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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初 民 以來，因 人 們意圖解 釋 自然現象 ， 進而希求 心 靈安適， 於 是
產生了豐 富 多彩的「 神 話」。而許多 關係著「 神 話」的設 想，進而成 為 民
間信仰觀 念 建立與變 化 、發展的 依 據，例如 對 天公、地 母 的崇拜即 是 。
而本文以 台 灣奉祀「 地 母至尊」 宮 廟的信仰 觀 念考察為 例 ，並參酌 相 關
文獻資料 ， 以探討在 大 地崇拜、 追 源崇拜、 母 性崇拜等 「 神話」設 想 的
基礎之上 ， 適應不同 的 時空環境 、 乃至不同 的 社會政經 與 宗教發展 條 件
下，民 間信 仰觀念的 融 變與發展 狀 況。此 外，本文論述 將 以「地 母至 尊」
作為后土 或 天公對應 神、作為女媧 或大地萬 物 之母(源 )、作 為慈母象 徵 等
對於「地 母 」的不同 「 認定」為 綱 目，不僅 進 行文獻及 學 理上的討 論 ，
更佐以問 卷 、親訪等 信 仰觀念之 實 際考察成 果 ，讓台灣 「 地母」信 仰 觀
念建立及 變 化、發展 多 元豐富的 實 際面貌呈 現 出來。

關 鍵詞 ：地母、后土 、 女媧、無 生 老母、民 間 信仰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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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belief
ideas about the Earth Mother in Taiwan

Lin Jen-Yu 

Abstract
From ancient times, the people purport to explain the natural
phenomenon, then the hope mind is peaceful and comfortable, thereupon has
had "the myth" richly colorful.Many thoughts about myth become the folk
belief idea establishment and the change, the development basis. For example,
the worships of the Heaven Father and the Earth Mother. This research is
offers the temples which sacrifice the Earth Mother in Taiwan, and takes their
belief ideas inspection as an example. By this example, discusses in the earth
worship, source worship and maternal worship develop the folk belief idea in
the different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even the different social
politics after with the religious development condition.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will elaborate by the Earth Mother as the deity which correspondence the
Heaven Father, as Lady Wa (女媧)or the Eternal Mother, as the loving mother
symbol. Except i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scientific theory or principle
discussion, and assists asked the volume with questionnaire and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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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presents the rich appearance of belief idea about the Earth
Mother in Taiwan.

Key words: the Earth Mother, the Eternal Mother, Lady Wa (女媧), Folk
belief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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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觀念探析
林仁昱

一、前言
「神話」的思維可以記錄在自初民以來的圖像、器物，乃至於語言、文字等
種種藝術表現，也可以記錄在民間信仰與崇拜的觀念中，例如天公、地母、太陽、
太陰，乃至於身體、動、植物與山河、星辰的崇拜與信仰，這表現了人們面對自
然現象，因無法有效掌握，心生畏懼，進而希求安適的心理，於是透過「神話」
的思維，產生可作解釋的「神話」
，冀求在這思維與解釋中，獲得身心安頓的力量。
但是，歷經時代環境、哲學或宗教思潮，乃至於生活環境的變遷，民間信仰的觀
念也將產生變化，於是這些「神話」就有了新的發展，甚至產生多元、豐富的面
貌。例如「土地」孕育、滋養眾生，似「母親」般貼近庶民生活，因此，自初民
以來就少不了對「土地」的崇拜與信仰，且依著「后土」
、
「地母」等稱呼，發展
著引導信仰觀念的「神話」
，跨過時代與地域的區隔而普及開來，而今日在台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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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都有許多主祀或配祀「地母」的宮廟 1，就關係著因「神話思維」而來的「土地」
崇拜，卻在實際的民間信仰觀念中，又有了多元豐富的詮釋及說法，超出原本純
粹的「神話思維」
。因此，筆者試圖以「地母」作為對象，先整理關於「地母」信
仰與崇拜的文獻，再試著透過田野調查的方式，考查台灣奉祀「地母至尊」宮廟
的「信仰觀念」
，並由各宮廟表述「信仰觀念」的考查結果，整理出「作為后土或
天公對應神」
、
「作為女媧或萬物之母(源)」
、
「作為慈母神」等類別，進行「神話思
維」與民間信仰觀念融變與發展之探討。
而筆者對於「地母」宮廟的注意，起因於 1994 至 1996 年間，曾協助宜蘭縣
史館，進行宜蘭縣佛教史田野調查及撰述工作，在查閱 1957 年張文進所編《台灣
佛教大觀》所列的佛教會佛寺名冊時，發現位於宜蘭市慶和里的「慈民寺」是筆
者遍訪不得的，後經宜蘭大學林清志老師(時為宜蘭農工專)提醒，此寺可能是宜蘭
河畔的「地母廟」
，因詢問附近居民尋得「地母廟」
，只見其名稱作「慈民宮」
，而
實以「地母至尊」為主神。從此，筆者即持續注意「地母」
，而欲探索其神話傳說
與民間信仰現象等相關論題，但直至 2006 年底因緣成熟，方始進行台灣奉祀「地
母至尊」宮廟的查考工作，希望能瞭解「主」祀「地母至尊」宮廟的建立因緣、
信仰觀念、發展狀況、靈驗故事；乃至於「配」祀「地母至尊」宮廟的主祀神明
與其「配」祀(或稱「同」祀)「地母」的意義。而此「地母」宮廟查考工作之進行，
得以有效獲得查考資訊，首先，乃藉助於 2005 年第四屆中華道教總會「地母至尊」

1

依筆者之考察，台灣奉祀地母宮廟的建立時間，主祀宮廟尚未見有建於清領時期者，配祀
如本文附表所列則有嘉義市大天宮、壯圍補天宮，但尚無法證明地母入祀該廟的時間，
即確定於清領時期；而主祀宮廟有宜蘭慈民宮、古坑建德寺、埔里寶湖宮建於日治時期，
然曾景來《台灣宗教と迷信陋俗》(台北：南天書局據 1939 台灣宗教研究會排印本二刷發
行，1995)所附「台灣寺廟總覽」所列三千七百餘座寺廟，均未見主祀地母之宮廟，然而
本文所訪得三座建於日治的主祀宮廟，建立時間均稍早於曾書，未得收錄；而大多數主
配祀地母的宮廟，均建立於戰後，特別是近二十年，詳請參閱本文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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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爐下團體輔導委員會所印行：
「道教地母至尊主(配)祀神宮堂名冊」
，該名冊
共列有 123 座「主」祀或「配」祀「地母至尊」宮、廟、堂，皆為筆者考查之準
對象 2。而考查工作先後透過郵寄問卷與實際訪談兩部分進行，其中，問卷採全面
郵寄的方式，有 5 座宮廟因遷址或地址錯誤，問卷遭到郵局退回，其餘僅有 20 座
宮廟回覆，回收率不甚理想，因此，實地考察以補足問卷之不足，並擴大且深入
探訪內容為主要目的，且考察對象包括問卷有回覆與未回覆的宮廟 3，亦涵蓋，
「主」
祀與「配」祀兩類，經過整理之後，共獲得 27 個有效樣本 4 。訪問查考的問題設
計涵蓋：宮廟主祀與配祀情形及其信仰觀念、宮廟建立緣由、宮廟與社區關係、
宮廟祀典活動等四個部分，並記錄受訪者姓名(或僅得知其姓)、年齡及其於宮廟之
關係。所獲得的查考資料，可以作為持續探索台灣「地母至尊」信仰之材料，而
其中關於信仰觀念、宮廟建立緣由等項目，將對本文探討「神話思維」與民間信
仰觀念融變與發展等相關議題，且以台灣奉祀『地母至尊』宮廟為例的條件下，
提供了舉例論述的依據。

2

內政部民政司編《全國寺廟名冊》(台北：內政部民政司，2001)僅列有奉祀地母至尊宮廟
8 座，此乃限於主祀且以「地母至尊」作寺廟登記者，可見多數主祀宮廟未作登記。此現
象應與主祀宮廟常為社區神壇式有關，以致無法合乎登記標準，如附表所示本文實際考
查結果，多有宮廟位於公寓或巷道透天社區。而《人間福報》2008 年 4 月 18 日第九版「宗
教」有關於埔里寶湖宮天地堂地母廟 60 年宮慶的報導，指出內政部已同意成立「中華地
母至尊道教會」
，並已有一百七十餘個地母宮廟與個人會員，應是包括主、配祀宮廟。

3

問卷樣本，如附件一。於實際訪談時，亦查訪各宮廟對於問卷設計上的意見(特別是未回
覆的宮廟)，並檢討問卷，得知有部分問題如「信徒職業、年齡以何者居多？」乃至「建
廟因緣、靈驗事蹟為何？」雖作為複選題，仍因問題可從不同方面回答，使作答者心生
疑惑、困擾而不願回答。當然也有答以未收到或本欲回答，但宮務繁忙，擱下未答者。
然透過回收的問卷，仍有助於對地母信仰概念及實況之瞭解，方便實際訪查工作之進行。

4

訪得樣本資料表，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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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母至尊」作為后土或天公對應神觀念與意
義
「大地」是人們賴以生存的確實依靠，也是見證萬物生養、死亡的場域，因
此，將「大地」類比為生育、養護、容納己身，乃及萬物的「母」體，且進而作
為生命萬物終將回返歸結之所，也就成為顯易而起的「神話思維」
。而這般「大地」
與「母親」的聯想，在人類社群發展的階段中，可能將「大地」與其變形作為女
性最高和最根本的奧秘象徵 5，甚至也有學者解釋為「生兒育女和傳宗接代」的表
現意義中，
「大地」為女人樹立了榜樣 6 。而中國古來即有「皇天后土」
、
「天公地
母」的概念。然如此「並存」的思維方式，容易將「地母」視為「后土」或「天
公對應」神，雖不減損自初民以來，對生養萬物的「大地」敬畏、感念心理，並
發為集體信仰與崇拜，可視為「地母」信仰與崇拜的初始觀念，卻也因與「天公」
的對應關係，乃至與「后土」的等同概念，降低了「地母」的絕對尊崇性，增加
了「地母」乃至於「后土」的多樣、複雜性。於是，觀諸於傳世文獻，
「后土」一
詞的使用，遠較「地母」為多，且其意義複雜多樣，非「大地母親」甚至非「配
天之地后」所可以概括。而呂宗力、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丙編》曾列舉自
《左傳》、
《禮記》
、
《楚辭》、
《山海經》以來，以至於近人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
神話考》等歷代文獻所表述的「后土」 7 ，而有Lai, Whalen W. "The Earth Mother

5

參看[德]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1905~1960)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
(The Great Mother—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 初版，頁 50。

6

參看[德]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1905~1960)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
(The Great Mother—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此書對於柏拉圖《美尼克塞諾篇》的詮
釋。

7

呂宗力、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丙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148-15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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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ripture: Unmasking the Neo-Archaic" 8 與蕭登福〈后土與地母----試論土地諸神及
地母信仰〉9 等論文更在呂書所列舉的文獻基礎上，進一步針作分析探究，並為不
同時空、多方轉變的「后土」(Hou Tu)樣貌，理出頭緒。而縱觀上述論著所列舉的
文獻，說「后土」之性質，於《左傳‧昭公二十九年》
、
《禮記‧祭法》
、
《山海經‧
海內經》均指「共工」氏之子為「后土」
，而其「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
「后
土」似乎被具體化為氏族之爭裡的人物，故呂書援引袁軻案《國語‧魯語》云：
「共
工生后土，神話之歷史化」
。而《禮記‧月令》及《淮南子‧天文》則在「中央土，
其帝黃帝」的前提下，分別言「其神后土」
、
「其佐后土」這是在五行相應的概念
下，將「后土」指為中央尊貴之神。然筆者認為不論是具體化的氏族人物或概念
上的方位尊貴神，都是干涉到政治權位的稱呼，而與原本生養大地為「母」的概
念疏遠，甚至於後來道教「四御」裡的「后土皇帝祇」
，都是這種神話思維轉與現
實政治思維的結果。於是，
「后土」形象作為男性，甚至必須為男性的情形，也就
成了勢所必然的發展結果。這也使「后土」與「地母」兩種概念，雖在民間似乎
有所聯繫，但在神格能力，甚至「性別」形像等基本前提上，多有扞格。甚至在
同一書上，亦有所出入，如明‧無名氏《三教源流聖帝佛祖搜神大全》雖承續《搜
神廣記》的說法，在敘述「后土皇地祇」時，將「地母」與「后土」等同視之，
並作如是說：

天地未分，混而為一，二儀初判，陰陽定位，故清氣騰而為陽天，濁氣降而
為陰地。為陽天者，五太相傳，五天定位，上施日月，參差玄象。為陰地者，五

8

Lai, Whalen W. "The Earth Mother Scripture: Unmasking the Neo-Archaic." In: Jacob K.
Olupona [ed.], Beyond Primitivism: Indigenous Religious Traditions and Modernity.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201-203.

