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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山口洋田調經驗緣起 

 

2018 年與竹東客家文史社團兩河文化協會到素有「千廟之城」的印尼西加里

曼丹山口洋進行十天的前導性田調工作，發現當地的華人與客家社區保有相當完

整的傳統信仰文化生態，跟過去我在中爪哇進行的調查經驗非常不同。山口洋的

客家社群有幾個很特別的地方(客委會 2018)。第一，山口洋是個小型城市，她的

華人聚落不算大，比不上雅加達、三寶壟跟泗水，但是山口洋卻因獨特的歷史與

地理條件，讓山口洋的華人得天獨厚的保有相對自主的社區人文地理輪廓，更明

顯的可以觀察出客家社群在其中的獨特地位。第二、華人人口族群在山口洋雖居

相對多數，但是在整個西加里曼丹省還是算少數，而山口洋的前三大族群華人、

馬來人與達雅人，恰恰代表了三族背後的華人民間信仰、伊斯蘭教與南島泛靈多

神信仰等三個族群文化系統。1這便形成一個重要的觀察重點，山口洋的華人，特

別是客家社群，到底如何能夠維繫其信仰文化，但要怎樣謹慎從事與和其他族群

保持和諧關係。第三、山口洋客語的使用精純熟練程度，是我在爪哇華人社群中

不易感受到的情境，爪哇的華人由於受到蘇哈托政府排除華文教育政策的影響，

因此年輕一輩大多已經不使用華語，中壯年能熟練操用者並不再多數，受到這種

華語能力消退之影響，甚至在爪哇華人的民間信仰祭祀活動中必須操用印尼語來

進行祭祀活動，產生一種的語言與文化不對稱的複合現象，而山口洋的客家祭祀

活動在客語的操用上則展現出高度的心口合一。 

  

 當地的民間信仰最明顯的便是土地神崇拜—大伯公信仰，以及至今仍然相當

活躍的神壇與乩童。為何當地的客家社群何以能保有這樣完整的信仰文化？而乩

童與神壇又為何能如此活躍，跟爪哇的華人民間信仰相比如此不同？ 

                                                        
1 當然，每個族群都有信奉不同宗教的者，比方說華人與達雅人信奉基督教者也不在少數，在

此只是取其代表性多數的概念性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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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所述，自印尼進入改革時代，山口洋的民間信仰有著明顯的復興現

象，連傳統的元宵節遊街慶祝活動也被重新擴大舉辦，還邀請其他族群共同參加

慶祝，也被當地政府跟區域的華人視為年度的節慶活動。本研究希望用這個一年

期計畫，再延續去年的初步調查成果，探究山口洋的客家社群如何在這樣的族群

政治文化氛圍中，透過民間信仰與節慶文化，既能維繫社群的存續，而又能與他

族進行文化的交流來維持多元文化的平衡？最後，希望能與現有的台灣客家研究

有關民間信仰、族群關係以及近幾年拓展的東南亞客家研究成果有所交流對話。 

 

2 新秩序時期印尼的宗教政策與改革時期的民間宗教與節慶文化復興 

 

2.1 管制華人的民間宗教與習俗的政策 

 

印尼在建國前在 1945 年起草的憲法(雅加達憲章)，本來是律定印尼為奉行

伊斯蘭法的國家，直接界定印尼為奉伊斯蘭為國家宗教。但是考慮到即將可能出

現的分裂，最後制憲菁英巧妙地將條文從信奉「至高無上的阿拉」 (Alah Yang 

Maha Esa)，轉換為信奉至高無上的「神格」 (ketuhanan Yang Maha Esa)，模糊化

了一神的唯一指涉，使得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國家保持著既非世俗

國家也非伊斯蘭國家的模糊多義特質，而同時促使印尼憲法認定宗教信仰為公民

義務以及戰後逐漸發展出來的宗教多元主義(religious pluralism)。1946 年成立的

宗教部所界定的「宗教」(agama)2，是依循尤太-基督-伊斯蘭一神宗教體系的宗

教模式來認定，因此一開始，基督新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最先獲得認可。在政

府認定的 agama 之外的宗教如爪哇的神祕修行、部落的宗教以及華人的民間信

仰一概被視為次階的「信仰社群」(aliran kepercayaan)。當時的宗教部的定義在

                                                        
2 agama 採借自梵文，原意為神聖的經典彙編，在古爪哇文的意涵為儀式與祭祀所遵憑的宗教典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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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甚至將之比附為落後地區的部落所有傳統信仰；而將非基督宗教與伊斯蘭

教的信徒一律泛稱為還沒信教者(orang yang belum beragama)。屬於政府認定的

宗教相關事務受宗教事務部管轄，而「信仰」相關事務則劃分出來受文化與觀光

部管轄。簡言之，在 1950 年代，不被國家認可的「信仰潮流」被視為一種具落

後妨礙進步的現象，甚至被比附為仍舊依循被荷蘭殖民政府所強調的地方族群的

習俗傳統(adat)，而被視為對於新成立的共和國不夠忠誠。自 1950 年代到舊秩序

時期結束之前，印尼的印度教與佛教和孔教都在這段時間致力於自身宗教教義、

組織、禮拜儀式的改造，爭取成為政府認可的宗教並得到宗教部的補助資源。 

 

自 1965 年進入新秩序時期，蘇哈托政府的宗教政策除了維持宗教認可的判

準(原先在蘇卡諾時期承認的宗教名單，後來又列入印度教、佛教與孔教)，並以

建國五原則為意識形態，力倡形式上的宗教合諧與多元並存，但是在策略的運作

上有三個特色。第一，因為共產黨反對宗教，因此，因為冷戰反共的因素，共產

黨人被視為沒有宗教信仰者；第二，讓伊斯蘭宗教去政治化，唯恐政治伊斯蘭的

風潮在印尼復萌；第三，致力於鞏固建國五原則為意識形態，宗教的首要目標在

於「去改革，並且藉由放棄原教旨主義和原始的迷信…來奉行所有被承認的宗教

社群的合諧共存，…並扮演重要的角色來創造一個繁榮、穩定與現代的印尼社會」

(Ramstedt 2004, 17)。因此，為了維繫這種在諸宗教團體間權力的平衡，新秩序政

府對於宗教政策採取一種奇特的多元主義，以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間的關係為例，

蘇哈托政府為了維持權力的平衡，操弄宗教合諧與信仰自由的修辭術。使基督徒

與穆斯林知識份子與政治菁英，在婚姻法、國教地位、宣教、宗教教育和國族文

化的內涵定義各種議題彼此之間進行長期的論述與立法鬥爭，而政府卻扮演看似

中立超然的角色。 

 

蘇哈托在 1967 年 12 月 6 日，頒布一道〈關於華人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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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第 14 號指示〉3，當中提到：「鑒於來源於其祖國的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

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在其表現形式上對印度尼西亞公民足以造成心理、精神和

道德上不恰當(kurang wajar)的影響，以致成為同化進程的障礙，有必要將其整頓

並將其職能置於恰如其分的位置。」因此，蘇哈托認為，「在不影響宗教信仰和

祭祀自由的前提下，在進行與其祖國文化有密切相關的華人祭祀儀式時，應在家

庭和個人的範圍內進行」。因此，「除在家庭範圍內，在公共場所不得進行引人注

目的(menyolok)華人宗教和風俗習慣禮儀的規定。」可是，這些含糊的原則性修

辭在面對像春節到底可否合法公開慶祝的問題或是到底什麼才算是與中國有關

的宗教信仰與風俗習慣，還是需要下層官員額外的補充。在 1980 年，一份由宗

教部部長、內政部部長以及總檢察長所發表的聯合政策說明，特地針對蘇哈托

1967 年第 14 號指示中的「來源於其祖國的在印度尼西亞的華人宗教信仰和風俗

習慣」的用語有一段很哲學性的補充：「所有活動的形式比方像是信仰、宗教性

(kerokhanian)、與靈性經驗(kejieaan)等內在經驗之外在的顯現，並帶有華族性(ke-

Cinaan)的特徵與指向性。這類的活動以遊行、宗教節慶的慶祝、舞龍與武獅以及

其他類似形式的活動。」4 雖然這些相關的官方說明並未直接提到春節，也沒有

解釋春節的屬性，但是蘇哈托政府對於華人宗教與傳統民俗活動的壓制也連帶波

及春節活動。換言之，春節已被納入像「華人的宗教、信仰與傳統習俗」這樣的

模糊的但無所不包的範疇。 

 

