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台灣眾多類型的民俗文化活動中，

除以廟會祭典為核心的信仰文化外，就以

傳統節慶類的民俗活動最受矚目。由於傳

統節慶和庶民的生活關係最為密切，尤其

是元宵節和中元節兩大傳統節慶，更是台

灣所發展出來，深具歷史意義與在地民俗

文化特色。

普渡好兄弟  

極富陽間人情味

普渡的由來，有一說法，相傳唐朝李

世民遊地府時，因眾鬼卒被囚困地獄門，

而無法超生，要求李世民為他們超渡，

李世民還陽後，便令唐三藏至印度取回真

經，為無主的孤魂作七七49天的羅天大

醮，目的在使他們六道輪迴，早日轉世陽

間。

民間舉行普渡的用意，不僅是請好兄

弟吃大拜拜，希望他們安份，莫在人間騷

擾，最主要是藉著普渡祭拜，代向閰王求

情，請閰王慈悲為懷，能夠讓他們投胎轉

世，脫離鬼域回到陽間重新做「人」，所

以，普渡是一椿極富「人情味」的事。

隨著漢人族群在台灣各地的開發，

也在各地發展出多樣化的中元普渡祭祀，

成為具有在地化色彩的民俗信仰活動。

中元祭典普渡的主要象徵儀式，乃是進行

「化食」普施法會，由主壇法師將民眾提

供各式豐盛的祭品，以法訣變化成百千倍

數量，以普施給眾孤魂野鬼，其具體的行

為，即是將祭品向普渡台下投擲，也引起

許多民眾，尤其是孩童的爭奪，此即一般

常見的搶孤行為。

就宗教的立場來說，中元普渡具有威

恆春搶孤豎孤棚熱鬧盛況。
▲

北頭城 南恆春

搶搶滾
豎孤棚■ 文、攝影／陳閔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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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鎮壓孤魂功能，而在昔日經濟不富裕的