9

蕭登福〈后土與地母----試論土地諸神及地母信仰〉
，
《世界宗教學刊》第四期，2004 年 12
月，頁 1-4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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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相乘，五氣凝結，負載江海，山林屋宇。故曰天陽地陰，天公地母也。
《世畧》
所謂「土者 10 ，乃天地初判黃土也，故謂土母。」正廟在分陰11 ，宋真宗朝 12 大中
祥符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誥封「后土皇地祗」
，其年駕幸華陰親祀之。今揚州玄廟
觀后一祠也。殿前瓊花一株，香色柯葉絕異，非世之常品也。真宗皇帝封曰：
「承
天効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祗」 13 。

此明確指出「天陽地陰，天公地母」的概念，且認定「地母」是為「土母」
、
「后土」或「后土皇地祇」
。然而，名稱既牽涉政治權位之思維，尤以稱之為「皇」
地祇者，尤能顯示其尊貴性，且能與「皇天」對等，於是在該書的插圖上，就刻
畫為「男性穿著帝服」作「指導農作」的形象，如此一來，似乎就與同書揭示「后
土皇地祇」就是「地母」、
「土母」的說法相異，亦異於《新編連相搜神廣記》內
文與附圖均為女性形象 14 。蕭登福〈后土與地母----試論土地諸神及地母信仰〉指
出男性形象的「后土」
，才是「后土」的原始面貌，故「后土」之「后」字，其實
為王者之意，如夏王又稱夏后，又猶言天皇地帝，蕭文繼而根據《舊唐書‧卷二
十四‧禮樂志》推測「后土」現為「婦人塑像」
，應始於唐代武則天時期，此固與

10

淮南秦子晉編撰《新編連相搜神廣記》(臺北：台灣學生書局影印本，1989，收入王秋桂、
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前集十二，重編頁 24，作「后土者」
。

11

蕭登福〈后土與地母----試論土地諸神及地母信仰〉
，作「汾陰」
。

12

蕭登福〈后土與地母----試論土地諸神及地母信仰〉
，頁 2 據《宋史‧卷一百四‧禮志七》
所載，徽宗政和六年九月朔「謹上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故封此號者
應為徽宗。

13

見於無名氏輯《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臺北：台灣學生書局據明西天竺藏版七卷
本影印，1989，收入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卷一，葉一
二至一三(影印本重編頁 26-27)。

14

參見淮南秦子晉編撰《新編連相搜神廣記》(版本同前註)前集十二，重編頁 24；又呂宗
力, 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丙編》(版本同前註)頁 148，
「后土」條有插圖影印元刊
本《新編連相搜神廣記》
「后土皇地祇」
，兩版本均為女像，騰雲間，有兩侍女隨於兩側。

 10 

台灣奉祀「地母至尊」宮廟考查及信仰觀念探析 11

當時皇帝為女性有關 15，然此後「后土」為女像漸為慣例，雖《說郛》引宋‧俞琰
《席上腐談》之說，強烈反對「后土」作女形象，甚至激問以「謬矣」
、
「后稷亦
可為婦人乎？」之語，而《山西通志》亦批評「后土」作女像乃「愈失之褻」
。蕭
文的論述與推測頗具價值，可惜僅從現實政治思維下的「后土」為出發點。筆者
因而據民間確有將「后土」視為「地母」的概念(如前引搜神大全所言)，對照「地
母」之為神話思維的可能性，並檢討如此「后土」徘徊於男女形像之間的原因，
於是可知「地母」一詞，關係著「大地」如「母」生養己身乃及萬物的神話思維，
其為女性是為必然；而稱「后土」牽涉權位，於男尊時代的政治思維中，固為男
性形象 16。兩種思維並存於民間，造成二者之間的聯繫，甚至混淆，但在現實政治
影響力主導於文本刊刻，甚至是讀書人(如俞琰或《山西通志》作者)的性別觀念、
政治思維，主導官方或導之於民的概念時，
「后土」之為男性帝王形象者，也就變
成理所當然。但是，作為「大地」如「母」的神話思維，仍隨時冒現於民間表現
信仰概念，甚至塑造形象之時。
況且天父地母、天陽地陰、乾天坤地、天健而地順等概念，都使「大地之神」
往「女神形象」推進，於是「地母娘娘」乃及於「后土娘娘」的稱呼，雖為在乎
政治思維的讀書人評為「謬矣！」激問「可乎？」
，仍逐漸成為民間普遍且自然接
受的概念，未必僅限於武則天女皇時期。甚至，可以進一步說，這男轉為女或者
說是原本該為女性的「后土」概念，其實是比較符合人群的生活經驗與心理發展
現象的，因為不論在父權或母權的社會中，人類來自母親的生養，如同接受大地
的生養，這是無可懷疑的類比方向，母親與子女的親密度，亦如人類立於大地之
踏實。尤其在現實環境的想像中，人與萬物同「地」一起接受「天」之覆蓋，晴

15

蕭登福〈后土與地母----試論土地諸神及地母信仰〉
，頁 35。

16

有學者如何新《諸神的起源》(臺北：木鐸出版社，1987)頁 127，認為「后」的初義，是
全族的尊母，代表母系社會時期理所當然的領袖與權威(昱按：若依此說，則可知「后」
在社會轉男性為尊之後，為男尊所吸收，故為男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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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風雲、寒暑這些來自於「天」的力量，人、萬物甚至於「地」都是無以逃脫
的，這讓人們與大地似乎站在「同一陣線」
，而當傳統舊社會越來越向父權傾斜時，
子女與母親的親密感，類比人與大地共生存的想像，其實更能切合實際，
「大地母
親」乃至於地母、后土都不過就是這種親密感與想像下的不同稱呼。不過，從另
一方面看，母親既是貼切的生養依靠，卻也就成為賞罰子女的主要執行者，這就
像人類與萬物接受大地的生養，卻也必須面對大地的毒害 17，這使人們對於大地的
敬畏，並不低於蒼天，甚至設想那覆蓋於上的「天」也必須撐搭在「地」
，撐搭於
「地」的天柱若折，
「天」就會「塌」。而這樣的設想，是有機會讓「地」的尊崇
性甚至超過「天」
，但「天」畢竟「覆」之於上，如父權社會裡的父親對子女，雖
然是遙不可及，看得見夠不到，卻難逃其「覆」
，而當傳統舊社會的父權，被推向
絕對至上之後，天、父宰制一切，甚至就剝奪了原本「地」之為「母」的設想，
大地承載之功也給了男性、帝王形象的「后土」。換句話說，
「后土」定為男性、
帝王的形象，是一種父權社會硬拗出來的結果，轉為女性形象，不過是轉回自然
而已，將民間能「后土」等同於「大地」如「母」
，甚至依「地母」之名而為「至
尊」
，也就不足為奇。此雖不至於與「天」爭尊，卻也確立了「地」類比為「母」
的尊貴性。如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所言「后土」與「地母」之間的關
係：

……由卜辭、金文「后」字的結構看，它是象徵母親生子之形，詩經所謂
「載生載育」
，即基本誼。那末，農神稱「后稷」
，地神稱「后土」
，當然是
從生殖神話演來，其原始的神性都應該屬於婦女……追懷去年捐棄在田中
的種子，居然能夠熬過冰雪的磨折，一定有個大神在地下庇護它，必護這

17

參看[德]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1905~1960)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
(The Great Mother—An Analysis of the Archetype)，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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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種子者，應該是「大祖母大地」
，于是乎人們要宗功報德記祀鼓神，必先
祭祀地母……農神都是自「地母」分化出來的，從宗教發展的過程看，農
神之上，總該有個「地母」神。據我的管窺，能植百穀百蔬的柱，就是「地
母」別名，也就是「后土」省稱。18

本文暫不評論如此「五穀之人工培植與女性中心社會關係」的觀點，但此說
將「后土」回觀於「大地」如「母」
，著重其本具「載生載育」的生養之功，而跳
出政治權位思維下「指引農作」的「后土」
，其實更接近民眾生活經驗，合乎民眾
對於生殖繁衍力量的驚嘆與崇拜，也使「后土」等同「地母」的概念，能為民眾
自然接受。而在台灣主配祀「地母至尊」宮廟的考察中，亦可見到「地母」就是
「后土」的信仰概念，甚至有人依此概念撰寫介紹文 19，作為奉祀「地母至尊」宮
廟指引民眾認識、信仰之用，此篇有懸掛於宮廟牆壁(如嘉義縣地母修源宮)，亦有
登載於該宮廟關於「地母至尊」之神明介紹網頁 (如臺北縣無極慈母宮的網頁
http://tzumu.pc-net.com.tw/gods/hsukung.htm)：

地母娘娘全名虛空地母至尊，一般又稱其為即后土娘娘或后土夫人。
「后土」
道教神名，全稱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為道教尊神「四御」中的
第四位天帝，神位極高。周禮載：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左氏云：
「君履
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后土神亦為主宰大地山川之
大神，與主宰天界「玉皇上帝」
，同樣受到人間崇敬。西漢文帝﹙西元前一
七九年﹚詔令全國統一祭祀地祇﹙后土﹚
，規定「冬至祭太一，夏至祭地祇。」

18

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據 1961 年龍門聯合書局排印本
影印，1988)，頁 18、27、30。

19

刊布此文之處，均未註明撰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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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西元前一四 O 年﹚命建后土祠，親自祀拜，如上帝禮。此後歷
代帝王皇朝，皆列入祀典。大約在唐朝﹙西元六一八年﹚以後，由於國人
觀念，天陽地陰，男為陽，女為陰，后土神遂漸奉為女神。唐杜佑通典記
載，汾陰后土祠為婦人像，民間乃稱為后土娘娘。唐代並有「后土夫人傳」
，
而后土夫人祠以揚州最盛，並指沿自西漢。宋代以後，道教列為四御尊神
之一，職掌陰陽生育，萬物之美與山川之秀，道觀並設后土殿。民間建后
土娘娘祠，每年農曆十月十八日，相傳是「后土娘娘」聖誕日，隆重祭祀
之。

這段介紹文於開篇之處，即宣告「地母至尊」就是后土娘娘，於末尾之處揭
示農曆十月十八日，相傳是「后土娘娘」聖誕日，此正與台灣主配祀「地母至尊」
宮廟所認定，並舉辦祭典活動的「地母至尊」聖誕日相同。而這篇介紹文肯定了
「后土神亦為主宰大地山川之大神，與主宰天界『玉皇上帝』
，同樣受到人間崇敬」
的說法。不過，經問卷與實際訪談的結果，關於「地母」是「后土娘娘」的說法，
在另有「大地萬物之母(源)」的選項下，主動提及此說的宮廟受訪者僅有四分之一
(7/27) 20 。筆者於實際訪談時，有宜蘭市慈民宮負責人柯先生 21 與嘉義縣地母修源
宮建廟人林女士肯定此說：