 自 1960 年代中起，蘇哈托政府試圖將所有的華人廟宇(kleteng)改為佛寺

(vihara)，為了要進一步去除華人廟宇中的華人文化元素。許多華人廟宇為了因應

這個政策，紛紛將廟名冠上 vihara，並加入佛教組織底下尋求庇蔭，但這並不表

示華人的廟宇就移除原先祭祀的神明並改變祭祀的方式；改名只是因應政策但是

                                                        
3 以下有關此一總統指示令的中文翻譯文字乃引自毛起雄所編纂的《華人華僑百科全書》第七冊

法律條例政策卷，頁 138。惟原譯文特地將新秩序政府所用來慣稱華人的 cina 譯為支那以突顯

官方的歧視意涵。本人認為並不宜如此，故還是將之通譯為華人。 
4 英文譯文請參照 Coppel (200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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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涵無太大的變動。或許印尼政府發現，華人仍舊在這些新「佛寺」舉辦迎春

活動，因此在 1991 年宗教部要求佛教徒不得再佛寺內慶賀春節，其理由是春節

並不是佛教的宗教節慶。兩年過後，印尼佛教協會對全國佛教徒發函支持政府決

策，並籲求佛教徒別在佛寺禮慶祝春節。 

 

印尼政府對於華人廟宇的打壓促使其轉變為佛教廟與登記，順帶連春節的祭

拜求神祈福活動退縮到這些掛名為佛寺的華人廟宇，並未能完全脫離印尼政府的

管制，甚至，從官方的措詞中，可以看出政府單位雖然無法明白廟宇與佛寺的差

異，可是顯示出其措詞明確地指出官方理解春節並非佛教的宗教節日。1996 年

雅加達市的市長提醒華人市民不得在公開場合慶祝春節，他同時也針對華人這些

掛名佛寺慶祝春節的現象說出一段很有意思的解釋：「華人春節並非佛教的宗教

節日，而是一個華人的傳統或是文化的節慶」。5有趣的是，這位雅加達市長而外

呼籲因為當年的華人新年時間上也接近穆斯林的伊斯蘭新年，他擔心會因為華人

的店鋪在春節期打烊而讓需要購物已準備過年的穆斯林不方便。這些官方對於春

節的管制、華人的對應之道，皆顯示出在新秩序時期，宗教乃是政府藉以打壓華

人文化的理由，但同時也是被打壓的華人同時可藉由宗教信仰自由，依附在佛教、

孔教或基督教在其中尋求族裔認同延續的庇護空間。 

 

2.2 後蘇哈托改革時期的百花齊放 

 

後蘇哈托時代的華人宗教研究，在基督宗教、伊斯蘭宗教與孔教等制度性的

宗教等已經有不少成果，但最為重要的傳統民間宗教卻仍然相當不足。新秩序時

期政府對於華人宗教的打壓，雖未能真正禁絕宗教與民俗活動的進行，但卻使得

對於華人宗教活動的研究大受影響。民間宗教乃是為印尼華人的原生性宗教，因

                                                        
5 The original official document is from Surat Seruan Nomor 04 Tahun 1996 tertanggal 14 Februari 1996；

在此我引用 Charles A. Coppel (2002: 21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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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對於印尼華人宗教的考察，除了有異地實踐的比較與在地適應意涵的考量之外，

更重要的是去從華人民間宗教的宗教變遷來考察當代印尼華人社會的轉變。事實

上，改革時期民間宗教活動更為蓬勃，需要投入更多的調查研究。然而，由於爪

哇的印尼華人的居住與人口分布呈現出大分散跟小集中的現象，並不容易完全在

一個城鎮裡面，可以透過所謂的信仰圈或祭祀圈來探討民間宗教祭祀組織與華人

地方社會的關係。但是，在山口洋的華人，尤其是客家社群的民間信仰重視土地

神(大伯公)的祭祀與活躍的神壇乩童，恰恰可以彌補爪哇華人民間信仰研究的不

足，而形成一種有意義客家社群與宗教之分析單元。 

 

當印尼華人宗教重新獲得活動的自由，讓更多廟宇更新，甚至還透過跨島的

移民網絡蓋了許多新廟，同時，許多地方廟宇重新舉辦遶境活動，重新強化各地

廟宇的組織運作。除此之外，廟宇的祭祀服務和廟會活動相對也增加，也讓廟的

祭祀活動與科儀的標準化和相關執事人員的需求變大。更重要的是，由於廟宇的

組織被強化以及在各地活動增加，更可以從神廟活動觀察華人地方社會的權力分

化、整合，了解印尼華人如何在民間宗教活動與組織的合縱連橫中，彰顯出地方

社會的合作與競爭。過去的印尼華人研究對華社、華教與華媒著墨較多，但近年

來因為華人參政跟宗教活動的復甦，有越來越多的分析放在華人宗教，像是華人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但是對於印尼華人民間宗教的探討，或因過去壓制華人民間

信仰的因素，印尼華人年輕世代對自身的傳統信仰較為陌生，加上印尼學者本身

研究也較少，因此研究中斷許久。但是民間宗教具備保存傳統華人社會文化的特

性，所以值得考察。 

 

2.2.3 教節一體化的族群識別： 

 

過去我在研究印尼孔教將華人所有的歲時節慶都整編到自己的宗教節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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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把自身的信仰系裁編到適合印尼宗教部認可的一神教模式中的宗教儀式，感

到十分不解，而後來在一個春節的節慶爭議的個案研究中，才發現到孔教將春

節納為自己的宗教節日，背後的思維是要讓華人春節變成印尼政府認定的宗教

節日，進而成為印尼的國定假日(邱炫元 2014)。李豐楙的馬來西亞華人宗教中

提出的「教節一體化」觀念釐清了我的思考盲點，也是為何本計畫要將民間信仰

與節俗並聯觀察的重要因素。 

 

李豐楙(2018)指出，馬來世界的華人身處在穆斯林社會中，見識到到伊斯蘭

做為世界宗教，其本身就有連貫的宗教節日來強化穆斯林社群的投入與認同感。

比方說，伊斯蘭的五功中的開齋節(穆斯林慶祝新年)與宰牲節(宗教犧牲的主題)，

皆顯示世界宗教的節慶蘊含其內在的宗教教義與信徒集體記憶的實踐邏輯，因

此宗教節慶乃是該宗教複合聖俗的重要宗教活動。但是，華人民間信仰由於是

多神宗教，缺乏像一神教那樣首尾一貫的教義教理和嚴明的宗教節慶儀軌，得

以藉之標示出信仰社群的文化特徵。因此李豐楙發現馬來西亞華人比台灣更重

視宗教節慶，最重要的因素即是馬來西亞華人在多族並存的多元宗教當中，為

了讓民間信仰可以具備像是馬來人與印度人的宗教節慶那般具有高度的族群文

化識別性，因而相當重視像是傳統的中元普渡，以及若干廟宇積極舉辦節慶活

動，已經凸顯出馬華的民間宗教中，包含所謂的「節俗信仰」的重要面向。教節

一體化其實是呈現馬來世界的文化多元性的重要特徵，讓各族群藉由節俗活動

的舉辦來呈顯宗教信仰自主，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對於宗教信仰與節慶活動

舉辦權利的爭取，乃是印尼華人在宗教公民權的保障下，試圖構築出一種具有

宗教性的多元文化主張，也因此，山口洋客家恢復舉辦元宵節遊行，也應當可

以被理解為具有客家社會成功的爭取文化公民權的意涵(張維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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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山口洋的民間宗教與節慶文化之概況與文獻回顧 