台灣社會中，也具有分食貧苦的重要社會

意義。

頭城搶孤  兼具民俗與競賽

民間中元普渡祭典，主要是超渡施

食鬼界亡靈，而「搶孤」會成為最受矚目

的民俗活動，在於其兼具布施陽間人眾的

博愛襟懷，將祭拜完鬼魂的祭品，由貧苦

的民眾搶食以濟饑困；在整個活動的過程

中，極具挑戰性及危險性的激烈活動，為

世界少見的宗教民俗，不僅看見先民的勇

毅和血汗，更有人、鬼、神相互敬畏的意

涵，尤其在活動的環節上，淋漓盡致呈現

出團結互助、爭搶和分享的移民性格。

搶孤習俗緣起於早期漢人族群移墾

台灣，為了追念開拓過程中死難的英靈，

所舉辦的宗教普渡儀式，相傳至今已有

200年歷史。而中元祭的「搶孤」活動，

並非宜蘭頭城所專有，但因方式最為驚險

奇特，且涵意深遠，兼具宗教民俗、體能

競賽的崇敬、詭異與激烈，不僅在台灣僅

見，放眼世界各地民族，亦是少見的活

動。

頭城的搶孤習俗，和早期先民開發

蘭陽平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清朝時

期，開蘭先賢吳沙在1796年率眾進墾蘭

陽，漢人族群移民離鄉背井，渡海來台灣

開墾蘭陽平原，頭城即是立足開墾的第一

個據點。在開拓過程中，先民們歷經種種

天災、疾疫及械鬥等事件，造成許多人客

死異鄉，無法受子孫供奉的孤魂滯魄，為

祈求普渡孤魂，為地方消災解厄，於是，

在每年的農曆7月，都由附近八大庄的居

民，集資舉辦普渡法會，超渡這些無主孤

魂，並在農曆7月的最後一天，也就是「關

鬼門」之夜，舉行盛大富有神秘傳奇色彩

的中元搶孤儀式，以表達對先民的追念普

渡之忱。

頭城的搶孤活動，歷史相當悠久，最

早在文獻上記載，多數學者認為，因當時

烏石港與大陸通商交易熱絡，而由大陸傳

入此一民俗活動。早在清道光5年（西元

1825年）間，擔任噶瑪蘭通判的烏竹芳，

就曾經在《噶瑪蘭廳志》中，留下描寫宜

蘭地區搶孤，題為「蘭慶中元」的詩句，

對祭拜、放水燈、搶孤諸活動，有很生動

的描述：

殽果層層列此筵，紙錢焚處起雲煙；

滿城香燭人依戶，一路歌聲月在天。

明滅燈光隨水轉，輝煌火炬繞街旋；

鬼餘爭食齊環向，跳躍高臺欲奪先。

烏竹芳並在詩題下，附註說明：「蘭

每年七月十五夜，火炬燭天，笙歌喧市，

沿溪放燄；家家門首各搭高台，排列供

果，無賴之徒爭相奪食，名為搶孤。」從

敘述中，約略可瞭解清代中葉，宜蘭搶孤

的形式，是各家戶在門前搭台，供人搶奪

普渡後的孤食，隨後才逐漸發展成集中在

公廟前方，搭起高大的孤棚，由各角頭派

代表，進行集體性競賽的搶孤行為。

早年時期，台灣曾盛行「搶孤」、

「搶旗」活動，後因人潮擁擠，民眾你推

我爭，往往造成無數的傷亡。甲午年時，

台灣巡撫劉銘傳有鑒於此，視之為陋習，

乃下令禁止。到了日治時期，重要民生物

資管制，由於搶孤活動競爭劇烈，每年在

台灣各地，都導致一些傷亡情事發生，因

此，殖民政府就以陋俗弊風為由，禁止台

灣民間舉行集體性的搶孤活動。

台灣光復以後，宜蘭頭城地區在1946

年，再度發起恢復搶孤民俗活動，但由於

▲ 放水燈集聚水中冤魂到陽間接受普渡。 ▲ 響應政策以鮮花塔普渡。

公普時需設置普渡祭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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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傷亡事件，因此以「危險性高，活動