地母有人說是「后土」
，這是從「皇天后土」的講法來的，這「后土」的意
思是普遍的土地，生養萬物的大土地。(柯先生 2007.8.30 宜蘭慈民宮)
地母是「后土」
，這是講地母是土地上的萬物之源，一般墳墓邊的「后土」

20

本文之比例量化資料，依附表所呈現的考察結果而來。

21

為避免因信仰觀念差異，以致本文發表後對當事人造成困擾，本文僅公布受訪者之姓，
其他關於年齡及擔任宮廟職位身分，僅作存檔參考資料，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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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護土」
，絕對不是「后土」
，這要分清楚。(林女士 2008.3.6 嘉義中
埔地母修源宮)

可見其能認同如此說法的理由，是基於認定「后土娘娘」有主宰大地山川、
生養萬物之尊貴性，是「普及大地」之神，並非土地公、地基主僅守護一方一地，
尤其忌諱將其歸為陰神，強調「后土」有其神聖性，而目前普遍見於墳墓邊的「后
土」
，其實是「護土」之誤，萬不可與「地母至尊」相提並論。然而前文有言大地
既可生養，卻又行其荼毒，也是收納萬物凋落、死亡遺骸之處，這使「后土」與
司陰之神相混的概念，得在依據生活經驗想像的神話思維中，合理地展開，如《楚
辭‧招魂》有言：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
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些。

這是對於地表之下「世界」的豐富想像，而對此幽暗世界的主人，則從地下
水泉流動等現象，想像如虎如牛種種不堪之形，然而東漢‧王逸注，卻使之與「后
土」聯繫，使「后土」為此幽都冥神：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也…

雖然如此神話思維有跡可循，然這將「后土」往幽都冥神的設想，對於民眾
接受「后土」的神格而言，是一種貶損，也就影響奉祀「地母至尊」宮廟，對於
「地母」就是「后土」說的接受度了。換句話說，民間同樣稱作「后土」
，卻有許
多不同的意義，有掌一地一方之神祇，也有轉為司陰之神，卻也有代表整個大地，
而與皇天相對應的「后土皇地祇」
，因此，主祀「地母至尊」的宮廟，在面對民間
於「后土」認定如此分歧的現實下，為了避免引起信眾之議，甚至產生混淆，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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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不習慣採用「后土」之稱。
此外，
「天公地母」
、
「皇天后土」雖然已為民間慣用的神話思維概念，但能於
問卷主動選出「地母」是「與天公相對應的神明」選項的宮廟，顯然又比選擇「后
土」項者更少(2/27)，因此，筆者在實際訪問時，特別問及這個現象，發現主祀宮
廟對於這個問題有著相當嚴明的說法，不僅多不願意接受此說，甚至強調「地母」
是高(先)於「天公」
：

是有人講「地母」和「天公」相對應啦，但是「地母」和「天公」(玉皇大
帝)應該是沒關係……(柯先生 2007.8.30 宜蘭慈民宮)
「地母」與「天公」是沒有關係的，
「地母」是宇宙之源，當然是先於「天
公」的。(唐女士 2008.3.6 嘉義無極慈母宮)
「地母」與「天公」沒有關係……「地母至尊」是萬物之母，位階是高於
天公「玉皇大帝」的。(林女士 2008.3.6 嘉義中埔地母修源宮)

其實，這樣的信仰觀念，除了緣於主祀宮廟，強調「地母」作為宇宙根源的
「至尊」性之外(此觀念詳見後文論述)，民間通常將「天公」具體指為「玉皇大帝」
的概念，更使主祀宮廟排斥「地母」對應於「天公」的說法，且在認定「地母至
尊」為萬物(宇宙)之源的立場上，依其「先之於天」的信仰概念，論其位階必高(或
先)於天公。此外，「天公地母」
、「皇天后土」這樣的稱呼次序，對於主祀「地母
至尊」宮廟信眾來說，無疑也是一種委屈，而不論在信仰的情感與強調攝受力的
「至尊」神格方面，似乎都「矮」了一點，尤其在男尊女卑的傳統舊社會中，這
種概念上的失落感會更明顯，即使如前引《三教源流聖帝佛祖搜神大全》於所配
插圖上，讓「后土皇帝祇」為男性帝王形象，但以穿著「皇帝居室服」指引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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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隨侍官，與穿著「皇帝朝服」騰雲而行，並有隨侍官之「玉皇大帝」22 相較之下，
就可從其「待遇」見「位階」之別，因此，對大多數宮廟而言，通常會避去這種
對應的概念，以免減損「承載化育之德」至尊至大神格。不過，避去這個對應概
念，卻讓部分主祀「地母至尊」宮廟，有了配祀或同祀多尊「至上神」的可能(不
致因為對應的概念產生尷尬)，如台北縣月凰宮、天地靈元宮、台北市真明道場等
宮廟，即配祀玉皇大帝、元始天尊、玄天上帝均能安然合宜 23，擴大了宮廟信仰的
包容性。
不過，上數的考察與論述結果，並不能說台灣民間崇奉「地母」的信眾，完
全無法接受「天公地母」
、
「天父地母」
、
「皇天后土」這樣相對應的神話思維概念，
或由這個概念轉之而來的學理推想。而目前奉祀「地母至尊」宮廟所誦讀的《地
母經》於經文之前多有誦、唱讚偈，然不同版本卻有所增刪，其中有一未刊印處
的版本，於「開經讚」後接「天父地母脈元始祖寶誥」言：

……天地合一，化生萬靈萬物，體質氤氳，造化靈應，天父地母威靈普化
三曹，闢開渾沌，造化宇宙，萬靈棲居，滴滴心血，養育群生，玄源玄化，
養生保命，水有源，樹有根，飲水思源，認源皈根，蓄素守中，苦修脈元，
大忠大孝，萬靈扳扶……24

如此稱「天父」非稱「天公」
，並轉出認祖源、尊孝道等概念，既然能為部分
宮廟印行《地母經》所接受，且為誦唱行儀的一部分，或許更可解釋主祀宮廟「地

22

見於無名氏輯《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卷一，葉七至八，新編頁 13-15。

23

參看附表。

24

《地母經》於經文之前所附配合行儀進行的「讚」及「寶誥」之類，各版本多不同，採
用「天父地母脈元始祖寶誥」者，如網頁http://madam-melody.myweb.hinet.net/lecture.htm
所刊，也有此處改為「無極老祖寶誥」者，如網頁http://www.jnk.org.tw/w02-14.htm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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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不與「天公」並稱的現象，其實只是「天公」等於「玉皇大帝」的民間普遍
觀念，讓「天公」有了特定的指涉對象，限制了受訪者對於「天公」的認定。若
能跳脫這「玉帝」概念，天地對應的神話思維，也就可能通行於信仰觀念中，特
別是在配祀或同祀「地母」的宮廟中，如台北縣板橋市寶妙宮，既同祀「地母」
與「天尊」，則強調「天尊」是蒼天之神，對應作為大地之神的「地母」
，並於其
發送的「地母尊」護身卡上稱頌：
「大哉坤元，與天為配，含容萬物，無不持載」
承認「地」與「天」共同含容萬物的概念。

三、
「地母至尊」作為女媧或萬物之母(源)的觀念
與意義
人們對於萬物，甚至是宇宙的起源好奇與追索，產生了自初民以來許多的「神
話思維」
。這個追源、崇源的思維趨向，不僅產生各民族豐富多元的「創世神話」
、
「造人神話」
，甚至是許多宗教確立、發展的教義核心。而從另一方面來說，這些
創世、造人神話，乃至宗教論及創造世界(乃至宇宙)上帝的教義，就是這追源、崇
源思維的「具體化」現象。而此「具體化」現象，當然也可能成為民間信仰概念
建立的依據，在中國民間最具歷史的追源、崇源具體化民間信仰，當然就是對於
盤古、伏羲、女媧、神農的崇拜，不僅多有主祀盤古、伏羲、女媧、神農的宮廟，
亦有將此創世、造人的「具體化」神明同祀，甚至譜出彼此聯繫的神群關係。而
「天公地母」
、
「皇天后土」的概念，原本應不屬於這追源、崇源思維的「具體化」
現象，或者說是這追源、崇源思維下，被「開闢」或被「創造」的對象。然而近
代「地母」信仰觀念，卻將「地母」推向追源、崇源的主角，於是「地母」從生
養萬物如「母」
，進為創發大地萬物之「母」
，甚至推為創發宇宙之「母」
、萬有的
「至極根源」
。而這個轉變的依據，在於目前奉祀「地母至尊」宮廟普遍念誦的《地
母經》
，此經據傳為光緒九年正月初九日，於陝西漢中府城固縣地母廟，經「飛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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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經」而來，全名《無上虛空地母玄化養生保命真經》，經文有「媧皇制人倫，
從此地母神」句，使早期論述「地母」信仰概念時，即將「地母」與傳統追源、
崇源具體化的女性形象「女媧」相繫，如仇德哉《台灣之寺廟與神明》在「女媧
娘娘」條目下，附註「地母」並作解釋：

女媧娘娘為上古女帝，又稱女媧氏、女希氏、媧皇、地母……女媧娘娘亦
奉為地母，光緒九年勸諷地母經中有「媧皇制人倫，從此地母神」之句。
地母又稱無上虛空地母，大道玄玄虛空地母、無上虛空地母無量慈尊。據
地母真經謂：
「盤古初生我當尊，陰陽二氣配成婚」
，又「天君本是玄童子、
他聾我啞配成雙」此說為地母與盤古氏同時生，較傳說先盤古，再天、地、
人三皇，神農、伏羲、女媧等有異25 。

因此，仇書將「地母」與「女媧」等同視之，並在其所附的台灣女媧寺廟列
表，包括了主祀女媧娘娘與地母至尊的宮廟共十座，並指出若依《地母經》的說
法，則上古諸神的出現次第，女媧(地母)將提早到與盤古同時。然而筆者理解「盤
古初生我當尊」語，甚至可以意味女媧(地母)「當尊」於盤古初生之時，如此一來，
《地母經》所定的「媧皇」
，甚至出於盤古之前，而這樣的理解巧合於實際訪談宜
蘭縣補天宮時，得自負責人陳先生的說法：

女媧皇必然先於盤古、伏羲等男性神，想想看這種女性為尊的皇神，若不
是在早先已獲得資格，當男性為尊的社會形成後，在崇敬盤古、伏羲、神
農的情況下，女媧還能為『皇』嗎？(陳先生 2008.2.25 宜蘭縣壯圍鄉補天
宮)

25

仇德哉《台灣之寺廟與神明》(二)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3，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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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不論陳先生所言，是否符合一般所認定中國創世神話裡的「神群關係」
，卻
可見主祀女媧宮廟(或至少是像陳先生這樣一位女媧宮廟負責人)，在面對上古具有
「起源」性質的諸神時，已將「女媧」或「媧皇」的神格，推向了宇宙之源的地
位，而本文大多數的樣本宮廟，既首要認定「地母至尊」為大地萬物，甚至於宇
宙之源，所以若如仇書的說法，則「媧皇」是為地母神，那麼在推向宇宙之源的
信仰趨向上，
「女媧」作為宇宙之源的說法，似乎也就理所當然。但事實上，作如
此推想的大前提：即「媧皇」是為「地母」的說法，似乎不能為主祀地母宮廟所
接受，故於問卷考察時，無有主祀宮廟勾選此項，甚至配祀宮廟也僅訪得二座勾
此選項(宜蘭縣補天宮、台中市無極天道監修所)，當然這個現象可能類似前文言及
奉祀「地母至尊」宮廟對「天公」名號，即思其具體指為「玉皇大帝」的情形，
雖《地母經》牽繫者「媧皇」與「地母」
，亦不願落於具體指稱「地母至尊」即為
「女媧」的說法中。而仇書如此「肯定」的論述，可能是該書以女媧信仰為標目，
故站在女媧信仰的立場而得。不過，主祀女媧的宜蘭縣補天宮，卻於正殿配祀「地
母娘娘」
，負責人陳先生對此說明如下：