 

2.3.1 民間宗教 

 

在許耀峯(Hui 2011)的西加里曼丹華人歷史與社會的專書中，他用一個專章

處理山口洋的華人信仰世界，描述山口洋四種常見的宗教組織：分別是宮廟、神

壇、佛堂和齋堂。他也觀察到當地的大伯公與拿督公的土地神信仰非常重要，是

當地華人在移民社會的開發歷史中，克服異地文化疏離感，以及防範陌生神靈侵

擾的重要信仰。而當地的乩童與神壇則提供重要的宗教問事服務（spirit-medium 

consultations），對於起乩詢問內容的討論中，許耀峯認為對於疾病與貧困作為兩

種最常在起乩中被提及的問題並非巧合，因為外在生活條件的匱乏反映在信眾的

問事需求，也因此神壇扮演著類似醫療機構的角色。許耀峯也關注到七月中元節

當地施孤的儀式文化。他認為這個施孤儀式活動本身具有一個讓鬼魂有序地通過

生活世界的企圖，法事現場的三角旗和蠟燭引導了鬼抵達那些貢品已被準備好的

地方，也因此鬼魂能夠被送回他們原本存在的地方。在施孤中給鬼魂的供品，一

部分的目的雖為了避免他們可能對生者造成的不幸，但也似乎在當地被視為是給

於其他族群的供品，即使但些供品並不是討人喜歡的禮物，這當中反映出華人與

當地原住民的一種交換性的族群關係。許耀峯的研究是近來印尼華人民間宗教的

研究中，少數具有理論性意涵的作品，但他的研究並未把山口洋客家社會的特殊

屬性凸顯出來。 

 

Elena Chai (蔡靜芬)(2017)則聚焦在山口洋的伯公信仰、乩童與神壇，還有元

宵節的慶祝活動，其中最特別的是她把乩童研究擴及到馬來族與達雅族的乩童，

以及他們和華人共同準備元宵節遊行的過程，是本研究未來要理解乩童扮演的跨

族宗教文化機制很重要的參考。另外，Chai(2018)還專文分析山口洋華人祭祀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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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族的土地神 Daya Latok 的狀況，這是未來要了解山口洋的客家社群將其他族

群的神靈納入華人的土地神祭祀系統的重要著作。Margaret Chan(2014)，則用「戰

爭魔法」(war magic)來分析東南亞華人乩童的法術當中重要的綏靖與潔淨儀式所

具備的軍事征伐元素，這個觀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山口洋的客家社會為何如此重

視乩童與神壇扮演守護社區的宗教文化機制。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蔡芬芳(2016)的《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

之經驗與歷程》，以亞齊跟山口洋兩地的客家婦女改宗伊斯蘭的經驗歷程來進行

比較研究。雖然蔡芬芳的山口洋客家華人穆斯林的改宗討論並非本研究所關切的

主題，但是她在書中提供的第一手現地田野的觀察經驗，以及探討客家女性的改

宗歷程所反映出來的宗教與性別議題，還有華人與馬來穆斯林的族群關係，可以

成為本研究的客家華人民間宗教中的族群關係很好的參考對照框架。6 

 

2.3.2 多元文化主義與節慶 

 

許耀峯(2011)的研究指出，族群暴力衝突的記憶，使得西加里曼丹的省級政

府緊抓著多元文化主義一詞不放，各民族在政治代表權沒有被威脅的情況下，也

都認可多元文化主義。他用三元文化主義 (tri-culturalism)，來形容華人、Dayaks、

Malays 被視為西加里曼丹的三個族群支柱，這也是華人第一次被視為印尼本地

人。也就是說，如今的西加里曼丹，一個民族只要能夠證明其存在的文化基礎，

就可被國家以及其他民族所承認。也因為如此，政府更進一步的將文化多元作為

觀光賣點進行宣傳，三個民族的文化節日都盛大的慶祝以吸引觀光客的目光，甚

                                                        
6
 不過，蔡芬芳一段對於亞齊客家人對於自身的客家身分無所感而讓她思考所謂東南亞客家是

否可能造成一種先射箭再畫靶的方法論問題，也就是台灣的客家認同畢竟是在族群政治、文化

與歷史夾縫的運動歷程中去發掘出來，那我們對於身為絕對少數，在印尼操用客語的印尼華人

婦女，是否能將我們在台灣使用的「客家識別」直接不分青紅皂白地冠用在她們身上？這些反

省，其實可以連結到爪哇華人使用印尼語進行民間宗教祭祀的現象來一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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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各民族也會參與對方的慶典。 

 

但是目前我們在山口洋所看到的族群和諧景象，並不能讓大家淡忘山口洋自

印尼獨立見過以來發生過的各種族群暴力衝突事件，像是蘇哈托時期曾經跟台灣

發生過類似的反共清鄉白色恐怖事件，印尼軍方在當地的搜捕與秘密屠殺，都曾

經是山口洋華人恐怖的歷史記憶。還有馬來人、達雅人與馬杜里(Madurese)人之

間的種族暴力衝突。7 許耀峯(2011)提到，這兩段紛爭雖然沒有直接牽扯到印尼

華人，但對華人的族群和政治意識有著深遠的影響，華人屠殺的歷史記憶使華人

非常警覺不被捲入衝突的糾紛，這種對暴力威脅的恐懼，仍舊隱藏在他們的日常

生活背後。雖然在這這些外族的暴力事件中，華人並不是暴力攻擊的目標，但華

人仍因被視為「富裕的象徵」而遭到財富上的非暴力勒索。在 1997 與 1999 年的

攻擊事件中，華人都付出「禮物」以換取和平，提供食品、交通工具給達亞人。 

 

在新秩序時期，華人並不被允許慶祝春節，是等到 2000 年印尼總統瓦希德

上台才宣布解禁，而梅嘉瓦蒂則進一步在 2002 年將華人春節宣布為印尼國定假

日。即便如此，解禁之後的頭幾年，因為華人慶祝春節而引起的族群政治緊張疑

慮仍然是時有所聞(邱炫元 2014)。8對於山口洋華人來說，最值得關注的當然就

是一年一度的元宵節燈籠花車遊行，以 2006 年的元宵節慶祝為例(許耀峯 2011)，

盛大的燈籠遊行 (Pawai Lampion) 中，代表山口洋市政府的遊行車上站著來自不

同民族、穿著各民族傳統服飾的「模特兒」，並標示著"Harmonis Dalam Etnis” (民

族間的和諧)標語。許耀峯認為這不但展現了國家的多元文化主義格局，即所有

                                                        
7
 馬杜里人在山口洋算是外來移民，原鄉來自靠近印尼東爪哇泗水外海的島嶼，因為蘇哈托時

代為了疏散爪哇過於稠密的人口而導引其移民西加里曼丹。作為晚近的外來移民者卻因為經濟

資源跟文化習俗的衝突而造成幾次暴力事件，嚴重的程度可以比擬類似村落與城市游擊性的種

族戰爭。 
8 我的研究是發現中爪哇的印尼華人穆斯林特意到清真寺慶祝華人春節，結果引發當地較為保

守的穆斯林團體不悅，而我在華人穆斯林在多方解釋與討論的過程中發現，主因還是來自於印

尼孔教將春節當作宗教節日，導致印尼一部分的穆斯林認為春節如果是孔教的宗教節日，而華

人既然已經改信伊斯蘭，為何可以到清真寺慶祝外教的節日？(邱炫元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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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都被平等的展現，更體現了省級的「三元文化主義」 (tri-culturalism)。除了