經費浩大」等理由，再度加以廢除。

1991年，宜蘭縣各界認為，搶孤乃是

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動，因此，就在宜

蘭縣政府策劃下，由頭城鎮鎮民代表會主

辦，恢復停辦42年的搶孤，不過，終究因

為活動花費鉅大，在經過連續舉辦3年的慣

例後，又再度停辦，直到2004年時，才在

各方奔走之下，再度恢復辦理迄今。

搶奪順風旗  

贏得優勝與喝采

開蘭第一城－頭城（頭圍堡），是位

於宜蘭平原上的一個小鎮，這個充滿蘭陽

開拓史，文化歷史故事的發源地，自古以

來，不但背山面海，面對著縹緲雲煙的龜

山島，更是早期漢民族大舉移民拓墾蘭陽

的第一站。

    根據史料記載，頭城搶孤最主要的

棚架，有「飯棚」和「孤棚」各一座。所

謂的「飯棚」，又俗稱「乞丐棚」，其規

模比孤棚較小，高度約18尺，棚上會放置

一籮籮的白米飯，經由法師設壇變食後，

以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使供品源源

不絕施食孤魂，以免餓鬼吃不飽，而危害

人間。這種人饑己饑、悲天憫人的體恤之

情，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化內涵，也具有正

面的、積極的教育意義。

至於「孤棚」，是正式搶孤比賽用的

棚架，比飯棚的規模大很多，由下往上，

可分為三部份，下段先由12根粗大，高約

10丈的杉木為支柱，柱頂再築造「倒塌

棚」的平台，其平台是為增加搶孤者上棚

之困難度。

在倒塌棚上，放置各式祭品，正中央

再豎立13座高約43台尺的竹編孤棧。這些

狀如金字塔的孤棧，是以大根的莿竹，劈

成竹篦再編成骨架，以藤索紮成上尖下圓

的筒狀，孤棧頂繫有彩旗。其中，最高一

座的孤棧頂端，繫有順風旗及金牌，是所

有搶孤者爭奪的目標。

在每座孤棧周圍，繫綁著不同的祭

品，是分別由頭城八大庄及屠宰商、米粉

商等提供：白石腳堡－豬肉棧，二圍堡－

雞棧，下埔堡－鴨棧，中崙堡－魚蝦棧，

金面堡－豬肉棧，打馬煙堡－魚小卷棧，

三抱竹堡－魚小卷棧，福成堡及拔雅堡－

雞鴨棧，港口堡－粽棧，另頭圍街首事、

爐主湊成雞、鴨、豬、米粉等4棧，共計

13棧。最後於孤棧頂端上，豎立大小各式

的金牌，以及一面「順風旗」隨風飄揚。

這座造型莊嚴壯觀，巍峨矗立空中的

巨棚，為增加搶孤者的困難度，會在孤棧

安置完妥後，在12根高聳的孤柱上，塗抹

上厚厚的黏滑牛油，讓搶孤者在此體會救

孤魂、普渡野鬼之艱辛。

頭城的搶孤活動，通常都在子時

（23：00~01：00）舉行，參加的隊伍以

5人為一組，每隊各守一根棚柱，且只能以

一根麻繩為輔具，等待大鑼響起時，即立

刻上前抱住塗滿牛油的棚柱往上爬。團隊

合作精神，在搶孤活動中發揮到極致，攀

爬孤棚的隊員利用麻繩絞住油滑的棚柱，

並以疊羅漢的方式，將最上面的隊員頂向

空中，使他儘量可以到達攀上孤棚的高

度。

搶孤競賽最困難，也是最容易發生意

外的階段，是在參賽者由棚柱頂，企圖翻

上孤棚的那一瞬間，由於頭城的孤棚是採

「倒塌棚」型式，孤棚平台的邊緣，距離

柱頂還有6尺之遙，因此，搶孤者必需以雙

腳夾住孤棚，靠手指插進棚板間的縫隙，

產生支撐的力道，將身體移向棚緣，再以

上單槓的姿勢，倒掛金鉤翻上孤棚，這個

動作極為危險，非膽大心細、眼明手快、

體力良好者，不能竟善其功。許多搶孤參

賽者，常會於此失手，自10丈高空墜落。

待第一位搶孤者，翻上孤棚後，會將

繫於孤棧的祭品傾落地面，由棚下的民眾

來搶拾，隨即繼續爬上孤棧頂，奪取孤棧

頂豎立的「順風旗」。這面順風旗多為彩

色，並掛有一面純金的金牌，最先爬上者

以鐮刀砍斷棧頂的繩索，取下順風旗和金

牌，才算贏得最後勝利，並贏得棚下觀眾

▲ 全台灣規模最大的頭城
搶孤。

▲ 以疊羅漢方式將最上面的隊員頂向孤
棚。

▲ 祭壇旁供著紙糊的大士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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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歡呼喝采。