地母娘娘是女媧的化身，這在《地母經》就說得很清楚：
「媧皇制人倫，乾
坤合其德，兩儀妙生成，從此地母神」
。(陳先生 2008.2.25 宜蘭縣壯圍鄉補
天宮)

所以，陳先生站在主祀女媧宮廟的立場，表述對於該宮廟配祀「地母」的信
仰概念，雖不稱直接稱地母為女媧，卻將《地母經》解釋成「地母」是「女媧」
的化身，而女媧的神格居於宇宙虛空之中，地母正是其化現於此大地之上的形象。
當然在主祀「地母至尊」的宮廟，不作此解釋，因此，將「地母」普遍推向「至
尊」或「萬有之源」的信仰觀念，應該與追源、崇源具體化稱為「女媧」
，再化身
為「地母」的說法有異，甚至「媧皇制人倫，從此地母神」語，在主祀「地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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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的宮廟，反而解釋為「制人倫」的「媧皇」
，是「地母」至尊具體化現的形象
之一。所以，有必要從《地母經》再作探索，且先注意再誦讀經文前有引領禮拜
行儀的「地母寶誥」及引入經文如下：

地母寶誥 志心皈命禮 地母化生，普天肅靜，河海淨默，山嶽吞雲，萬
靈扳扶，召集群真，天無雜氣，地無妖魔，明慧洞清，大道玄玄，虛空地
母無量慈尊。 奉勸世人虔誦地母經：地能生萬物，如母養群生，慈悲德
方厚，廣大無比倫，混沌初分後，媧皇制人倫，乾坤合其德，兩儀妙生成，
從此地母神，流傳一卷經…… 26

此經文首開「地能生萬物，如母養群生」之語，正是目前大多數信眾對於「地
母至尊」的信仰認定。這也可以從本文進行查考的樣本中，大多數的宮廟都勾選
「大地萬物之母(源)」(23/27)的情形得證，甚至許多宮廟將此視作唯一選項。而緊
接其後的《地母真經》
，則多方列舉具體事項，指出從天地混沌初開，至人倫萬物
之化成，均為「我」(地母)所長成：

26

本文所引《地母經》經文，乃根據嘉義縣中埔鄉「修源地母宮」創辦人林女士所提供之
吳佩珊發願助印排印本，中和：印隆印刷品行承印，未載印行時間。另參照王見川教授
所提供《地母尊經》(上海：邑廟園內翼化堂善書局，1923)即包含前述吳佩珊助印版之
《地母真經》與《地母妙經》但僅於香讚後，題「無上虛空地母養生保命真經」
，此「真
經」文後有「焚香寶誥」接「妙經」經文，但未題「妙經」之名，且經文多有差異，如
吳佩珊助印版較上海版句數為多，如「陰陽會合真造化，造化天地產賢君」、「菩薩不
離母一身，各位諸神不離我」等語為上海版所無，又上海版多不用地母自稱之「我」字，
如「他聾我啞配成雙」作「天聾地啞配成雙」；排比地母化成萬物之句，如「我造成」、
「我養成」、「我長成」之「我」字，均作「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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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古初分我當尊，陰陽二氣配成婚，萬物本賴風和雨，開堂先念地母經……
地母本是戊已土，包養先天與後天，天君本是玄童子，他聾我啞配成雙。
神與氣和化天地，氣與神和產賢人，真氣為母母是氣，真神為子子是神。
陰陽會合真造化，造化天地產賢君，雖然不會人言語，三九二八時時行。
子母不離懷胎孕，身懷有孕十年整，十月胎足卦爻定，胎滿產出六賢君。
天皇地皇人皇氏，伏羲軒轅與神農，伏羲能化天合地，陰陽二氣八卦分。
神農皇帝治五谷，軒轅皇帝治衣襟，飲食衣服從此起，留下後世照樣行。三
世諸佛從我出，菩薩不離母一身，各位諸神不離我，離我何處去安身。東
西南北四部洲，春夏秋冬我造成，江河湖海不離我，萬國九州我長成。歷
代帝王不離我，大小皇官我養成。天下五嶽仙山境，山林樹木我造成。庶
民百姓不離我，五谷六米我長成。七十二樣不離我，萬物草木我長成。人
活在世吃用我，死後還在我懷中。各府州縣不離我，庵觀寺院我體成……樣
樣都是我造成，萬般都是我造成。地母心血都費盡，地母費了無邊心。老
娘為兒更為女，兒女忘了我的恩……世上只知天為大，地母敢大天一層。
天上一點甘露水，地下田苗五谷生。雖然降下是好雨，還是地母骨體精。
龍藏千里不離我，風雲還是地母生。母不與龍起風雲。看龍何處有雨行……
說來說去都是我，世上怎知我苦心……

可見《地母真經》所傳播的信仰概念，是從追源、崇源思維「具體化」的立
場出發，指「母」象徵著造成天地之「真氣」
，接著再從此回歸大地如「母」生養
萬物的思維上，指大地上萬物都是「地母」所生成，甚至發生在大地上的事情現
象，也緣「地母」所安排。更具體言之，關係著上古「文明起源」神話的伏羲、
軒轅、神農，乃及三世諸佛皆由「我」(母)所生。進而勸眾人信仰地母，就如兒女
能憶念母親之恩，也就是不忘生成的根本。所以，在實際訪談的過程中，即有宮
廟信徒強調「地母至尊」不僅是問卷選項裡的「大地萬物之母(源)」
，更應是「宇
宙之母(源)」(如嘉義市無極慈母宮唐女士)，這已將「地母」從作為追源、崇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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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具體化」的對象，更推而為無極「萬有之源」(或「萬有真原 27 」)的「具體化」
指稱。而此「萬有之源」的尊崇性既明，進而就崇敬以「安排」世間事件、遭遇
的「能力」
。而這種從「根源」發為「安排能力」的思維趨向，是普遍存於不同民
族，只是有些民族可能注意到「熱能」的來源，就歸於崇拜太陽神，而此類凌之
於上的「無極」之源，通常被具體化為男性神，也有民族注意到大地生養之力，
歸於大地之「母」
，就易具體化為女性神。於是，人類自初民以來，許多無以有效
掌握、解釋的現實遭遇及恐懼，可從這思維趨向的「具體化神」得到身心安頓的
依靠，或由安排萬物生滅、萬事發生的能力，強調其「主宰性」
，從而起順從、敬
拜之心，當然這「主宰性」也可能為世間之人所假借，成為獲得某些社會權利的
依據。不過，從《地母妙經》的內容看來，這「主宰性」的賦予，並未使「地母」
展現出絕對權威，以及絕對掌握懲罰權力的形象，反而常以感嘆之語，如慈母苦
口婆心般勸說，表述信仰之益與不信之害，顯示這種「主宰性」非剛性的掌控與
懲戒，而是軟性的訴諸人情：

……地母傳說此經起。誦念真經堅可成。人人若不敬地母。死後永坐地獄
門。人生若不敬地母，造下罪孽海樣深。吃穿二字從我出，誰知地母這苦
辛。那個兒女把孝敬，替娘行道勸化人……母為兒女心費盡，兒女把娘不
在心，世上樣樣心費到，樣樣地母都治全。七十二神都有會，惟我地母會
不成。天下各處都有廟，諸神會內亂紛紛。老娘廟宇無一座，反將老娘落
了空。天無雨來地不生，荒亂年間不太平……人人皆得傳此經，傳與天下
老幼人。倘若有念老母經，日後康健子孫賢。四時八節多重利，天和地靈

27

參看馮作民《清康乾兩帝與天主教傳教史》(台中：光啟出版社，1966)頁 150，清康熙帝
曾題「萬有真元」於北京天主教「南堂」
，乾隆 40 年大火後，乾隆改題「萬有真原」
。而
此「萬有真原」一詞，後常為天主教形容上帝尊崇之用語，近年台灣有關係追源、崇源
思維「具體化」之非基督宗教教派及信仰團體，亦用此語頌詠其信仰對象(如無極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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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成。男女大小都要記，誠心要念地母經……快快說來快快傳，眼前就
是豐收年……人念我地母經，保佑一方好修成。有人傳我地母經，諸神家
神得安寧。天官賜福全家興，青龍白虎應接身。十月十八午時生，辰戍丑
未易改成……人民不聽地母勸，水火大劫風又臨。老娘要把大劫免，男女
不順地母心。老娘要不免劫數，為娘見死心不忍。左思右想娘無路，差下
善惡眾神靈。善者正歸善人引，惡人歸入惡人群……地母收完了萬法，呼
雷閃電漏了形。地母收了諸萬法，普天匝地現真人。地母玄妙現訣法，東
西南北化蓮心。男女個個金身現，大羅天仙永不生。功果雙全齊赴會，蟠
桃大會受榮華。永不投東把凡下，能塑地母壽長青。

其中「死後永坐地獄門」、「造下罪孽海樣深」等語，表面上是吸收了佛教
普及於民間的信仰觀念，然以「飛鸞傳經」的時代背景來論，這應是藉助普及化
的民間信仰語彙，讓地母信仰之於「世俗效用」的概念更加具體化，也就是從與
大地關係密切的農事，擴大到日常無病無災的祈願。此外，透過慈母感嘆語氣的
勸善語，則是透過同理心的引發，擴大了地母信仰的民間接受面。而由追源、崇
源思維的「具體化」形象，發為安排萬事、遭遇，卻柔和的主宰性，再落實為世
間勸善阻惡的「老母」
，也使「地母」與其他女神，特別是具有「母源」或「至上」
性格女神產生的干涉。所以，可以推測《地母經》(含真經與妙經)所表現的這位化
成萬物，甚至安排萬事的地母形象，應該有個早於「飛鸞傳經」的信仰淵源，也
就是明代以後興起的「無生老母」信仰。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指
出羅教的創立者羅夢鴻雖在「五部經」中，一再排斥對於外在「具體化」神明(特
別是有明確指稱對象)的膜拜，卻實在民間傳布的過程中，塑造了「無極聖祖」這
樣一位非有具體形象(當然沒有具體性別)的至上神，既「不懷真身，非男非女，亦
男亦女，即祖即母」，則「無極聖祖」轉成「無極聖母」是自然可能的變化，而
在民間對慈母依戀的信仰趨勢下，將羅祖的「譬法」當成「正法」，於是具體容
納慈母形象，卻被推向「無極」至上地位的「老母」也就出現了，也就是明清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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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眾多民間教派所崇奉的「無生老母」28。然而，「無生老母」的觀念，又何以
和「地母」的信仰結合，乃至推出《地母經》(含真經與妙經)所呈現的「地母至尊」
形象，對此Lai, Whalen W. "The Earth Mother Scripture: Unmasking the Neo-Archaic"
有如下的推測：

By Late Ming, the figure of the Eternal Mother appeared and called for a
return of her children to her. Because the White Lotus was proscribed by
the state, one way to hide the identity of the Eternal Mother was to hide
behind persona, such as the Earth Mother. 29

而白蓮教與羅教信仰觀念混合的教派(如大成教)，在普遍流傳且參與農民暴動
30

的情勢中，如果真受到當局壓迫，就讓「地母」成為隱去「無生老母」的代稱，

這當然不無可能。但要明確認定「地母」信仰融攝「無生老母」特質的因素，似
乎還需要更進一步的線索。而鄭志明〈台灣瑤池金母信仰研究〉根據「中華佛聖
神仙誌」所錄慈惠堂「王母淵源」，指出台灣的瑤池金母(王母娘娘)信仰已經融合
了羅教「無生老母」的教義，並指出這種融合「無生老母」的現象，如一貫道的
「無極老母」、儒宗神教的「至聖先天老母」、天德聖教的「無生聖母」等，只
是名稱不同，但基本思想仍然大同小異 31。而所尊稱的「母」既為「先天」之「母」，

28
29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65-168。
Lai, Whalen W. "The Earth Mother Scripture: Unmasking the Neo-Archaic." The ibid is similar
to the front explanatory note. p. 201-202.