市府的遊行車，元宵節當天早上七點，各民族的乩童們皆在各自的廟宇或神壇進

行宗教儀式，隨後到市長辦公室前集合，超過 400 名來自華人、達雅人與馬來人

的靈媒參與了元宵節(前兩族較多，Malays 較少)，加上抬轎者、助手等人，約有

四至五千人聚集在此，元宵節不再只是華人專屬的盛事，而成為了三元文化主義

的一部分。政府將元宵節視為文化盛事，鼓勵三個民族的共同參與，但也尊重馬

來人的伊斯蘭信仰，當乩童的聚集可能違背伊斯蘭法的戒律，就想出其他的辦法

來促進三個民族的參與感，如遊行上來自各個族群的模特兒打扮，讓元宵節慶更

是成功的觀光賣點，因此除了山口洋，周圍的地方政府也開始與華人社群共同合

作舉辦元宵慶典，華人開始被視為西加里曼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 

 

但是這種三族同歡共同的慶祝元宵也並非無往不利，有時也受族群政治的效

應波及，Margaret Chan (2009)提到西加里曼丹省省會坤甸的 2008 年元宵節，便

有馬來族的政治人物反對舉辦而被取消，而其背後的原因是坤甸的馬來人認為的

地方選舉中，華人與達雅族的結盟合作已經威脅到馬來人的政治利益。如今的山

口洋元宵節已經成為觀光旅遊的盛事，甚至成為山口洋旅外華人返鄉過年與邀訪

親友來參與的重大慶典(Ong, Ormond, and Sulianti 2017)。華人的神壇與乩童，聯

合達雅族的靈媒遊街與身上自我摧殘的公開儀式性展示，也成為印尼本地學者關

注的議題 (Alkadrie, Hanfia, and Irawan 2017;Tanggok 2013) 。 

 

2.3.3 台灣客家研究的比較視野 

 

台灣因為東南亞研究的緣故，對於東南亞客家的研究不但讓台灣多年的客家

                                                        
9事實上，山口洋並非只有華人邀請其他族來參與，許耀峯(2011)也提到達雅族的傳統節慶

Ngabayotn 會安排馬來人做武術和東爪哇的面具舞蹈表演，以及邀請華人來表演舞獅。許耀峯認

為當人們可能看見這些文化演出的相似性，即代表人們不再將文化視為互斥、相異的，而能夠

看見其中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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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經驗可以到海外操練，而事實上也成為很好的比較對話(蕭新煌 2013)。筆者

本身雖然過去在印尼做華人與伊斯蘭宗教，但鮮少帶著特定方言群的概念來思考

研究對象的特質，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爪哇的城市華人來自四面八方，很難

在華人居住的社區能夠辨識到具有明顯方言群的聚落型態。即使是在若干土生華

人群聚的街坊，也因為他們許多人早已失去操用華語的能力，更遑論有何可能可

以去感受特定方言群的人文地理感之存在。但是在山口洋的調查中，鎮日聽到當

地華人操用客語，因而產生跟過去在爪哇的研究經驗非常不同的文化意象撞擊。 

 

當然，台灣的客家研究是歷經數十年的族群政治、文化與學院運動才慢慢自

成所謂的「客家知識體系」。這個長期的成果累積濃縮在交通大學編著的《台灣

客家研究論文選集》(張維安總主編 2019)，讓我在有限的時間裡面學習到以客家

為核心視點的聚焦與跨領域研究，如何抽絲剝繭而又綱舉目張地幫助我思索山口

洋客家民間信仰與節慶文化的問題意識。 

 

至於台灣的東南亞客家研究，以台灣的有限研究人力，自第一波的南向以來，

台灣自 2000 年也開始比較有研究團隊集體合作到東南亞的客家社區進行調查，

由於本計畫關注在山口洋客家的民間信仰與節慶文化，因此無法將所有的研究子

題予以窮盡10，但是筆者也發現台灣的東南亞客家研究大多數仍然以馬來西亞做

為主要的調查區域，相對來說印尼的客家研究數量比較少。11因此，更有必要擴

展對於山口洋的研究。如前所述，山口洋的客家社群在山口洋市內還擁有某種人

口與文化質量的優勢，但是放到西加里曼丹省，或者更大的印尼全國版圖來說，

只能算是少數族裔中的少數。因此這種人文地理上的孤立處境中，山口洋的客家

到底要如何在當地三族共存的小宇宙中來維繫其社群？筆者認為語言與宗教扮

                                                        
10 以林開忠(2013)所主編的《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為例，除客家宗教之外，還有客家

領導階層與社團、產業與日常文化實踐等子題。而蕭新煌(2017)所主編的《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

同的比較》，還涵蓋到語言、家庭與跨國婚姻。 
11羅素玫(2013)則以峇里島客家社團組織的發展歷史作為個案討論，也是個值得鼓勵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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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著很重要的因素，而透過民間宗教的泛靈多神崇拜，一方面鞏固社群內部，二

方面跟其他的族群共享一種類似的宇宙觀，進而公開化為像是元宵節遊行的三族

文化展演。而台灣的島嶼地理環境，讓移民者得以落地生根進而在地化，並在開

發歷史中客、福與原族產生的族群互動之歷史與社會變遷的經歷，在某些經驗也

可以作為我們探究山口洋的客家人如何在華人、馬來人與達雅人三族共存的參照。

不過，山口洋客家的族群關係也並非台灣的客家所處的地位可以完全類比。比方

說，福客關係雖有競合，但畢竟兩者都隸屬於漢人文化，而台灣的原住民整體來

說還是面臨漢人多數與日本殖民的威脅，與山口洋的馬來人跟達雅族各自擁有完

整的族群生存空間與文化系統，及其整體對於客家社群的壓力，不可同日而語。 

 

2.4 分析架構與問題意識： 

 

過去印尼華人的研究多半在探討印尼華人的公民身分在不同的統治者轄下的

標籤變動，或者討論華人如何藉由宗教來保有其華人特質(Chineseness)。然而，

事實上宗教在印尼的發展脈絡中，卻也常常被華人以宗教公民權的訴求，當作爭

許政治權利的管道，來面對被國家或多數族群支配的局面。印尼華人運用宗教來

進行政治訴求，一部份的原因當然跟印尼獨立後的憲法制定，不但將信奉宗教視

為權利，同時也把它當成國民義務。12運用宗教信仰的憲法保障權利來彰顯華人

的信仰自由議題，我發現其中反映出三個印尼華人宗教的重要現象(Chiou 2015)：

一、印尼孔教曾經被印尼政府剝奪其被國家認可的地位，華人藉由孔教的婚姻登

記不被戶政單位承認，進行憲法訴訟。想要藉由婚姻法的議題來要求印尼政府重

新認可孔教。二、既然新秩序時期，蘇哈托政府曾經要求印尼華人不得進行帶有

高度華人色彩的宗教活動，那麼當時的政府跟政客們到底要如何監管印尼華人的

                                                        
12 Prasenjit Duara (2008)發現荷蘭殖民時代的印尼華人，在荷蘭殖民者以及印尼原住民的夾擊

下，認為既然荷蘭人有基督教，而印尼的原住民有伊斯蘭信仰，因此華人也萌生過想要以宗教

來建立華人的認同基礎。在二十世紀初，中華會館思考如何建立孔教；而印尼華人知識分子郭

德懷，則曾經提議把儒釋道合為一體，成立三教會作為代表華人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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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動與教義？三、當華人面臨國家的管制以及多數非華裔的印尼原住民的排

華情緒，要如何調整其宗教信仰模態？或者乾脆改宗來信奉伊蘭教？總之，在思

考印尼華人的民間信仰，必須顧及到華人曾經運用宗教來跟主流政治勢力對抗或

結盟的經驗。 

 