頭城搶孤  各民族少見活動

頭城搶孤是全台灣搶孤活動中，規模

最大、方式最奇特，也是最緊張刺激者；

在祭祀組織上，除頭家、爐主外，設頂四

柱、下四柱、五官、三官首、觀音首、大

士首等頭銜，專人分工負責籌辦，孤棚與

孤棧（棧殼）高度，也是全台第一。

有學者專家，把頭城搶孤活動的演

變，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從以賑濟孤苦流

民為目的之「門口搶孤」， 到祈禳為主

旨的「集體搶孤」，演變成以競技為主的

「選手搶孤」，再變成今日以觀光與民俗

體育為主旨的「民俗搶孤」。現今的搶孤

儀式，已逐漸由傳統的宗教活動，演變成

觀光民俗活動，吸引遠近各地的民眾，前

來共襄盛舉。

頭城搶孤原本是宗教活動，乃是在發

揮悲天憫人的精神，招待孤魂前來飽食，

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五穀豐收。但

隨著時代在轉變，今日搶孤者的目標，已

經不再是傳統中，掛在孤棧頂頭，祭祀孤

魂野鬼的供品，而是轉為在孤棧最上端的

「順風旗」。

最主要是民間相信，將孤棧上的「順

風旗」豎立於船頭，具有庇佑航海平安的

功能，可以庇佑漁船一帆風順，出海作業

滿載盈艙，因此，搶孤者搶得順風旗下孤

棚後，立刻有船主爭相購買。

每年農曆7月10日，主辦單位頭城中

元祭典協會，即在烏石港搶孤場地，架設

比孤棚矮許多之普施飯棚。至農曆7月15

日，經普施後，飯棚上會放置一籮籮竹籠

盛米飯供祭，由5位道士登座，念

經普施超渡。

緊接著於農曆7月17日，砍伐

燈篙竹與孤棧竹。燈篙竹需以3年

生以上之老莿竹為原則，其高度約

7、8丈左右，有云：「燈篙竹必

須採伐竹尾東向者，耐風力強，不

易折斷，且頭尾沒有稍微枯死或折

斷」，由於找尋取得非常不易，在

採伐時都會儘量靠近竹株頭部，連

頭部挖取採伐。

在高度43台尺左右孤棧的棧殼上，

繫掛雞、鴨、豬肉、肉粽、魷魚、米粉、

蝦、紅蟳等各種祭品，因此，需格外講究

牢固。孤棧上繫綁的供品，由各孤棧所屬

的村里提供，為防氣候酷熱，供品容易腐

敗，大抵選用魷魚乾貨，以及真空包裝的

臘肉、鴨賞。這項繫綁工夫，鬆緊度得恰

到好處，既不自動鬆脫，也不能過於為難

搶孤民眾拆卸。

一直到農曆7月29日，搶孤活動當

天，道士團整天誦經禮懺超渡，經普渡孤

魂燒大士爺後。晚上登座開焰口科儀，普

施超渡孤魂至11點左右完畢，11點15分於

孤棚上祭拜後，放下4丈餘竹梯，鳴鑼開

始搶孤活動。參加搶孤的各組隊員，得以

繩索徒手攀登孤柱，從事高空激烈搶孤活

動，至搶完所有孤棚上祭品與獎品為止。

最後於農曆8月1日零晨2點，跳鍾馗壓煞

洗淨，謝壇謝燈篙，中元節祭典才圓滿落

幕。

至於謝燈篙的儀式，大都相當簡單，

通常由主持法會的道士、法師主持，先行

拜謝過燈篙神後，便可依先陽後陰的順

序，一一降下燈篙上的天燈、七星燈、天

地布等物，然後拔起竹篙，最後燒金鳴

炮，表示謝燈篙儀式圓滿結束，境內風調

雨順，永保平安，大吉大利。

頭城搶孤活動的祭典儀式，精細而周

全，從祝告天神、破土押煞、開蒙普施、

祈安普渡的淨身齋戒、誦經禮懺，為時將

近一個月時間，這種「敬神猶神在」的誠

懇，猶是「魂鬼一家親」的慈悲，才是頭

城搶孤的精神所在，它所發揮潛移默化的

社會作用，才是搶孤活動最大的價值。

▲ 恆春孤棚南門上奪標的旗幡飄揚。

▲ 今年的恆春孤棚上增置南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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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春豎孤棚  