30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
，頁 129-131，描述了結合白蓮教與羅教的民間教派(如
大成教)與明朝農民動亂之事。

31

鄭志明〈台灣瑤池金母信仰研究〉
，《西王母信仰》(嘉義大林：南華管理學院，1997)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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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極之母，故將「母」字書成

，以示與「後天」之「母」有別。而鄭文雖然

未提及「地母至尊」，但若以此融合「無生老母」的「普遍」現象，推於解釋「地
母」能為「至尊」，而能具備「化成萬物、安排萬事」的至上性神格，似乎亦屬
合理。且「地母」有其本具諸多生養化育萬物的可觀之質，在解釋萬有化成之源
「炁」的立場上，就更容易成為被具體指稱的對象。在筆者實際訪查中，發現主
祀「地母至尊」的宮廟，也有如台北縣坪林鄉靈元宮，將指引參拜的廟名招牌寫
作「地

至尊」
。

此外，近代基督宗教在東方傳播，其慣用辭，乃至信仰觀念也可能為各種「類
無生老母」信仰所吸收，或引為傳布信仰觀念的類比之用。如確立各種「類無生
老母」至上神的絕對性(類比為「上帝」)，而透過派遣「使者」的觀念，產生許多
言之成理的聯繫，整合了多種民間教派的信仰觀念，甚至將佛、儒、道、耶、回
等大宗教，聯繫在以其至上神為中心的「神群系統」之下 32。而這種藉著「神群系
統」聯繫解釋信仰觀念的方式，也出現在主祀「地母至尊」的宮廟中，如花蓮縣
混沌古鳳宮地母廟(非本文之樣本宮廟)的說法，在該宮網頁刊出署名陳漢聲所整理
〈地母娘娘就是創造宇宙的上帝〉一文 33，直稱地母是上帝，王母娘娘是其女兒，
盤古、女媧為仙桃樹所化，且依此發展出一個連繫不同宗教、民間信仰教派概念
的「神群系統」
：

話說上古時代，當年尚無人類之時，宇宙一片混沌，天地本是虛空，地母
娘娘並不是肉體所生，而是白炁陰陽二氣煉化而成的，此典故本來不讓世
人知曉……地母娘娘為天地間總教之教主，無論何種教派，均脫不出地母

32

如李世偉主編《台灣宗教閱覽》(臺北：博揚文化，2002)洪孟君、劉文星、徐文雄等人
執筆，對於一貫道、天帝教、天德教、大同教等教義描述，均有依「使者」聯繫多教主
的說法。

33

其網址為http://chchsong.myweb.hinet.net/index/humansouc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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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之掌中。却有人傳說，
「吾」就是梨山老母，並不正確……「吾」本修
行在混沌雲霧青石岩裡，無水無草無物可吃，雙眼必看地(人世間)，雙眼若
抬起，天地便要震動。
「吾」修至八萬五千零二年時，心想只有地母我一人
也沒有用。所以就煉製無極圖(即虛空)，經過一年虛空煉成，於是有了氣候…
心想如果有人為伴，豈不是更好？因此有一天，乃將無極圖(虛空)棄之於
地，落地時有十指，其小指有一點血珠滴在白玉石上，年久月深，凝結精
華，經過一萬二千年後，變成一個十一、二歲孩童，取名「慈心」就是王
母娘娘也。有一天女兒王母娘娘說：
「天下間需要有人類傳宗接代，乃以仙
桃樹之金果二粒變成人形。」金果者，何人耶？一是盤古，一是女媧(盤古
與女媧也就是耶穌創世紀篇中的亞當與夏娃)。盤古身著樹葉，赤腳，無腦
漿，後來轉世為五谷先帝(即是神農氏)，集天下靈藥由此起也。女媧(後轉
世為九天玄女娘娘，祂另創立佛教，稱為十八手菩薩)，此二人亦非人所生，
乃樹生也。此時一家共有四人。但女媧聰明如珠，在五谷岩山下，煉成三
聖─玉麒麟童子(後轉世為太上老君)、金爐童子(後轉世為八卦祖師)、白鶴
童子(後轉世為鴻鈞老祖，祂另創白羊教，亦奉地母娘娘為教主。此三兄弟
是共爐煉成……

這個「神群系統」已經超出了《地母經》對於「地母至尊」的解釋，雖然未
能成為主、配祀「地母至尊」宮廟的普遍概念，卻也反應了台灣民間信仰多元融
合的包容性。於此，不僅關係上古「文明起源」神話的伏羲、神農，甚至關係上
古「創世」與「造人」神話的盤古、女媧，也都在這個系統中，成為地母化生王
母娘娘之後，再由王母娘娘所化成。換句話說，關係上古「創世」與「造人」神
話的盤古、女媧，尚且都是這「無極虛空」化的「地母至尊」間接生成，則一切
可以具體指稱的神佛，也都應該歸於無極的「地母至尊」之下(後)，於是，這樣的
信仰觀念，就可以解釋前文所言，
「地母」作為「天公」對應神之說(民間普遍將
「天公」具體指為「玉皇大帝」)，或將「地母」視為「女媧」，都因「具體」指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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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性太高，與《地母經》生成「六賢君」
，乃至於類似此篇以地母為本源之「神群
系統」不合(既然說是「發於其下」
，又何以能等同視之)，固不為主祀「地母至尊」
宮廟所接受。

四、
「地母至尊」作為慈母象徵的觀念與意義
母親溫柔輔育、照護幼子的形象，是許多人生命發展歷程中永遠的眷戀，更
是面對各種困難，甚至受到侵侮，內心無助時的傾訴對象。這種「戀母」
、
「依母」
的心理想望，更是女神信仰能落實、普及於民間的重要因素。所以，男性神崇拜
的神祇雖多，但往往有來自於社會制度的權力思維；女性神崇拜的神祇較少 34，然
其基本形象、神話、靈驗傳說，卻與通常人們與生俱來需求依靠的心理相應，容
易產生跨區域與群體的影響力，例如觀音、媽祖、王母娘娘(瑤池金母)，乃至於類
「無生老母」的女神信仰皆是 35。換句話說，女性神與象徵「慈母」的大眾化企求
結合，將是女性神得以廣傳於不同區域、族群，甚至在民間演為「萬能神」之後
的普及力量，超越男性神在特定社會(政治)制度下的局限性。因此，
「地母至尊」
雖已被尊為無極、萬有之源，但主祀「地母至尊」宮廟的建立因緣，卻常常是來
自女性神在民間作為「慈母」形象的基本特性，呼應著民間最急迫需要的現實企
求，而後延續、擴大宮廟信仰規模的要素，也多藉由托夢、入定神諭、扶鸞起乩

34

李豐楙〈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台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
，
《東方宗教研究》
第四期，1994 年，頁 184，依台灣地區寺廟主祀神明作「興盛程度」的統計，前二十名
只有第二名的觀音，第三名的媽祖與第十八名的王母娘娘(瑤池金母)是女性神。

35

參看Vivian-Lee Nyitray(南微莉) “Question of Gender in Tianhou/Mazu Scholarship”(天后媽
祖的性別議題探討)，收於張珣、葉春榮主編《臺灣本土宗教研究—結構與變異》(臺北：
南天書局，2006)，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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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表現靈驗，並協助大眾關於解除病苦、消解災厄、祈求家庭和諧、生男育
女、金榜題名等世俗企求。此外，適應台灣的民間信仰環境，也常有代人「問事」
的服務 36，甚至有「提米水」儀式，讓不好養育的小孩藉此儀式，提回地母宮廟的
米水回家食用，成為地母的「契子」37。還有配祀地母的宮廟，如嘉義縣勝化堂(主
祀觀音佛祖)白女士於筆者實訪時表示，關於「卡到陰」的事情，向地母祈問、化
解特別有效。
而在本文實訪的樣本宮廟中，如雲林縣建德寺、宜蘭市慈民宮的建廟因緣，
都與「慈母」形象的夢境有關，前者為光緒 34 年(1908 年)因戰事頻繁，民不聊生，
平日奉祀地母的福建漳洲花甲老翁陳春，忽於農曆十月十八日夜，夢見一慈祥老
婦人，手執佛塵天掌八卦，身座地球上，諭云：
「弟子不需多慮，一切災難，吾母
為汝化解。」後又霹靂一聲，不見形影，事隔不久再托夢指示曰：
「台灣有吉地，
弟子可速前往。」陳春依地母所示，謹佩香火來到台灣建廟；後者為日治昭和 7
年(1932 年) 受婆婆苛薄待遇的「菜姑」李阿錦，決意淨身修煉又不得丈夫諒解，
痛苦之日地母託夢安慰，因而決心奉祀地母，原奉「地母至尊」於家，後寄奉於
慈雲寺佛祖廟，終於從日本人廢棄於宜蘭河畔建的三坪大守衛室建廟，進而覓得
今日建宮之址 38。此二例皆是地母以「慈母」形象，解人生遭遇之困厄，信眾感念
建廟。而慈民宮柯先生則表示自己與地母之緣：

我少年時，有一次生病很久都不會好，沒辦法起床，後被送來地母廟，虔
誠敬念地母，病竟然就好了……(柯先生 2007.8.30 宜蘭慈民宮)

36

參看附表。

37

參看游謙、施芳瓏《宜蘭縣民間信仰》(宜蘭：宜蘭縣政府，2003)，頁 461。

38

參看游謙、施芳瓏《宜蘭縣民間信仰》
，頁 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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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目前台灣最具規模的主祀「地母至尊」宮廟，南投縣埔里鎮寶湖宮天
地堂地母廟，其建立的因緣則為地方人士梁傳興始奉，後地震梁家無恙，感念地
母而遷於現址擴建，不僅獲得地方士紳支持，近年與科技產業界(特別是宏碁集團)
的特殊因緣 39，更增益其香火。可見「地母」信仰已在新時代，有了不同的信仰意
義，方能獲得新時代民眾，甚至是科技新貴所接受。而筆者觀察這個信仰觀念發
展的「新趨向」
，發現有二條「路徑」值得注意：一者增益其傳播道德教化，改善
社會風俗的「入世」意涵，另一者則著重往內心修養方面(靈修)發展。如此一來，
「地母至尊」的形象從安慰萬民的「慈母」
，發展為導引「子」民行為、急嘆「子」
民不行正道的「慈母」
，甚至更進一步成為「導師」
。1995 年在台中市武廟明正堂
扶鸞所得的《地母普化真經》40，雖然尚未為主祀「地母至尊」宮廟普遍採用，然
此經的出現，可以說就是「增益道德教化」趨勢的象徵，其經文前有「玉皇大天
尊玄靈高上帝」詔曰：

朕居尊而鑒卑，無時不以蒼生是念。每見群黎苦海沉淪，好惡而惡善，狠
戾剛強，驕奢淫泆，悖逆凶頑，永迷死路，實堪悲焉！朕憂心重重，黯然
神傷，幸有台疆地區「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
，神人一志，上體天心，
下分勞憂，代天宣化，不遺餘力，功績永誌凌煙。今商請地母應允締著「地
母普化真經」一部，以喚醒世人回歸正道。自乙亥年閏八月十三日起開著，

39

關於宏碁集團與埔里寶湖宮天地堂之深厚因緣，導因集團創辦人施振榮之母對於地母之
崇仰，據 2008 年 3 月 31 日考查寶湖宮時隱名受訪者表示，施振榮初創業時，據說曾遺
失數千萬的積體電路，是向地母祈求，才找回來的。

40

德國學者柯若璞(Philip Clart)即於此經扶鸞出現前後，於此堂研究相關信仰現象，並依此
研究成果，完成包括博士論文(A Case-Study of a Taiwanese Spirit-Writing Cul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6. 549 pp.)在內的相關論著，且向歐美研究
東方宗教學者介紹此經及扶鸞得經等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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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經成為止。希神人各盡厥職，共負聖命，經成之日，論功行賞，勿負朕
意41 。