由於意識到宗教公民權在印尼的特殊意涵，以及華人民間宗教在新秩序時期

曾經被打壓，但是在改革時期後迅速恢復的發展歷程，本研究計畫將從三個面向，

考察印尼山口洋客家社群，如何透過民間信仰與節慶文化，找尋族群存續的文化

根基以及在複雜的族群政治當中找到適當地自存之道。 

 

2.4.1 文化韌性 

 

王驥懋與周素卿(2019)運用都市規劃中用來探討都市如何面臨災害衝擊的

韌性能力(resilience)之概念，結合人文地理學者施添福的地域社會研究，探討台

灣邊緣性的漢社會聚落，如何以血緣(親屬領域)與地緣(經濟與宗教的祭祠活動)

來形塑地方社會的韌性。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農民與地方鄉紳的宗教活動如

何構築地方社會的公共性？這樣由宗教資源所形塑的地方公共性，一方面除了是

漢人農民社區的重要活動，也呈現農民重要的社會互助與分工的價值。而這種宗

教組織的網絡連帶，可以成為社區為了面臨重大變故的緊急動員機制；另一方面，

它也具有重要的價值象徵資源，更可以上綱到杜贊奇(Duara Prasenjit)所說的，晚

清帝國用來控制地方社會的「權力的文化網絡」，比如說地方的儒生藉由主導宗

教儀式來宣導儒家倫理價值，而形塑清帝國複雜的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政教關係。 

 

李豐楙(2018)同樣以韌性的措詞，用來描述馬來西亞的華人如何身處在一個

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社會，如何「以教為名」，透過華人的節俗、信仰與宗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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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讓自身在伊斯蘭文化霸權中多族共存的馬來西亞得以延續發展。韌性概念對

於本研究的啟發意義在於，山口洋的華人自 1960 年代以來，走過印尼反共排華

的政治陰影，也經歷過自身的族群語言跟信仰文化被打壓的經驗，那麼山口洋客

家社群到底如何以民間信仰來彰顯其族群韌性？而又如何保衛族裔文化的存續

之餘，透過乩童與神壇來進行跨族群的神靈召喚與宗教服務？ 

 

 也就是說，如同許耀峯所揭示的山口洋華人宗教世界的諸種要元素，大伯公

崇拜與祭祀網絡，還有如同台灣街頭診所般密集的神壇以及主壇處理問事的乩童，

以及華人民間信仰祭祀包容萬象萬物的孤魂及無主之鬼，到底如何而可能交織出

山口洋客家社群的韌性能力？以土地神祭祀為例，如果大伯公祭祀在山口洋的民

間信仰文化來說是如此的重要，大伯公的祭寺廟與所形塑的祭祀圈，如何成為馬

來世界華人化解他們的先祖在異地的開發的緊張與不安之重要神祇？而在大伯

公祭祀在當地拓展的歷程中，又如何不斷吸納馬來淵源的拿督信仰？而近來透過

到爪哇或是其他東南亞國家經商致富的山口洋客家華商，如何興建更新更宏偉的

大伯公廟，藉由抬高大伯公的神聖地位，來強化與凝聚山口洋客家社群的信仰認

同，造就當地更為廣布綿密的地方華人社會之宗教信仰韌性？ 

 

2.4.2宗教文化的融匯與邊界構築 

 

如前所述，本計畫關注到在山口洋的客家民間信仰文化中，如何維繫自我的

族群界線並與他族的宗教文化交流對話，因此宗教的融匯與信仰社群的劃界乃是

兩個重要的文化邏輯。 

 

Thomas Tweed 將宗教視為一種運動的文化軌跡(trajectory)，同時以空間與

水流的隱喻(spatial and aquatic metaphors)來解釋宗教的屬性。他認為宗教會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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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穿越(crossing)空間找尋自身安居(dwelling)的所在，宗教本身不是具體性的實

物，而是一種與各種社會與文化制度相互匯流(confluence and flows)的移動與巡

行的歷程(Tweed 2009, 60)： 

 

每一種宗教都是數個不同支流匯聚的湧現—有時被制度加諸為「正統」

—其所橫跨的好幾個場域，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橫亙匯流亦穿插於其間

而在此交錯，藉由此創造出新的神聖的潮流。…這種水力學的隱喻是要

迴避把宗教傳統本質化為靜態的、孤立的、和永恆不變的實體…。 

 

Tweed (2009)的水流的隱喻所探討的匯流概念，將宗教視為某種可以穿越空間與

社會網絡而進行遷徙和旅行的體系與運動，並質疑將宗教視為自我完足之範疇

(sui generis, of its own kind)的排他性觀點；而認為宗教乃是與其他不同的宗教與

制度相互交匯的文化網域。借用水流動力與結合空間化的意象來描繪這些不同的

因素對於宗教的多重內涵之形塑，讓宗教、文化社會制度、信奉者的身心感知與

宗教經驗相互交會，  呈現出一種阡陌交織、渠道幅湊匯流的宗教地景

(sacroscapes)。將之運用於檢視山口洋的客家社群與其他族群文化的交匯，可藉

由此來豐富對於山口洋華人社會，尤其是客家社群不同文化區位內部的想像。結

合東南亞海外客家社會網絡與水流的動力學的取向，來檢視印尼華人和當地的馬

來與達雅社群文化的交匯，及其所彰顯的互動歷程之多樣面貌；可以運用一種宗

教地景的空間化想像，將山口洋視為某種跨越宗教與族裔界線，並藉之與其他族

群的信仰神靈交流與對話的重要機制。 

 

Thomas Tweed 也將宗教視為一種空間的實踐，他認為宗教提供信仰者一種

象徵性的地景跟居所(dwelling)，來「幫助虔信者找到屬於他們自己的地方」

(Tweed 2009, 74)。信仰者所找尋的地方不限於所謂的它界，也包括各種社會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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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分認同如族群的、國族的或是宗教認同。宗教的空間實踐具有兩個意涵：穿

梭跨越(crossing)與安居結界(dwelling)。他認為宗教的跨越性便是運用各種主題

隱喻(trope)、物件(artifact)、符碼與制度來劃定界線(mark boundaries)，但同時也

造就不同的流動軌跡讓修行信奉者，在信仰的歷程與修練的體驗中，可以跨越物

理有形的界線、社會空間與肉身的侷限。但同時，宗教也導引信仰修行者營造一

個可以歸向與安居的住所(homemaking)，在追尋與營造這樣的住所，信仰修行者

也不斷地在重塑自身的宗教社群感以及和其他不同人群的關係和界線。這種界線

的劃定歷程，即如美國社會學家 Andreas Wimmer(2013)指出，族群研究不能拘泥

在原生論與本質論 vs 建構論與情境論這類二元對立的族群研究論點，而是必須

在每個族群關係的案例中，探索打造族群界線的策略與作法，並就族群界線營造

的歷程中，如何因為制度、權力與網絡(institution, power, and networks)的安排來

決定族群界線營造的路徑來進行比較。因此，帶入族群與宗教社會學問題意識交

錯與相互豐富的視野，我們希望將民間信仰與節慶文化視為兩個主要的面向，來

檢視山口洋的客家族群如何透過前述兩者維繫族群自我，並在多族裔的印尼社會

中與其他族群互動？13 

 

民間宗教對於山口洋的客家社區在當地的開發歷史所面臨的族群關係以及

克服異地的文化疏離感，從土地神祭祀的在地歸屬感以及乩童的「戰爭魔法」，

可以看出客家人在當地開發，需面臨倚賴宗教祭祀與儀式的操法來綏靖、潔淨與

收服外力之侵擾，幫助他們追求現實生活與心理層面上的平安。 

 

 

 

 