在地中元祭活動

每年農曆7月15日，在「國境之南」

的屏東縣恆春鎮，都會舉辦搶孤豎孤棚的

民俗活動，為整個中元祭典活動中，最為

特別、最為熱鬧的一天。

恆春地區搶孤豎孤棚民俗活動，最

早是出現在清朝設縣之前，即已有搶孤活

動。所謂「孤」，係指救濟孤貧的物品，

原是早期恆春先民們，在「己饑己溺」的

情懷下，於每年農曆7月15日，傳統中元

祭典過後，將普渡祭拜的祭品，分送給窮

苦孤貧人家，逐漸衍生的一種「搶孤」形

式。

普渡的祭品，也稱作「孤品」，不

過在分發孤品時，經常會發生爭搶孤品事

件，為改善民眾推擠的情形，才設計出

「豎孤棚」的比賽方法，由各方人馬鬥智

較力，來爭取孤棚上的物品。就整體宗教

意涵上，具有普濟孤魂野鬼，及因恐懼未

知的事物，而衍生出的驅鬼避凶儀典。

為促進在地傳統民俗的知名度，以

及推動在地觀光產業的思考下，恆春鎮公

所，自1973年起，再度舉辦停辦許久的

「搶孤」活動。剛開始時，並非每年都舉

辦，通常以「辦3年，停3年」的方式舉

行，直到1995才改為每年舉辦，並逐漸打

響恆春中元節祭典「搶孤」活動名氣。

搶孤「豎孤棚」的比賽辦法，是由四

根3丈6尺（約13公尺）的「孤柱」（原木

柱），作為支柱架設孤棚高台，在孤棚上

放置祭品，原木柱則塗上牛油，參賽的四

組人馬，於開賽炮聲響起後，各施所能爭

取以最快時間，接力攀爬登上高台，最快

登上的隊伍，即可以獲得棚上的物品。

近年來，這個保留傳統的文化活動，

日漸受到各地方重視，參賽隊伍越來越

多，甚至連外國朋友都組隊參加，已經成

為每年恆春鎮內最熱鬧的活動。

2007年，恆春鎮長葉明順為推廣恆

春搶孤名氣，並藉此推動恆春半島文化觀

光，而擴大規模舉辦，參賽的隊伍即多達

32隊報名，孤柱也由傳統的4根，擴展增

加至36根，搶孤獲勝的隊伍，還可獲得高

額獎金。

經「改良」後的搶孤豎孤棚活動，不

僅將傳統祭典民俗形式蛻變，提升整個活

動的能見度及觀光效益，同時也逐漸淡化

整個在地中元祭典及搶孤活動背後，所具

有的傳統意義及價值。

普渡過祭品  

濟城外貧窮居民

關於早期恆春搶孤的歷史由來，地

方上有兩種說法，一說為源自清朝福建地

區習俗，當時由於日本侵略台灣行動，引

起滿清政府的重視，便派遣欽差大臣沈葆

禎，在大陸福建廣招許多壯丁，渡海前來

台灣駐守開墾，在開墾期間，有許多單身

壯丁客死異鄉後，因無人祭拜，恆春鎮內

「墾丁里」的名稱，便是由此而來。

後來，隨著經濟逐漸發達，恆春鎮內

較有財力的善心人士，為協助這些單身壯

丁「埋冤」，也避免無人祭祀的孤魂野鬼

作亂，因此，就在農曆7月中元普渡時，集

資準備豐盛祭品加以普渡，以期往逝者帶

給恆春地區居民平安，在祭祀後，便將祭

拜過的祭品，如雞、鴨、魚、各式發糕、

粿品、瓜果等，發送救濟鄰近地區生活較

窮苦的民眾，久而久之，每年恆春鎮中元

普渡後，就會出現爭相領取祭品的人潮，

而逐漸形成風氣。

這項舊制沿襲數年後，因引來大量人

潮，而頻頻發生糾紛、爭搶祭品，更有互

毆事件發生，為避免爭相領取祭品，引發

無謂的糾紛與爭吵，為此有人提議，乃研

議將所有祭品集中於一處，訂下爭搶規矩

與方式，於中元祭典結束後，開放供民眾

爭搶，而成為早期恆春搶孤的起源。

另一種說法，也跟沈葆禎來台開墾有

關，欽差大臣沈葆楨在台期間，勘查「琅

嶠」（恆春舊地名）形勢後，上奏清朝

把「琅嶠」改設為「恆春縣」，並在恆春

四周築城，以防守外敵侵略，現存的東、

西、南、北四座城門，就是在當時所建

造，日後即區分為城內與城外的居民。

自從恆春建城後，城內人口逐漸聚

居，且大多是官員、商人、地主等，物質

生活都較豐裕優厚；而居住於城外的居

民，則是以漁民、佃農為主，在物質條件

上，相較於「縣城人（城內居民）」，則

顯得貧乏許多。

▲ 恆春搶孤穿插攻炮城奪機車獎品助興。 ▲ 各組人馬接力攀爬登上孤棚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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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恆春氣候、土壤等條件特殊，