而此詔之前的「欽差大臣諸葛上相」降詩，及其後所接「太上老君」降而作
序也都強調黎民百姓沉淪苦海，而於此世風日下，人心汩沒天真、倫常儘喪、道
德沉淪、社會敗亂、天道難行之時，地母以「慈懷之心」傳此經，希望挽救「頹
風」度世人回歸康莊大道(正道)。故此《地母普化真經》經文著重於勸人歸向道德
規範，並以四、五、七言詩讚體交替陳述(摘錄如下)：

虛空地母曰：陰陽初分判，乾坤始清明。天道運行健，地闢丑資生。四時
準有節，萬物得康亨。坤德母慈悲，普化眾迷盲。期願能醒悟，合性見光
榮。為人之大本，貴在心忠誠……天道循環運始終，五行氣數轉無窮。人
生有德宜敦守，世事無情慎寸衷。仁主於心慈貌相，義根於性性明通。為
人恭禮無偏節，處世平和德可風。雙親孝敬盡心力，感動蒼天福自隆。恩
愛夫妻須敬重，家庭美滿在其中。兄弟和宜如手足，同胞情義自相融。朋
友相交重義氣，誠心有信不迷蒙。五常倫理不違背，清正為人翠似松……
靜神不動可心正，激濁揚清性不移。心如明鏡不塵染，照耀清虛淨靈池。
心是法身證萬法，性無形相法相隨……地母說法，玄理深藏，普化萬靈，
道氣光芒……人心最危，世路不仁，善惡感應，惟德是親。嚴行律己，德
性堪珍，動靜有常，善無不臻。玄門初近，清氣無塵，至誠存心，定靜養
神……學道須明空色相，有形色相去心田。心生妙法靈台淨，醒己度人福
萬千。修空悟性妙真諦，返本還原自在仙。立德仁慈義為本，萬靈普化任

41

本文據無極證道院‧武廟明正堂奉旨扶鸞著作《地母普化真經》(臺中：鸞友雜誌社，1996)
引述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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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肩……天恆其靜運久長，定靜人心命可圓。純青爐火鍊真靈，任督二脈
血安平。寸心洞察培根本，鍊性養神不老泉……孝為百行首，淫是萬孽先。
世人須猛省，兩路異天淵。家家有活佛，侍奉感動天。邪正路分明，善惡
繫心田。盡孝悌可生，孝悌緊相連。悌道凜無為，克恭意心堅。他兄似我
兄，友道盡恭虔。貴賤休言論，荊花捽益鮮。忠孝雙全格，天地鬼神欽。
忠心沖日月，浩氣貫古今。在家成孝子，出仕盡忠心。名傳垂千古，青史
燦如金。信道重於人，豈可愧心深。出言不違約，處世之寶箴……廉士人
間少，誰能猛省真。清廉無利欲，天地重如神……

可見社會倫常觀念(特別是忠、孝)是地母「普化」的首要重點，而立身處世所
重的信義與廉潔不貪，也是經中強調的要項。其實，這可說是適應台灣這樣一個
現代化社會，政治民主、經濟發展，傳統價值(世間道德規範)卻逐漸消失的一種反
響42。換句話説，同樣透過扶鸞的方式表述，但接受「無生老母」
、
「真空家鄉」概
念的《地母經》強調「母」、
「子」關係，重視「母」之至尊性，以及將來要回歸
「母」之「國土」的理想，是專制王權及社會貧富貴賤地位不平之下，民眾紓解
現實與壓抑的想望窗口；
《地母普化真經》則表現了充足之餘，面對物慾橫流、焦
躁暴戾，卻漸失節度的社會，恐懼因此失去「擁有」的一種心理。而「普化真經」
末尾的四言詩讚，則以排比的方式說此經的信仰概念，並且強調世人必須依「經」
行於世，而有「寰宇和康」的盼望：

普化真經，喚醒迷靈，歸依地母，靈性光明。普化真經，虔誦奉行，仙神
感應，元亨利貞。普化真經，虔誦輸誠，消災解厄，吉祥安平。普化真經，

42

參看Lai, Whalen W. "The Earth Mother Scripture: Unmasking the Neo-Archaic." The ibid is
similar to the front explanatory note. p. 20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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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誦無停，修功立果，德業芳馨。普化真經，文意闡明，喚醒迷子，去邪
歸正。普化真經，感化群生，回歸正道，護祐元靈。普化真經，含義深微，
力行體悟，德性光輝……普化真經，靈應非常，陰陽兩利，得遂禎祥。普
化真經，萬道之光，三曹化育，恩澤明昌。普化真經，五教同匡，齊心宣
化，寰宇和康。

而從《地母普化真經》來看，重視現世道德規範，也將強調從自己的內心修
持作起，尤其面對這樣物慾橫流、焦躁暴戾的社會風俗人心，實應注意「靜神不
動可心正，激濁揚清性不移。心如明鏡不塵染，照耀清虛淨靈池」的道理。不過，
在專誦《地母經》(通常未誦「普化真經」)的主祀「地母至尊」宮廟，亦有重視靈
修的施行之事，這除了呼應《地母經》期許信眾能「功果雙全」齊赴「蟠桃大會」
，
那種譬喻「母盼子回歸」的信仰意義，更反應了奉祀宮廟常與明清以來盛行的民
間教派有所關聯(如齋教、一貫道等)的現象，由於尊崇地母者不同的出身背景，許
多民間教派的信仰觀念、儀式，甚至是「修持」方法融入「地母」信仰之中(如前
文所言，
「地母」轉而為「類無生老母」至上神的現象即是)。而本文前言所述筆
者注意奉祀地母宮廟的因緣，乃是進行佛教史之考察工作，當時不免懷疑宜蘭市
慈民宮何以在 1950 年代，曾與佛教界發生密切關係？而藉本文之實際訪查機會，
得問此因緣於負責人柯先生：

……建廟的錦姑原來崇奉「龍華派」齋教，有淨身修行之志，所以跟北門
口齋堂啟昌堂 43 、西門佛祖廟慈雲寺，還有九股山吉祥寺、大溪(按：位頭
城鎮)石觀音寺都有密切往來，吉祥寺住持意妙法師擔任縣佛教會常務理事

43

即為後來的雷音寺，現為佛光山蘭陽別院，參看林仁昱〈蘭陽地區佛教發展史初探〉
，
《宜
蘭文獻》第 23 期，1996 年 9 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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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曾經勸她加入佛教會，想轉此廟為佛寺，但當時詳細情形，因為
人事已非，無得確切查考……但是，幾年前慈民宮重建時，曾與意妙法師
聯絡，問其建議，意妙法師以年歲高，且說：「宗教不同，不方便」婉拒，
如今慈民宮已久未與佛教界往來。(柯先生 2007.8.30 宜蘭慈民宮)

筆者推測這短暫入於佛教會的現象，與建廟者的特殊身分有關，可以解釋為
自日治以來，齋教漸為為「正統佛教」吸收的現象，乃至於戰後齋教須加入佛教
會的結果 44。而主祀「地母至尊」的宮廟，於主客觀條件來論，雖然終究難如齋堂
融於佛門，卻可見其藉著齋教，甚至佛教信仰概念，行「靈修」之道的可能性。
而經實際訪查可知，許多宮廟多藉著打坐等方法進行靈修，而地母至尊與《地母
經》為其指引靈修的依據，如：

我獲得地母、驪山老母的指示，通常攏是在打坐時。(林女士 2008.3.6 嘉義
中埔地母修源宮)
我與慈母宮(原名八卦地母廟)結緣，就是來自於建立本宮的林老師有教打
坐、引導靈修。(唐女士 2008.3.6 嘉義無極慈母宮)

於是，「地母至尊」不僅可為「慈母」安慰信眾，呼引信眾歸正道，也可能
成為「導師」引領信眾。而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地母至尊」形象由此產生的
擴大化、入世化、引導修行化等現象，促進奉祀「地母至尊」宮廟的包容性，特
別是對於民間類似「慈母」形象女神的包容。因此，筆者問卷與實際考察發現，
奉祀「地母至尊」宮廟常兼融「五母」的信仰觀念，而崇拜「五母」的宮廟，主
祀神明雖然有別，如台北縣深坑鄉無極慈母宮主祀驪山老母、臺中縣太平市開天

44

參見王見川《臺灣的齋教與鸞堂》(臺北：南天書局，1996)，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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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主祀無極老母、嘉義縣中埔鄉地母修源宮主祀地母至尊、高雄縣美濃鎮玉龍宮
主祀王母娘娘，而各宮廟對於「五母」的說法，雖然各自不同，
「地母」卻都是其
中不可被取代的「成員」
：

台北縣深坑鄉無極慈母宮 無極驪山老母、無極瑤池金母、準提佛母、虛空地母至
尊、無極九天聖母
台中縣太平市開天宮

東王無極聖母、南王地母至尊、中王無極老母、西王瑤
池金母、北王無生老母

嘉義縣中埔鄉地母修源宮
地母至尊、驪山老母、瑤池金母、王母娘娘、天上聖母
高雄縣美濃鎮玉龍宮
王母娘娘、地母娘娘、準堤佛母、九天母娘、天上聖母

而整理本文考察樣本中主祀「地母至尊」的宮廟，其配祀的神明多有五母，
或其中的驪山老母、瑤池金母(王母娘娘)或九天母娘(玄女)，偶有觀音佛祖、天上
聖母；而配祀「地母至尊」宮廟，又以主祀瑤池金母(王母娘娘)者為多(6/13)，而
且瑤池金母(王母娘娘)也是「五母」不可缺少的成員。可見「五母」之中，似乎又
以「瑤池金母」(王母娘娘)與「地母至尊」的關係最為明顯重要。其實「瑤池金母」
(王母娘娘)就是「西王母」
，戰後在台灣形成一股新興的宗教信仰力量 45 ，目前有
慈惠堂和勝安宮兩大系統，而此二系統均發跡於花蓮縣吉安鄉，據說 1949 年 6 月

45

鄭志明〈台灣瑤池金母信仰研究〉
，
《西王母信仰》(版本同註 31)頁 437，言 1931 年台灣
總督府文教局社寺臺帳，列有全台 3580 座廟堂，竟無有瑤池金母廟，此外，鈴木清一郎
《台灣舊慣婚葬祭と年中行事》
、片岡巖《臺灣風俗誌》
、增田福太郎《臺灣の宗教》等
書……並無瑤池金母相關記錄。筆者查閱 1939 年曾景來《台灣宗教と迷信陋習》(版本
同註 1)所附「台灣寺廟總覽」3774 座寺廟亦未見瑤池金母(王母娘娘)廟。

 35 

36 第二十三期興大中文學報 增刊
文學與神話特刊

13 日凌晨，瑤池金母神靈突然蒞止於此鄉，初以鸞方整救因霍亂垂危之人，繼而
靈感一再出現，終使信徒迅速擴增，後分兩派即為今日兩大系統，勝安宮稱祀「王
母娘娘」、慈惠堂稱祀「瑤池金母」。於筆者問卷訪查階段，勝安宮主廟及其分爐
的花蓮縣崙敦古鳳宮，慈惠堂派下的彰化縣吾龍宮慈惠堂、台北縣無極慈恩宮等
宮廟即填寫回覆，稱述該宮廟配祀「地母娘娘」，且均選擇地母為「大地萬物之
母(源)」選項，其中勝安宮主廟的慶典，除了農曆七月十八日王母娘娘聖誕，另有
十月十八日王母娘娘安座紀念，恰巧為地母聖誕日。而在慈惠堂所誦讀的經典，
就可見《瑤池金母普渡收圓解脫真經》與《無上虛空地母玄化養生保命真經》同
刊一冊的情形。而魏光霞〈台灣西王母信仰的類型研究〉曾對台灣的西王母信仰
作過分類，其中有「無生老母」型，魏文則指此類西王母信仰，實質與明清以來
的「無生老母」信仰無異，兼具創世色彩和人類始祖母的至上神身分，只是透過
「無極虛空天母至尊瑤池老母」
、
「無極虛空天上王母娘娘」等名號或形象作為方
便法 46。此外，魏文又在西王母的信仰類型中，另分「準地母型」
、
「地母下轄型」
，
顯示西王母信仰向無上、無極，乃至於「無生老母」方向發展過程中，與「地母
至尊」的對照或聯繫是可能的關鍵。所以，如魏文指出台北縣泰山寶凰宮雖主祀
王母娘娘，卻有陳英略為該宮作《王母娘娘正傳》
，而直稱其主神是為「地母娘娘」
，
讓「王母娘娘」具有「地母娘娘」的神格與稱呼，進而為「無極聖母」的思維聯
繫，就是很好的例子。至於，魏文引《玄化養生保命真經淺釋》所解釋的地母與
天父，指出「地母下轄型」的地母與瑤池金母的關係，其實是「女媧娘娘」下轄
「金母」
：

