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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媽祖信仰是台灣重要的民間信仰，台中地區的媽祖民俗活動非常的具有特色，像是
旱溪媽祖繞境十八庄、大庄媽進香回鑾、梧棲走大轎（梧棲朝元宮、浩天宮）、新社九
庄媽過爐、大甲媽繞境，這些文化被市府登錄為民俗文化資產。
臺灣媽祖信仰盛行自清代，原本只是移民原鄉的信仰，隨著清朝的推波助瀾，故而
在臺灣漸漸形成為全島信仰風潮。由｢ 海神信仰 ｣轉化成為「母親之神」。每當人們焦
慮不安、痛苦無助時，總會尋求母親慰藉，而媽祖意象正如同慈母般，溫和、慈祥、包
容，媽祖之所以成為臺灣民間重要信仰，更關鍵因素，其實是媽祖的「慈母意象」。從
臺灣媽祖的稱謂、造型及民間傳說，都具有母親的特質、慈母的形象，信徒會將對母親
依賴感投射到媽祖信仰，而受百姓愛戴，所以媽祖的關懷，可以撫慰每一個受創、不安
的心靈。（林茂賢，2020）。

新社九庄媽的由來，是由製樟腦工人在東勢拾獲被棄置之神像，最初在工作處建茅
屋供奉，後才迎回新社家中奉祀。而九庄媽如何成為新社共同之信仰？原因是原住民出
來獵殺人頭（出草）媽祖顯靈救孩童。傳說有一次原住民出來獵殺人頭（出草），新社
村十多個小孩同在一處玩耍，幸九庄媽顯靈保佑，才使小孩幸免於難，事情傳開後，新
社鄉各村爭著供奉，經協商後決議由人口數集中的九庄個頭：新社、山頂、畚箕湖、大
南、水底寮、土城、馬力埔、擺頭店、鳥銃頭，輪流迎請供奉，每年一輪，因此稱之為
「九庄媽」。後來，水底寮因一個錯誤退出祭祀，由新社庄多輪一回。但水底寮為何會
退出祭祀？聽說：「九庄媽要進駐水底寮時，忽然下起雨，各庄頭趕緊將九庄媽請出避
雨，當時在後面的九庄媽因為比較晚請出，而被雨淋到，使信眾們非常不滿，認為是水
底寮未盡到保護媽祖的責任。」因此，水底寮排除奉祀之列。由此可見媽祖在新社已非
原本的「海神」信仰，而是因新社之地理環境，成為護祀漢族、對抗原住民族群的守護
神。由此觀之，新社九庄媽原為私人供奉轉成公眾奉祀，九庄媽也由海神轉為地方守護
神。（台灣民俗文化工作室，2021）。
本組學生發現，現今年輕人對於新社九庄媽的歷史漸漸遺忘，沒有流傳下去，想把
這傳統文化流傳下去，並讓在地年輕人更認識九庄媽的歷史，也想把這九庄媽文化推廣
出去，藉由九庄媽的歷史加上本土語言（閩南語）來設計桌遊，讓更多人認識新社在地
信仰文化。希望在做論文過程中，不僅更能瞭解九庄媽文化，同時能讓這項文化傳承下
去。
二、研究目的
1、 探討新社九庄媽歷史及文化
2、 探究各地媽祖的差異
3、 研究中學生是否能藉由桌遊認識與學習閩南語
4、 中學生透過桌遊學習閩南語、認識媽祖及媽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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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地方文化
「地方文化」是地方或社區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態樣。強調文化的地理依存性（楊敏
芝，2002）。是凸顯地方或社區帶給他人感受跟印象，來認定這地區的生活樣貌，「透
過地方居民的生活過程，形成社會集體的生活方式、行動舉止模式、集體認同與共同價
值」（曾梓峰，1998）。衍伸為我們所說的「地方文化」 ，表達出地區的獨特傳統、時
間變遷的變化與生活經驗的意象。
「因有地方文化而有了社區，構成社區中藝術活動，比外來的文化更適切，因為來
自社區而能表現社區的特殊性」（羅秀芝，2003）。這要一群人在一起才能創造出來的
文化，它是「以社區的、地方的、區域的生產與分工合作為主導。因為這些不是以量
產，而是以傳統、創意、個性和魅力來取勝。」（陳其南，1996）。
二、九庄媽介紹
「新社九庄媽」是台中新社區的跨庄頭祭祀體系，境內採輪祀，也因沒有固定的廟，
是「有神無廟」的神明文化。
九庄媽以爐主為中心的祭祀方式，是由值年庄輪到非值年庄跨庄頭的輪值方式，九
庄媽信仰以廣義的「過爐」來完成，每年繞境儀式規模大小決定組織圈的多少，因組織
圈的多寡而會有差異，這也是九庄媽平安繞境過爐慶典的特色，呈現出「亂中有序」的
原因。
選祭典組長，會選值年庄內有經驗或熟悉祭儀的人擔任祭典組長，配合庄頭的有限
條件來規劃慶典和祭儀活動，故大小祭典儀式的祭祀會因庄頭各自運作有不同地方色
彩。
三、新社九庄媽特色
（一）有神無廟奉民宅
我們常見的媽祖是長期進駐在宮廟中，而九庄媽不同，反而不是進駐在宮廟中。九
庄媽為什麼不建宮廟呢？因為不管蓋在哪裡，庄裡都會有民眾反對，所以為了公平起見
就是各個庄頭輪流奉祀，所以九庄媽就成為進駐民宅「有神無廟」的神明。九庄媽怎麼
選地方呢？是以輪值庄頭的村民擲筊的方式來決定九庄媽要駐駕在誰家，過程一定十分
緊張！九庄媽駐駕的地方不一定是特別好的房子，庄裡每家都有可能，因此九庄媽要駐
駕在哪家，變成為村民們競相爭取的事。因為這樣，住在民宅中的九庄媽成為平易近人
的媽祖，所以在新社地區影響力很廣泛。這傳統流傳到現在，讓新社庄民們認為九庄媽
是樸實的人，喜歡「住人家厝」，這樣可以方便濟世，此外，供奉到九庄媽的庄民，家
中運勢也會較平順與平安。
（二）輪流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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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庄媽的信仰中心，是無固定廟宇，神明會由爐主輪祀方式，每一年都供奉於不同
的爐主家中，而其所需的祭祀和活動的費用，都由輪值庄頭負擔，形成一個無固定廟宇
的九庄媽祭祀圈，此為九庄媽非常特殊的聯庄祭祀。（台灣民俗文化工作室，2021）。
因為九庄媽是以輪祀的方式，所以每年換爐主時，都要恭迎九庄媽移駕到別個庄
頭。第二年要輪值庄頭的居民會以擲筊的方式，藉由神筊展現出神意，擲最多聖筊的人
出來當爐主，擲出次年的新爐主人選與爐主府的位置。在庄里當爐主是非常光榮的事，
「一則顯示『九庄媽』本尊在此坐鎮，二則顯示爐主家的榮寵地位。」 （古蒙仁，
2014）。所以從古至今，爐主家成為每年大家信仰的中心。
（三）春節遊庄