                                                        
13 謝世忠(2019)主編的《客家族群關係》，以及他為該書撰寫的導論所提供的族群研究進路，即

會成為本計畫日後重要的理論參考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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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宗教的公民權與多元文化主義： 

 

印尼的立國五原則當中的第一條揭示了印尼律定國民的宗教信仰義務，以及

以模糊的一神觀念接納六個國家認可的宗教，雖然華人的民間信仰因為其多神萬

靈的神格模態，未被納入印尼政府認可的六大宗教，不過目前印尼宗教部並不刻

意去限制傳統上被排除在這六大宗教的信仰內涵。因此華人的民間信仰還是受到

政府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而印尼特殊的宗教公民權之規範，恰好也納入對於各

個族群的泛靈信仰之宗教自由的保障。雲昌耀(Hoon 2013, 2017)從印尼的立國五

原則來探討，印尼的憲法雖然具備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意涵，與強調國家內部的

族群文化多樣平等並立的原則，但由於印尼缺乏歐美國家強大鮮明的公民社會傳

統對於個人公民權的保障，致使印尼的立國精神在社會實況與政策思維當中，多

半停留在雖認可國家民族構成之多樣性(plurality)，但這還是要求國民必須追求整

合性的印尼國家意識為目的居多，而在政策的立法精神上，並未真正完全保障充

分的宗教自由。尤其是印尼若干穆斯林群體感受到類似新興宗教的群體之威脅時，

往往會動員保守強硬的力量要求國家以司法力量介入，甚至是採取暴力行動相向

的自力救濟。因此雲昌耀提出「宗教公民權」與「宗教多元主義」，認為印尼的

多樣性或是多樣主義，還是不及於歐美的多元文化論來得更重視尊重與保障社會

少數群體的差異性。因此印尼社會在大方向上去追求文化多元主義並無違和。只

是，西方社會的文化多元主義是一個世俗化的概念，而這樣的概念會導致社會忽

略少數虔信社群的信仰權益或者是他們並非基督教文化遺產的繼承者之問題，這

也是哈伯瑪斯在九一一事件之後，反省他早期的公共領域缺乏對少數信仰群體之

存在基礎進行思考。因此宗教公民權多元文化主義，重點即在於，因為印尼是個

尊奉宗教信仰為國民義務的國家，而國內也有相當高比例的穆斯林人口，因此印

尼所追求的多元文化主義應當考量到西方倡議的世俗性多元文化主義的缺點，而

致力於探討能夠適用在印尼社會之宗教性的多元文化主義之內涵究竟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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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洋的客家社群是印尼華人中的少數族裔，自然難以像台灣一樣有機會發

動類似客家文化公民權之類的社會運動，但山口洋華人的民間信仰與節慶文化之

勃興，是否能夠把印尼客家社會的民間信仰與節慶文化之追尋，當作一種另類的

「客家文化公民權」(張維安 2019)運動? 印尼的宗教公民權如何讓華人得以訴

求宗教差異，並讓他們在政治高壓的時期仍保有最低限度的宗教自由的法權保障，

以及山口洋的客家在民間信仰與節慶文化中嫁接兩者為「教節一體」，是否也呈

現他們追求某種宗教文化多元主義的願景？ 

 

3. 三種族群的文化與宗教森然羅列之大千世界 

 

1950年代美國爪哇研究的人類學大師Clifford Geertz到東爪哇的小鎮進行田

野調查，他依照人群的宗教文化生活意向，把小鎮裡的爪哇人群分成三大類，如

果是以穆斯林社群為主要的對照座標，Geertz 把鎮民分為三個人群。第一群是虔

信穆斯林(santri)，在穆斯林裡面，依照他們的伊斯蘭實踐風格，又可分為跟爪哇

習俗比較親近的傳統穆斯林，以及跟隨二十世紀初伊斯蘭現代化運動而孕生的現

代穆斯林。在穆斯林之外，第二類的人群是對伊斯蘭宗教信仰比較沒那麼投入的

爪哇穆斯林平信徒(abangan)，這群平信徒多半倚伺著爪哇的傳統民間信仰與文化。

第三類則是奉行傳統爪哇宮廷印度教文化的官員(priyayi)。Geertz 對爪哇社會的

分類方式，雖然被論者批評為過度誇大第三群的社會影響力與顯著意義，但是

Geertz 的原創性分類，卻揭示出虔信穆斯林與平信徒之間在印尼戰後的政治、社

會與文化之間綿長的衝突與對立，而對於我們探索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客裔社群的

宗教文化生活的特殊方法論意義有以下兩點。第一，Geertz 在一個爪哇鄉鎮的田

野個案中，提供了三種宗教文化生活導向的，類似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

的世界諸宗教文明之比較社會學的運用，跟韋伯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是將世界宗

教各視為不同的世界觀體系，而韋伯各自去爬梳基督新教、印度教與佛教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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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以及他未完成的伊斯蘭個案研究)的宗教組織和信仰者的社會與價值體系，

然後在他的《宗教社會學》裡面集其大成綜攝出各種宗教的世界觀如何形塑不同

信仰者和他們的階級身分面對聖俗之間的救贖行動，進而演繹出不同的生活導引，

而韋伯同時也彰顯出宗教作為一種救贖財貨，在不同的宗教神義系統之間和宗教

組織的內部不同的社會階層，會因著對於宗教經典和神學思想的詮釋而致使宗教

論爭，讓宗教的言詮也會產生某種象徵性的權力鬥爭。但是 Geertz 把韋伯廣闊性

的世界宗教比較，轉向以爪哇族群內部不同的宗教文化生活的比較，運用爪哇小

鎮的多元宗教文化之大千世界為典範，並用一沙一世界來投射印尼社會整體因著

宗教的差異所帶來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多元並立。 

 

第二，因循著 Geertz 的分類方法，山口洋的三種族群：印尼華人(客裔居多)、

馬來人和達雅人，基本的宗教文化生活分類可以粗略地用華人民間宗教、伊斯蘭

和達雅族的信仰來做區別。14我們可以運用這樣的基礎分群概念來觀察三個族群

在山口洋各自的宗教生活，並且去觀察他們在山口洋日常生活中的彼此互動。然

而因為本計畫的關注重點是在山口洋的客裔族群在民間宗教與節慶文化的展演

上跟其他族群的互動，本文還是回到以客裔視角為主要立場的觀察，以下我將以

乩童的神壇和祭儀的多元服務、中元普渡的搶孤、印尼國慶日的化妝遊行以及元

宵繞境遊行四個案例來做說明。最後我想運用在山口洋看到的伊斯蘭宰牲節的活

動跟它的宗教意義，來比較它跟中元普渡的文化對應性的意涵。 

 

3.1 乩童神壇的多元神祇與祭儀服務： 

 

初到山口洋的人都會驚奇乩童的神壇散佈在大街小巷，乩童神壇昔日在台灣

的光景也曾經如此，但在如今現代化的台灣社會，提供問事服務的神壇雖不至於

                                                        
14 當然這樣的族群對應單一宗教的分類不是絕對性的，印尼華人也有信仰基督教、佛教或伊斯

蘭宗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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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絕跡，但在密度和數量上應該無法和山口洋的狀況等量齊觀。山口洋的乩童