……地母娘娘代表的就是由於內聚力的關係，凝成的各星宿本體，地球也
是其中之一。盤古氏天父所代表的是屬於清虛漂浮，相互牽引的另一股力

46

鄭志明〈台灣瑤池金母信仰研究〉
，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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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47 。

然引文其實未明言為「女媧」
，可見魏文是從與盤古對應的立場推想而來，不
見得是該「淺釋」所揭之義，況且在無上、無極乃至「無生老母」的信仰思維中，
「女媧」之名通常少有至尊、無極之意(正如前文所言，僅有主祀女媧的宮廟肯定
此意)，就像「玉皇大帝」雖為管理神界的至上神，但面對無上、無極之源的追探
時，落實於此「名」似乎就無法滿足，進而轉發設想，其上應該還有相當於皇太
后地位的「無極至尊」。所以，若將地母具體化為「女媧」
，似乎就將地母從作為
「萬物之母(源)」的無上、無極神格上拉了下來，因此，透過地母即女媧來解釋「地
母下轄型」的瑤池金母，是值得商榷的。只是的確有將金母列於地母下轄者的情
形，而此觀念普及於主祀「地母至尊」的宮廟，而主祀「瑤池金母」的宮廟，卻
未聞有提出金母下轄地母的說法，而解釋這個現象的因由，應該是作為生、養大
地萬物之「母」的地母，比起原為一方之母的金母，在擴大為無生、無極的想思
上，要容易許多。只是主祀「瑤池金母」的宮廟，在不去強調這一層關係的情況
下，配祀「地母至尊」以增強宮廟吸引大眾的容納性或多面性，也不覺為奇了！
除了「瑤池金母」之外，驪山老母、九天聖母(母娘、玄女)，也經常被賦予無
上、無極、無生之意，且在「五母」甚至「多母」並祀的情況下，以驪山老母為
主祀的宮廟，也經常同祀地母至尊與瑤池金母(如台北縣深坑鄉無極慈母宮)，主祀
地母至尊的宮廟，也常同祀驪山老母、九天聖母、準提佛母。換句話說，只要確
認主祀神(可能是地母至尊、或驪山老母、九天聖母)的尊崇性，且不落於何為「絕
對」無生、無極的比較關係，那麼兼容並祀的情形，也就相當普遍了。如嘉義縣
中埔鄉地母修源宮雖主祀「地母至尊」，但是筆者於實際訪談時，
「領旨」創立宮
廟的林女士，談起該宮廟與驪山老母之因緣(如老母與其孫女之因緣，還有九二一

47

鄭志明〈台灣瑤池金母信仰研究〉
，頁 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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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前，老母預告前往台中縣梨山公路將斷等事)，亦能列舉多端、侃侃而談。至
於，地母至尊配祀於男性主神宮廟的狀況較少，在本文所訪查的樣本中，僅有主
祀三皇聖帝(神農、伏羲、軒轅)的嘉義市大天宮，主祀盤古老祖的花蓮縣鳳林鎮無
極天地宮盤古廟。
此外，前文言無上、無極、無生等概念，可能被附加於地母至尊、瑤池金母、
驪山老母的身上，但彼此卻經常同祀於一個宮廟當中，而不影響該宮廟原主祀神
無上、無極、無生的地位，這除了是不強調彼此「絕對性」的結果，其實還有一
個重要因素，也就是彼此間共同具有的「慈母形象」
。施芳瓏〈十種女神一種極致
的臉----宜蘭縣女神信仰分析〉在呈現宜蘭縣女神廟的考查結果後，曾提出如下的
說法：

……宜蘭縣的女神雖然有十種之多，但是共同存在著一個基本範型，即生
生不息與包容的母親形象，反而有諸多個體混同、合而為一的現象，換句
話說，也就是這樣一個「生育」的事題與母愛的情操，即所在漢人社會迫
切需求的特質與渴求的願望，使得十種女神朝著一種形態演變發展，而有
混通、同化於一的趨向。簡單的說，宜蘭縣的十種女神可以濃縮為一種臉，
即母性的臉。另一方面，由此基型的「臉」出發，再延伸發展，擴及到不
同的宗教或社會範疇，終而以「兼跨一種以上不同的宗教或社會範疇」的
樣態出現，令人眩然有女神蓬勃發展和多元面貌的印象……48

於是，由此可明瞭主祀神雖只有一尊，卻可容納許多神格相近的女神，即使
信眾對此宮廟的歸依在於主祀神，卻同樣敬重配祀的女神，這其實可以類比傳統

48

參看施芳瓏〈十種女神一種極致的臉----宜蘭縣女神信仰分析〉
，
《宜蘭文獻》第 26 期，
1997 年 3 月，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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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的生活文化，主祀神就如母親，配祀神就如家庭中的祖母、伯母、嬸、姑、
姐、嫂，於是這「群聚」的女神，成為信仰圈內民眾居住生養的依靠。

五、結語
雖然「地母至尊」作為后土或與天公對應神的信仰觀念，來自於對大地尊崇、
敬畏的自然神話思維，應該就是信仰地母的原本意義，而成為學界從文獻論述地
母信仰發展所主要依據(如丁山、呂宗力、馬書田、蕭登福等)，或首要注意(如 Lai,
Whalen W.)的論點。然透過台灣奉祀「地母至尊」宮廟的實際考察，卻發現因民間
對「天公」一詞的指涉性明顯(即「玉皇大帝」)；
「后土」的意義又牽涉不同的權
力範圍亦生混淆，故少有宮廟依此觀念作表述(或述而不強調)。而「地母至尊」作
為大地萬物之母(源)的信仰觀念，是為普遍接受的「共識」
，這應是追源、崇源思
維的具體表現，合於與創世、造人神話的思維想望，以及大地生養萬物之明顯特
質，然因《地母經》有「媧皇制人倫，從此地母神」一語，引人將「地母」牽繫
於「女媧」(如仇德哉、宜蘭補天宮陳先生)，此觀念卻非為主祀「地母至尊」宮廟
所接受，又以《地母經》(含真經與妙經)可見地母不僅化生萬物，亦能主導萬事，
乃至多有宮廟負責人強調地母是「宇宙之源」等因素，推想台灣「地母至尊」信
仰，乃融攝了明代以來「無生老母」的信仰概念，
「地母至尊」就成為許多被賦予
無極、無生、無上概念的女神之一，且因這個概念的普及，使台灣「地母至尊」
信仰在戰後得以迅速發展。此外，對母親依戀的心理反應，推為崇母、戀母的神
話思維，落實於民間信仰觀念，就是從「慈母形象」的女神得到安適的依靠，而
此亦為民間信仰「地母至尊」的重要因素之一，故「地母至尊」雖有至上、主宰
性並非絕對權威，由《地母經》
「苦口婆心」的勸說，更見其特質，而透過「增益
道德教化」與「引導心靈修練」等信仰發展趨向，使地母在當前台灣的社會環境
中，擴大了信仰的「形象」(由慈母而為導師)，照臨於此多元化社會豐富多樣的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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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遭遇與人生經歷，也表現了神話思維與民間信仰觀念，在特定時空環境中融變
與發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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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主祀地母至尊宮廟訪查資料
主祀

配祀

信仰地母的概念

常見靈驗祈求重點

宮廟 主祀典日

其他祀典日

主要祀典活動

建築樣式

名稱 建立時間

建廟者身分

建立緣由

地理環境

地藏王菩

地母是大地萬物之

訪問資料

地母至尊

薩、福德正神 母，亦有人說是后 顯聖、治病、調和家

宜蘭

及夫人、陳靖 土

市慈

姑

民宮 10/18
日治 1932

家庭主婦

事

誦經

傳統廟宇式

託夢顯聖後崇拜

河邊

柯先生 實訪：2007.7.30 2008.2.10
嘉義 地母至尊

觀音、媽祖、 后土、大地萬物之 事業順利

縣梅

關聖帝君、濟 母

山鄉

公

地母 10/18
廟

戰後

法師誦經
仕紳

傳統廟宇

1.地母至尊顯聖指 山腰可俯瞰平野
示 2.自中國山西萬
榮縣榮和鎮迎請

羅先生 63 歲 問卷 2008.1.2 實訪 2008.3.2
雲林

大地萬物之母

縣古 地母至尊

(源)、與天公相對應 任何事皆可

坑鄉

的神明、慈母的代

建德

表、和藹溫柔的守

寺

護神

10/18

神明出巡遶境、戲 多殿式傳統廟宇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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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演出、陣頭表
演、法師誦經、普
渡
日治

群眾

自大陸迎請

山腰可俯瞰平野

隱名氏 問卷 2007.12.5 實訪 2008.3.2
彰化 地母至尊

驪山老母、九 大地萬物之母(源)

縣鹿

天玄女

任何事皆可請示地母

港鎮 10/17-18

神明出巡遶境、陣 透天住宅

無極

頭表演、普渡、南

天地

北管樂團表演

堂

戰後 1963

男性

仙人指示

聚落房舍間

黃春梨女士 64 歲 問卷 2008.1.9
桃園 地母至尊

大地萬物之母(源)

縣大

病癒、生男、事業順
利、顯聖神蹟

溪鎮

佛教法師誦經、普

乾坤 10/18

渡

鐵皮屋

顯聖神蹟指示

山腰可俯瞰平野

寺地 戰後 1990
母廟 隱名氏

主婦
問卷 2007.12.6

台北 地母至尊

王母、天上聖 大地萬物之母

縣中

母、元始天

和市

尊、五聖、開

鳳天

台聖王

宮

(源)

10/18

7/18

法師誦經

公寓

未詳

主婦

未詳

聚落房舍間

隱名氏(管理會主委) 63 歲 問卷 2007.12.7
屏東
地母至尊

王母娘娘、 大地萬物之母(源) 病癒、家庭和諧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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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天上帝、
福德正神

縣長
治鄉 10/18

道士誦經、布袋戲 透天住宅

南部

自新店妙明宮分

無極 戰後

男性

爐

農村聚落

妙明 妙龍子 61 歲 問卷 2007.12.6
宮
后土、大地萬物之
地母至尊

中壇元帥、 母

病癒、家庭和諧、扶鸞起

濟公、無極

乩、顯聖神蹟

屏東

小王爺

市無

5/5 吾及小

上乾 10/18

王爺

坤鸞
堂

誦經、普渡

透天住宅

無意間得地母畫
像

戰後

聚落房舍間

李先生 50 歲 問卷 2007.12.8
玉皇大帝、 對應於天公、后
地母至尊

觀世音菩

土、大地萬物之 病癒、事業順利、家庭和

台北

薩、濟公禪 母、慈母的代表、諧

縣三

師

和藹溫柔的守護
神

重市
月凰 10/18

4/21 宮慶

宮

道士誦經

公寓

自蘆洲護天宮分
戰後 1981

乩童

爐

聚落房舍間

隱名氏 男 30 歲 問卷 2007.12.6
台北
地母至尊

中壇元帥、 大地萬物之母、慈 佛道宣化、共命修持、參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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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佑帝君、 母的代表、和藹溫 悟天命、普渡收圓，期共
太上老君、 柔的守護神

