褔，與以往習

俗略有不同。

自古以來，燈籠與人們生活息息相

連，在廟宇中、神明廳裡，處處都有懸掛

燈籠。漢朝初年，唐開元年間，為慶祝國

泰民安，乃紮結花燈，藉著閃爍不定的燈

光，象徵「彩龍兆祥，民富國強」，花燈

風氣至此廣為流行。因「燈」與「丁」語

音相同，意味著人丁興旺，所以，過去農

業社會中，每家都有「字姓燈」，懸掛在

屋簷下和神明廳中。今天迎神賽會上，神

明的陣頭前，仍有兩盞大燈籠，就是這種

習俗的延續。燈籠還有其他意義，早期每

年正月私塾（古代的學校）開學時，家

長會為子女準備一盞燈籠，由老師來點

亮，象徵學生的前途一片光明，稱為「開

燈」。後來，就由此演變成元宵節提燈籠

的習俗。由於「燈」字音和添「丁」相

近，燈籠也用來祈求生子的意義。

男孫燈要在農曆正月15日（元宵節，

王爺奶奶生日）以前，送往九塊厝三山國

王廟內大堂樑柱懸掛，待16日遶境出巡當

天，再隨著王爺奶奶、王爺及註生娘娘的

神轎一起出巡，接受大家的祝福，除富有

祈福的意思，也希望與鄉親分享添丁的喜

氣，之後才能夠各自提回家，以便在清明

節掃墓時帶去掃墓，以出男孫之事奉告祖

靈。16日王爺奶奶遶境回廟後，晚上女子

們（無論已婚、未婚及老幼）都要踴躍上

廟燒香祈願，依照古例當天夜晚，男生不

得進入廟內，有頭戴蝦籠帽手持板杖者，

守護在廟門口把關，可說是婦女之夜，但

現在已改廢，不再續存此慣例。

早期的農業社會，最需要的是人力，

尤其男丁更是農作時的主力，又負有傳宗

接代的重責大任，每戶百姓人家都期望在

王爺、王爺奶奶神靈的庇佑下，家家出壯

丁，並能順利長大成人，因此，在去年度

（農曆正月16日前）出生的男丁（男孩

子），家長要訂做一對燈籠，寫上孩子的

姓氏，掛在王爺奶奶的神轎周圍。

在去年間，村民有增添新丁（生男

孩）者，就攜帶著「新丁粄」（龜粄，即

▲ 王爺奶奶聖像。

▲ 村落周邊廟寺神轎「逗鬧熱」遶境祈褔。 ▲ 王爺奶奶家族花燈車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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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人的紅龜粿）前來廟裡酬神，感謝

上天賜予麟兒，並在上面插著「新丁花」

（亦即紅仙丹盤花）來祭拜。高屏地區的

六堆客家人，喜愛用盤花、紅布、金花祭

拜神明或祖先，可以說是六堆客家祭拜的

特色。

祭拜過的盤花，聽老人家說，這種經

神明加持過的花草，從供桌上收下來後，

先用日曬乾燥，再分給家人洗澡淨身，來

保佑平安順利。民間也傳說，運勢不好去

「卡」到不乾淨的東西時，以神明加持過

的花草洗過頭與臉部後，身體就會乾淨清

爽。如果有小孩受到驚嚇，晚上會睡不安

穩，相傳只要將花草泡水來洗澡淨身，就

有收驚定神的效果。

以前客家人的老祖先，在廟堂裡祭

拜神明或「伯公」（客家人將土地公視為

土地的守護神，並賦予其「伯公」或「庄

頭伯公」等名號）時，都很愛敬奉香茶及

盤花。以香花敬奉神明（伯公），最重要的是需誠

心誠意，它無論多少大小，代表的是希望神明（伯

公），能保佑大家事事圓滿，大吉大利。

至於「金花」這種祭祀品，只有在客家廟宇神

祀，才會看到使用，有說是獻上樊梨花的法器，另

有一說是指有著樊梨花的法力，所以，「金花」的

式樣，有用金箔紙剪貼成如閩南的「春花」形式，

也有的「金花」上面，直接貼著樊梨花女子面孔的

式樣。

九如鄉的「三山國王神威廣大保黎民，王爺

奶奶慈悲為懷佑男丁」。王爺奶奶聖誕當天，整個

九塊厝村落，道路兩旁張燈結綵，一大早天還未

亮，即有善男信女陸續湧入。遶境活動在清晨七點

出發，由男丁的家長輪流扛抬著神轎，在神轎兩旁

掛滿各家姓氏的燈籠，隨著王爺奶奶、二王爺、三

王爺等出巡遊境（大王爺鎮守廟內），各個陣頭沿

著鄉內主要街道前進，沿途住家設置香案素果焚香

膜拜，香火遼繞，或是放鞭炮煙火迎接，整個龐大

神轎、王爺奶奶家族花班及舞龍、舞獅、八家將陣

頭隊伍，蜿蜒長達數百公尺，鑼鼓喧天，通宵達旦

（大約需遶境到翌日凌晨二、三點，才「入廟」

功德圓滿），由於日以繼夜，氣氛相當熱烈，宛若

嘉年華會，為一年一度九如鄉三山國王廟「迎男孫

燈」、「巡男孫丁」帶來活動高潮，也延續了客家

習俗，藉著文化活動的交流，將客家的傳統與歷史

故事，推廣給更多喜愛客家文化的人，共同瞭解客

家人的傳統。

香花，來表示對神明的尊敬，以及一份虔

誠的心。到了神明聖誕日時，就用香花、

清茶、水果、紅布、金花（六堆客家地區

才有使用）、牲醴來祭拜；在農曆每月初

一、十五時，也是用清香、盤花、水果來

祭拜，所以這種「盤花」，可以說是客家

祀神祭祖的特色，在祭拜儀式中，是極重

要的部份。

最原始盤花使用的花材，在廟堂與

伯公壇並不一樣，廟堂裡供奉的花，一定

要有香味，愈香愈好。盤花基本的花材

很多，如仙丹花（新丁花）、芙蓉、扁

柏、大理花、圓板花、山馬茶、白花仔、

夜合、含笑、樹蘭、菊花、玫瑰花、美人

蕉等，但是，龍船花（別名「發瘋花」、

「癲婆花」，花瓣簇聚似一團團熊熊燃燒

的火焰，且顏色鮮紅的花朵很吸引人，但

台灣民間傳說，它是一種很不吉祥的花，

誰碰了它就會倒霉發瘋，所以，又稱為

「瘋婆花」。）就擺不得。主要以一般人

家屋前後所種的花木為主，代表客家人勤

儉肯吃苦的精神。

擺置盤花時，宜取當季的花草，習

慣性會依照花蕊的大小來擺放，愈底層愈

大蕊，從盤子外層向內依序擺放，愈疊

愈高，最頂上再擺一蕊大朵的紅花（新丁

花或大理花），也有人用單一種花材來

擺飾，如此，就變成一盤盤又圓又靚的

▲ 王爺奶奶娘家祠堂供奉大王爺與王爺奶
奶聖像。

▲ 王爺奶奶娘家旁設有祠堂供信
眾膜拜。

▲ 用盤花祭拜神明是六堆客家祭
祀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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