有時候是以駐廟的方式為信眾服務，我猜測一開始廟宇的規模應該不大，但是隨

著問事服務的效果靈驗，香火越來越鼎盛，也因為信眾當中的生意人不少，當他

們來求得到買賣交易的斷難決疑問題得到解決，自然願意投注捐輸，大家共同助

緣來扶持駐廟乩童，也同時把廟越加修繕的金碧輝煌。我到山口洋的一個參訪的

神壇是一位名叫黃慶榮的乩童所開設的｢趙劉靈壇｣，當我進入他的家庭神壇，很

快便注意到他神壇上供奉是元帥跟石頭公之類的漢人民間宗教不算陌生的的方

神祇，但是在神壇的下方左右兩側卻同時供奉｢拉啄｣公公婆婆的牌位(左邊)(圖

一)。右下方則是祭祀一個投綁黃巾，頭插著一根羽毛的神明圖繪聖像，在神明圖

像的前方安置的神爐，香灰裡中間插著一柱香，在香的兩側則是各自插著兩支鳥

羽(圖二)。左下方的｢拉啄｣公公，是馬來人出身的類似土地神的神祇，而右下方

的聖像和鳥羽所奉祀的是達雅族的神靈。其後，走訪好幾家山口洋當地的廟宇，

很常見都會同時奉祀客裔神明、馬來神和達雅神靈。 

圖一 ｢拉啄｣公公婆婆的牌位     圖二 聖像和鳥羽 

 

我在印尼進行華人廟宇的田野調查，就已經發覺印尼華人的廟宇也會祭祀當

地的非華人出身的神明，拉啄公公的崇拜其實就是馬來西亞的拿督公信仰，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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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玉在雅加達的田野調查中也發現，乩童可以接受非華人神明的降靈附身，並且

乩童本身可以感受到非華人神明跟華人神明相比較，更為野性而不易駕馭。但是

我從未看到華人廟宇裡面會奉祀屬於南島文化系統的神靈。為何山口洋的廟宇或

神壇需要同時奉祀三個族群的神明？一直要到我拜訪的二個神壇｢法雷壇｣的壇

主，我才得到更多的理解。當地的客家神壇主要的服務對象當然還是當地的華人，

主要還是操用客家話的客裔族群，比方說在雷法壇的問事服務中，平日不太會說

華語的乩童，因為附身的神靈使用華語，他也就順理成章的講華語，以至於需要

請一位可以說客語跟華語的桌頭來當通譯，這樣才能讓來問事的客裔鄉親明白神

明的指示。但是山口洋的客裔乩童服務的對象並不僅限於華人，如果有馬來人或

是達雅人來問事，客裔的乩童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們可以轉換他們所召喚的華人

神明轉向馬來神或達雅神，這種多元的靈頻(spiritual channel)，讓他們可以因應

不同族裔的需求來召喚不同族群的神靈，服務更廣大的山口洋群眾。 

 

乩童的多元靈頻並非只是具備這類服務多元族裔信眾的性質，根據法雷壇的

壇主所言，有時候華人被其他族的巫術(如被它族下降頭)所傷害，乩童需要調度

不同的神靈來協助將降頭跋除。因此，山口洋的客裔神壇所奉祀的多元族群神靈，

除了在華人的萬神殿當中調度運用，處理解決當地華人的疑難雜症，他們也具備

跨越族群界線的靈界來轉換靈頻，跟不同族裔的神明交流，來服務多元的族群。

更重要的是，因為當地的華人處在非華人的地域，會有一些觸犯當地神靈或鬼魅

的問題，因此山口洋的乩童必須具備這種類似｢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能力，這

樣才能防護華人受到他族鬼靈的侵害。 

 

3.2 草莽粗曠的中元普渡祭祖 

 

台灣的民間宗教信仰隨著社會的工業化進展，慢慢的看到已經一些類似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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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稱的縉紳化或是德國社會學者 Norbert Elias 所提出的｢文明化｣現象。這個

轉變的過程所對應的當然是與台灣的產業與職業結構的改變，中產階級社會擴大

跟鄉鎮地區的都會化有關，讓民間宗教的信眾的階級身分、居住區位的都市發展

以及信眾對於信仰品味(參考齊偉先)的變化所導致。比如說以前繞境的武乩會用

鋒利的法器讓自身見血，但如今這類的遶境陣頭已經不多見(反倒在本文之後所

要提到的山口洋元宵節遶境還很常見)。賽豬公受到動保維權人士的抗議與批評，

也逐漸消聲匿跡。而其中的中元普渡也展現出一些有趣的變化。現今的中元普渡

已經比較不流行請民間法師來做法事分灑糖果，信眾的供品也不像以前要拜三牲

熟食，甚至還要請辦桌的大廚來提供一些經過特別雕花或是置放動物或人像的特

別擺盤等等，比較方便的做法已經進展到多半用罐頭餅乾等易於保存的加工食品，

祭祀之後的供品甚至直接捐助給民間的慈善單位或食物銀行。而中元普渡在筆者

的兒時記憶之中所帶著的一些鬼月的陰涼怯懼之氛圍，也慢慢轉向類似向全聯廣

告的那種對於好兄弟姊妹的人文關懷，或是像是雞籠中元祭節慶化的歡樂色彩過

度。因此初來乍到看到山口洋中元普渡的做法與台灣不太一樣，感受到意象性的

撞擊。接下來我以兩家廟宇跟一戶民居的普渡擺設與搶孤來略作說明。 

 

筆者到一家福德祠準備觀察中元普渡的進行，走到了廟宇側面的廣場，看到

一堆堆的供品就擺在地上，而擺在最前面的供品就直接買了完整的豬頭與豬腳當

供品，在供品居的四周用簡單的樹枝和塑膠繩圍繞出來，於是忖思擺在地面的原

因是因為祭拜的對象是陰間好兄弟，所以不需好端端地擺在桌上來迎接他們來享

用供品嗎？(圖三)仔細端詳每堆供品的品項，有根莖類、水果、白米、泡麵跟其

他的食品，應該是一般庶民的糧食。因為時間的緣故在這家福德祠我無法停留太

久而須先到其他的廟觀察普渡的儀式跟搶孤，於是我帶著疑惑到了第二家山口洋

頗負盛名的福德祠老廟—福律水口大伯公廟，觀看一場在台灣未曾見過的搶孤。

筆者還記得兒時參加過出家法師主持的搶孤儀式，法師一邊念誦經文，一邊把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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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跟硬幣灑給我們法壇下的觀眾跟小朋友(好兄弟的代表)，這個儀式也同時呈現

法事當中要布施孤魂的象徵。但是在接下來看到的普渡儀式中，供品一樣跟前面

看到的相當類似，也是一堆堆的食品就直接擺放在地上，不同的是，被圈圍出來

的祭拜品擺放的場地之外，圍著大量觀看的人群，有的人手上拿著袋子或籃子。

待主持儀式的法師宣布整個法事已經結束暫告段落，圍觀的人群於是蜂擁而上來

爭搶，不到幾分片刻，地面上的供品已經幾乎被搶分一空。(圖四)我觀察到三個

台灣少見的現象：第一，雖然供品是見者有份、多搶多得，但當地的民眾似乎有

一種默契，只要別人已經拿在手裡的東西就不會再去奪取；其次，參與搶孤的民

眾似乎以非華裔印尼人居多，也看得出大家對於搶孤活動參與興致很高昂。第三，

為何廟宇主辦的普渡活動會早早在太陽下山前的傍晚不到時分就結束？筆者從

同行的苗栗客家朋友說到當地人的一些鄉野傳聞，類似因為有陰陽眼的小孩會在

普渡現場看到肢體不全的好弟兄來分享供品、躬逢其盛，因此逐漸的主辦單位把

普渡搶孤的儀式提前辦理。 

圖三 置於地上的供品                 圖四 民眾爭搶供品 

 

在第三個個案，是我們在前往公墓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家販賣豬肉的商家晚

間在自家門前的路邊，有點像是路祭好兄弟的意味進行普渡拜拜，他們的安排有

幾點也是台灣少見之處。通常台灣個別家庭的普渡，會跟平時祭祖很像，擺桌擺

盤，沒有包裝的食物一定是放在碗盤用供桌來祭拜，但這個販售豬肉的商家是把

供品用紅色的塑膠袋分裝也是放在地上祭拜。(圖五)另一個有趣的地方，他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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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供品擺放區放置蠟燭之外，還在更遠的地方像是門前排水溝的地方，放置了