赴龍華、選賢拔聖、隨緣

玉皇大帝、

救世

聖母、驪山
老母、孔子

10/18

3/3 6/6 9/9

拜斗(本道場有自

1/15

己的誦經團體)、 公寓
普渡

未詳

社會人士

託夢顯聖指示，建 聚落房舍間

市真

廟者發願團體共

明道

修共同護持

場

李玲玲女士 問卷 2007.12.15
觀音佛祖、
地母至尊

九天玄女、 宇宙之母、萬物本

嘉義

驪山老母、 源、指引靈性修持 消災解厄、注重打坐靈 原

市無

濟公、五營 的歸依處

修、地母於靜定中指引解 八卦

極慈

將、虎爺

決困境的人生正確路

母宮

6/26 建宮紀

宮

10/18

念

誦經

戰後(約

女性

地母至尊指引建 河邊

1990 年)

地母

鐵皮屋

廟，更名乃因宮廟
格已進一步

唐女士 實訪 2008.3.6
嘉義

驪山老母、

縣中 地母至尊

王母娘娘、 后土娘娘(但絕非 消災解厄、重視誦經修

埔鄉

天上聖母等 護土)、大地萬物 持、至尊常於夢中、定中

地母

「五母」

之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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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源 10/18
宮

戰後(約

7/10 普渡

請道教法師誦經 鐵皮屋

女性

打坐時地母指

1980 年)

示，自古坑建德寺
迎請令旗而建

聚落房舍間

林玥娥女士 實訪 2008.3.6
南投 地母至尊

大地萬物之母

縣埔 10/18
里鎮 日治 1914

消災解厄
多殿式傳統廟宇

仕紳

梁傳興始奉 1917 可俯瞰平地的山腰

寶湖

年地震梁家無

宮天

恙，後遷於現址地

地堂

方士紳支持擴建

地母 隱名氏 實訪 2008.3.31
廟
無極皇母、
台北 地母至尊

西王瑤池金

縣坪

母、盤古大

林鄉

天尊、玄天

天地

大帝…

靈元 10/18
宮

傳統廟宇
夫妻

山區

隱名氏 2008.2.26

表二：配祀地母至尊宮廟訪查資料
宮廟 主祀

配祀

信仰地母的概念 常見靈驗祈求重點

名稱 主祀典日

其他祀典日 主要祀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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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時間

建廟者身分 建立緣由

地理環境

訪問資料
地母、女
台北 瑤池金母
縣泰

媧、九天玄 大地萬物之源

顯聖(每週三問事訓靈乩

女、驪山老

等、每周六俗事改運制煞

山鄉

母、觀音、

等)

法寶

池王爺

山無 7/18
極慈

10/18 5/9

恩宮

戰後

進香 布袋戲 神 公寓

6/19 2/15 等 將 車鼓等
家庭主婦

顯聖指示

聚落房舍間

妙靜師父 55 歲 問卷 2008.1.24

王母娘娘

地母娘娘

大地萬物之母、后

(尊)

土、女媧本宮均尊 通靈辦事化吉

花蓮

敬

縣玉 7/18

10/18

法師或道士誦

里鎮

經，其他活動視收

崙敦

支狀況而定

古鳳

自花蓮勝安宮分

宮

戰後(乙巳

社會信徒

爐

傳統廟宇

聚落房舍間

年正月十
二)
吳潮明先生 72 歲 問卷 2007.12.15
彰化 瑤池金母

地母

大地萬物之母

扶鸞起乩，法師誦經，乩

縣芳

童已經過世，目前停辦法

苑鄉

事

吾龍
戰後 1986

群眾

自寶湖宮分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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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慈
惠堂 7/18

佛教法師誦經

農村

洪先生 70 歲 問卷 2007.12.21
天上王母娘 地母娘娘

大地萬物之母(源) 扶鸞起乩、事業順利

娘
花蓮

6/13 下降紀

縣吉 7/18

念 10/18 安 神明出巡遶境、歌 多殿式傳統廟宇

安鄉

座紀念地母 仔戲演出、道士誦

勝安

娘娘誕辰

宮

經、普渡
王母娘娘自降顯

戰後 1949

仕紳

靈

聚落房舍間

陳敏志先生 52 歲 2007.12.10
三皇聖帝

地母等

大地萬物之母(源)

嘉義 (神農、伏

扶鸞起乩、事業順利

市大 羲、軒轅)
天宮 清領

主婦、仕

建廟者發願

傳統廟宇

紳、農
禮斗法會、戲曲演
4/26

4/23-4/28

出、陣頭表演、誦 聚落房舍間
經

隱名氏 57 歲 問卷 2007.12.10
花蓮

無上虛空地

縣鳳 盤古老祖

母至尊、萬 宇宙天地之氣是

林鎮

星主中天紫 地母至尊源

病癒、金榜題名、事業順

無極

微大帝

利、家庭和諧，扶鸞起乩

天地
戰後(乙亥

顯聖指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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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盤 年正月初
古廟 一)
正月祈安禮 4/18 10/18 道士誦經、國樂團 聚落房舍間
斗

表演

林文乾先生 58 歲 問卷 2007.12.14
台中 王母娘娘玉 南海古佛、 大地萬物之母
縣沙 皇大帝

家庭和諧

凰母至尊

鹿鎮 2/19 6/19

道士誦經

透天住宅

凰慈 9/19 10/18
玉寶 未詳
殿

女性

問卜

楊阿近女士 56 歲 問卷 2007.12.14
大哉坤元、與天為
配

台北 日月天尊

地母尊菩薩 含容萬物、無不持 結合國術館有氣功穴道
載

縣板

療法

橋市 未詳

公寓 4 樓

寶妙 未詳

地母化生…天無 聚落房舍間

宮

雜氣，地無妖魔…
黃愛惠女士 2008.1.7

台中

女媧娘娘、大地萬

市東 金母娘娘

地母、太上 物之母、人間慈母 顯聖神蹟、生男育女

區無 順天聖母

老君

極天
道監 1/15 7/18
修所 10/18

代表
法師或道士誦

2/15

經、國樂演奏、布 鐵皮屋
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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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聖神蹟、托夢指
戰後(約 30 農民、仕紳 示

河邊

年前)
隱名氏 女 50 歲 問卷 2007.12.10
宜蘭 女媧娘娘

地母娘娘、 女媧化身之一

消災祈福、分身到家中消

縣壯

九天玄女

災(娘娘有文武造型)

圍鄉 5/9

戲曲表演

補天

女媧神尊由浙江

宮

多殿式傳統廟宇

清領(道光 8 村民

漂海而來為村童 海邊農村

年)

拾得迎請，因地母
為女媧化身之
一，另塑神尊

陳先生 實訪 2008.2.25
嘉義 觀音佛祖

王母娘娘、 大地守護神、

消災祈福，地母對於解除

縣中

地母娘娘、 解陰去厄

「卡到陰」的事情特別有

埔鄉

靖姑娘媽

效

勝化 2/19 6/19

10/18

堂

誦經

透天住宅

9/19
戰後(約

觀音佛祖迎自大 聚落屋舍間

1980 年)

仙寺，地母娘娘另
有迎請因緣

白太太 實訪 2008.3.6
台北

瑤池金母、 后土娘娘

縣深 驪山老母

準提佛母、 (驪山老母是女媧

坑鄉

地母至尊、 皇)

無極

九天聖母

慈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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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廟宇

宮
2001 年

原從事貿易 與老母同祀正殿 山區
之現任宮主

參考該宮廟網頁 http://tzumu.pc-net.com.tw 2008.3.9
王母娘娘、
高雄 濟公禪師

地母娘娘、 地母娘娘是后

縣美 龍宮三子二 準提佛母、 土，是社稷之神
濃鎮 王

九天母娘、

玉龍

天上聖母

宮

1/29-2/2
1998

10/18

傳統廟宇
五母懿旨、濟公師 農村
父親繪設計

參考該宮廟網頁 http://www.yolon.org 20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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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問卷樣本】
敬愛的

執事大德：

我是中興大學中文系的教師林仁昱，也是熱愛鄉土的歌謠、信仰與文化的研究
者，很冒昧寫信給您，是想請您幫忙填寫此份問卷。這份問卷純粹提供我的研究
計畫「台灣地母信仰傳說的考察與辨析」之用，不作其他用途。懇請 惠予填寫，
相信您所提供的資料，將對研究工作有莫大的幫助，且使地母至尊的德行神蹟，
更廣流傳。 敬請
道安
末學 林仁昱 敬啟 2007.08.20
一、(

)貴宮(廟)建立的年代是：①明鄭②清領③日治④戰後(1945 年迄今)⑤其他

________
二、(

)貴宮(廟)所在的位置是：①都會區②城鎮③農村④漁村⑤礦區⑥山區⑦其

他________
三、(

)貴宮(廟)所在的地理環境是：①河邊②湖邊③海邊④可俯瞰平野的山腰⑤

聚落房舍間⑥其他________
四、(

)貴宮(廟)的建築形式：①傳統廟宇式木造②傳統廟宇式鋼筋混泥土③鐵皮

屋④透天住宅式⑤公寓式⑥其他________
五、(

)貴宮(廟)信徒的所用語言以何者居多：①福佬語②客家語③國語④都不少

⑤其他________
)貴宮(廟)信徒的職業何者居多(可複選)：①農②工③商④軍公教⑤

六、(

退休人員⑥主婦⑦其他_________
七、(

)貴宮(廟)信徒的年齡以何者居多：①60 歲以上②50-60 歲③40-50 歲④30-40

歲⑤都不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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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貴宮(廟)奉 地母至尊為①主祀②配祀

◎若為主祀，則主要配祀神明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若為配祀，則主祀神明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九、(

)您或大多數信徒所認識的 地母至尊是(可複選)：①與天公相對

應的神明②女媧娘娘③后土④大地萬物之母(源)⑤人間慈母的代表⑥和藹溫柔的
守護神⑦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

)貴宮(廟)的建立緣由與下列何事有關(可複選)：①先輩自大陸迎

請地母至尊來台(何地_________)②自他廟分爐(原廟為________)③地母至尊顯聖
蹟指示④地母至尊托夢指示⑤問卜⑥建廟者發願⑦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

)啟建廟者的身分是：①女性②男性③群眾發起④其他

◎若為女性，其身分為(如：主婦、姑娘、養女…)_____________________
◎若為男性，其身分為(如：族長、仕紳、農民、道士…)_____________________
◎若為群眾，其身分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若是其他，請略述情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二、(

)貴宮(廟)常見的靈驗事蹟(可複選)：①病癒②生男③生女④金榜題名⑤

事業順利⑥家庭和諧⑦扶鸞起乩⑧顯聖神跡⑨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三、(

)貴宮(廟)每年最重要的祀典是 地母至尊誕辰 某神明誕辰(誕辰的神明

為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此最重要祀典的日期為農曆_____月______日
◎貴宮(廟)其他重要祀典有(請標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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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貴宮(廟)於重要祀典活動所舉行的活動有(可複選)： 神明出

巡遶境 戲曲演出 陣頭表演 佛教法師誦經 道士誦經 普渡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若有戲曲演出，類型(如布袋戲、歌仔戲…)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
◎若有陣頭表演，類型(如漢樂團、北管或南管樂團、神將、布馬陣、公揹婆、車
鼓陣、舞獅、八家將…)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五、(

)非常感謝您花時間填寫問卷，請問您(填表人)是貴宮(廟)的(可複

選)： 建廟者 管理委員會主委 管理委員會理監事 日常管理人(廟祝) 經常出
入的信徒 一般信徒 其他__________
◎請問您的尊姓大名_____________(若不願提供，可填隱名氏，或僅提供貴姓)
性別______年齡______
十六、若有較為詳細的建廟或靈驗傳說，懇請提供。(可另以書面資料，或書寫於
本問卷背面的方式提供。若以口述為宜者，請提供可被採訪者之尊姓大名及聯絡
方式，另安排電話訪問或田野訪談)。若貴宮(廟)有網路首頁或電子信箱，則請提
供首頁與信箱網址。
★★★非常非常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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