居民早期謀生不易，三餐不繼的情形，在

城外鄉里極為普遍，因此，生活狀況較豐

裕的「縣城人」，就利用每年中元普渡機

會，犒賞城外經年辛勞的農家好漢。

恆春鎮早期的搶孤過程中，因時常

會發生口角、推擠甚至鬥毆之情況，後來

改將祭品擺放於桌上，仍無法避免此情況

發生。在善心人士集思廣益後，改以豎立

四根代表恆春古城東、西、南、北四座城

門，高3丈6尺的原木，並於其上塗滿易滑

的牛油，搭建成堆放祭品之孤棚，欲參與

搶孤者，則由當地人士組成四隊，但以城

外鄰里隊伍優先，超過四隊再抽籤（或擲

筊）決定，讓城外生活困苦的壯丁，組成

團隊並改以鬥智、合作的方式進行，大家

同心協力展現團結互助精神，來參與此盛

會，完全避免過去相爭互毆的缺點。這種

「搶孤」方式的改變，也造成現在人們，

常常把「搶孤」和「豎孤棚」混淆，誤認

為是兩件事。

早期恆春鎮搶孤豎孤棚活動，都是在

土地公廟前廣場（現今恆春鎮福德宮）舉

行。1996年到1999年，遷移至恆春鎮商

展夜市廣場舉辦；2001年，於恆春農會今

日的停車場舉辦；2002年，再遷移到舊屠

宰場（今日山腳里老人會館後方）舉辦。

但從2003年開始，因交通因素及場地考

量下，遷移至東門城外辦理，一直延續至

今。

辦理搶孤及豎孤棚活動時，獎品或

獎金的來源，早期跟現在也有很大的差

異。最早期「豎孤棚」獲勝的隊伍，所得

到的獎品只有白米，而後則由當年的頭家

爐主，在搶孤活動前，駕駛牛車或手推車

（台語唸「犁阿卡」），在恆春鎮內沿家

挨戶募捐獎金或獎品，後來，則改成以

「有錢出錢，無錢出力」的原則，沿著恆

春市區街道，發籃子給店家邀募獎品，譬

如賣米的出米，賣衣服的出衣服，賣水果

的出水果等方式，由店家自由捐獻，並貼

上姓名、順序，將這些募得做為搶孤隊伍

的獎金或獎品。現今，在政府相關單位重

視此項傳統活動，提供資源導入後，已改

為發送獎金方式，給予獲勝的隊伍。

負責主辦搶孤豎孤棚活動的恆春鎮公

所，有鑒於過去進行激烈搶孤活動時，曾

發生搶孤者摔落受傷事件，今年除加強孤

棚下設置安全護網外，並在孤棚的4個角落

及孤棚中央的燈篙下，分別恭請五營兵將

的令旗護衛，確保整個活動進行期間，人

員、設施及活動流程，都能平安順利，圓

滿落幕。

今年在耗資400多萬元的孤棚上，還

增加安置南門模型，此座城門長寬各12公

尺，高6公尺，重4噸半，聘請幫「明華

園」劇團繪圖的陳冠良設計，在地面上，

以H鋼骨塑型焊接完成後，再以大型吊車

將城門吊上孤棚頂安置搭建，號稱是全世

界最大的孤棚。這座儼然是恆春古城新地

標的孤棚，於舉辦中元節搶孤豎孤棚活動

後，會保留在該地當成恆春的新景點，讓

遊客也可登上孤棚，體驗恆春在地文化。

無論是普渡、搶孤活動，無非都是生

在陽間之人對於神鬼敬畏之意，其所衍生

出的各種活動，無非是企望透過儀式尋求

心靈上的安定。而活動轉變為現代式「熱

鬧慶典」的過程，正代表台灣各地傳統在

地文化，面臨時代變遷與社會生活型態轉

變，其本體文化內涵產生「質變」與「量

變」的縮影。活動、慶典終究只是儀式，

發於內心的文化思想與對生命的尊敬，才

是在地民俗風情的最終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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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的恆春搶孤只有4根孤柱。 ▲ 搶孤已成為恆春鎮每年的重要活動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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