幾根蠟燭，據他們所言，這是為了讓好兄弟可以看到燭火指引，來分享他們的敬

拜。 

 

                     圖五 置於地上以塑膠袋分裝的供品 

 

3.3 印尼國慶日化妝遊行與元宵遶境： 

 

跟台灣相比，印尼是個比我們更愛慶祝國慶日的國家，昔日適逢國慶日，總

是可以在鄉間或是城鎮的巷弄間，看到街坊彩飾慶祝國慶。在山口洋停留的期間

剛好也恭逢當地用遊行來盛大慶祝國慶的日子。在當地的國慶遊行中，我發現一

些有趣的隊伍，雖然遊行的成員都是各級中小學的隊伍，除了比較尋常的鼓號樂

隊之外，有些學校的遊行隊伍會用角色扮演來展現，比如說裝扮成印尼建國國父

蘇卡諾的服裝，不同的職業像是醫療人員或者軍警。而在這樣的場合中，當然也

是少數族群穿著代表著他們的族群傳統服飾來參與遊行的大好時機。我看到有馬

來傳統服飾、達雅族服等，另外最有趣的就是我看到非華人的參與者也穿著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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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華人的傳統服裝來參加遊行，不過特別的是，山口洋的華校並未特意參加這

樣的遊行。簡而言之，國慶日遊行當中的角色扮演，可以是建國英雄、專業人士，

更可以是直接展現自身的族群文化，而在這天的遊行當中，山口洋的客裔或華人

並未特地來組隊參與遊行，但是其他的非華人族群則不諱言地利用這個機會穿著

旗袍來展現華人的文化特色。 

 

國慶遊行是世俗的，但卻是集體的。與之相比，山口洋遠近馳名的元宵節遊

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是元宵節遊行基本上是接近以華人廟與跟神壇的聯合遶

境，但是同時加入了馬來人跟達雅族的隊伍。筆者本來計畫利用今年(2020)的春

節到山口洋進行田野觀察，但是因為疫情的緣故無法實現這個計畫，因此利用一

些當地的社團拍攝的 DVD 紀錄影像，和相關論者的研究，做一個簡要的評述。 

 

印尼改革開放時期，重新讓印尼華人獲得在公共領域展現其族群文化的機會，

其中春節的慶祝又更具節慶文化政治的意涵。由於印尼政府宣布將春節放入國定

假日，其潛在的、未能言明的，其實是印尼政府把春節當成某種和華人的宗教有

關的慶祝節日。因此當印尼華人開始大肆慶祝春節的時候，也曾經引發其他族群

的反感與敵意。山口洋的元宵節遶境遊行，於前幾年開始重新大規模舉辦，有很

大的兩個背景因素，一方面因為政治氣氛的緩和使得當地的華人，尤其是身旅居

雅加達經商成功的山口洋華商，想要集結他們的財力奉獻故鄉，他們除了捐輸更

多的經費在山口洋重修或新建不少廟宇，也同時推動元宵節遶境遊行。二方面，

改革時期印尼華人的傳統民間宗教活動突然成為各地政府推動多元文化政策與

旅遊觀光行銷的倡議賣點。 

 

元宵節遶境的時候，許多廟宇與神壇的乩童會在這一天起乩，用鐵棒穿插臉

頰，或是登刀梯躺釘床的方式來證明自身所具備的法力，以及神明附體的特別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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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結果這類傳統的民間宗教的身體奇觀的展現，在特別的出神狀態以及接近暴

力的自虐身體之展現，和馬來人與達雅族的民間信仰的要素竟有許多相合之處，

而在這幾年，加上出場參加遶境可以拿到贊助的經費，更加鼓勵華人之外的族群

加入遶境活動。山口洋大肆恢復舉辦，也曾經引發西加里曼丹當地非華裔印尼人

對於華人慶祝春節的反感，甚至有穆斯林團體關注這些參與遶境的馬來人是否有

牴觸他們的穆斯林信仰身分的問題。15 

 

山口洋本身還是有相當比例的馬來穆斯林人口，可是在筆者接觸的過程中，

發現當地的穆斯林也老早就習慣並接納華人的元宵遶境，但是華人對於遶境活動

的安排也相當謹慎，通常不會允許燃放炮竹並且在律訂好的時間與遶境路線裡面

把活動辦完。從 Josh Stenberg 對印尼華人戲劇、偶戲、歌舞表演和山口洋遶境

的一系列表演研究當中，可以連貫出華人自我文化展演的歷史脈絡，以及改革時

期印尼華人從政治高壓中迅速的解放出來所產生的巨大展現自我的能量。從筆者

觀察中爪哇的華人廟與遶境的活動中，印尼華商、當地華人菁英和青年協力推動

這類的民間宗教慶典雖是主力，但是在活動的進行當中若沒有地方政府的配合和

其他非華人族裔的善意協力，單憑華人一己之力是不太容易達成，換言之，山口

洋元宵節遶境的跨族裔文化展演的舉辦，乃是山口洋印尼客裔華人復興傳統民間

宗教節慶，並藉由此號召在鄰近地區旅居外地的山口洋華人返鄉，並同時與其他

族裔共同參與的節慶活動。 

 

3.4 宰牲與普渡：宗教慈善與濟度的二部曲 

 

筆者於 2018 年停留山口洋的期間，除了有幸觀察了當地的中元普渡活動，也

                                                        
15 筆者也曾聽聞在坤甸的一位，長期在達雅族社區宣教的華人牧師，提到曾經有些原住民青

年，不知道華人的乩童用鐵條穿透臉頰背後需要擁有特殊的訓練和能力，為了參與遶境展演，

也輕率地跟著有樣學樣，竟有人因為如此而感染不治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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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回親身參與當地伊斯蘭宰牲節的慶祝以及屠宰牛羊的過程。宰牲節的歷史

由來源自真主為考驗易卜拉辛對於信仰的堅貞，因而命令他把親身兒子殺死，當

最後易卜拉辛要執行這個命令的時候，真主改令以用屠宰黑色羔羊來代替殺死他

的兒子，因此宰牲節的意涵有著犧牲與分享的意義。在接近的時空，當地的客裔

華人族群舉辦的中元普渡，救濟的對象雖說是好兄弟，但這種跨越陰陽的宗教慈

善和施捨的觀念，其實也與宰牲節的精神存在著一些可以對話與比較的可能。 

 

 宰牲節當中，收入比較能負擔的穆斯林，必須購買牛羊來宰殺，並將肉品分

享給自己的街坊鄰居或是比較窮困的人。不少的台灣的印尼穆斯林移工，會在這

一日匯款回家交代家人購買宰殺的牛羊，並跟同相分享他們在台灣工作的辛勤成

果。宰牲節的分享肉食的觀念，具備一種有福與窮困之人共享的思維，而普度則

又濟度幽界跨越人間的人文慈善關懷。在山口洋的普渡搶孤活動之中，其實也存

在著華人把供品一起和當地的非華裔族群共享的觀念，只是比較可惜的是，除了

若干少數改宗伊斯蘭的當地華人穆斯林，大概鮮少有華人會有意願去了解宰牲節

的深刻宗教文化意義。(圖六) 

              圖六 宰牲節分享肉食的宗教文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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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語： 

 

台灣的東南亞客家研究近幾年已經產生了豐碩的成果，本研究在這樣的基礎

上，以民間信仰為核心，節慶文化的多元文化主義展演為實踐導向，重新思考山

口洋的客家社群在一個多族裔社會中，如何透過自身的信仰與文化傳統維繫族群

邊界並與其他族群共榮共生，並與台灣經驗做比較。未來希望在疫情結束之後，

能夠再重返山口洋，繼續就未能充分探索的議題宇以深化，擴展東南亞客家宗教

文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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