台灣的媽祖繞境，每年大概在元宵節到農曆 3 月 23 號之間舉行，大多集中在媽祖
生前夕。然而，新社九庄媽遊庄繞境活動舉辦時間與方式和其他地區不一樣，九庄媽過
爐訂在過年期間，因農曆二、三月農民無多餘時間來舉行遊庄儀式。俗諺說「三月瘋媽
祖」，可是新社卻在正月瘋媽祖，這正是新社九庄媽最具特色的一點。（台灣民俗文化
工作室，2021）。
所以，新社九庄媽的繞境活動，選定在每一年農曆初三到初七，選擇一天舉行慶
典。九庄媽活動在新社是非常盛大，在外地工作或求學的新社人，回到家鄉過年，通常
都會一起參與盛大的繞境活動，向九庄媽虔誠參拜，「手中柱柱清香，嘴邊喃喃祝禱，
無不滿心感念九庄媽一年的庇祐也期許來年的平安」（江明慧，2014）。祈求未來一年
平安順利。
四、媽祖的比較
表一：媽祖的比較
類別
項目
廟宇
神像差別
神轎不同

陣仗差別

路線不一樣
起點
目的地

九庄媽

大甲媽

沒
黑

白沙屯媽

有
有
粉
金
*媽祖的臉有分黑色、紅色、金色、白色、粉色
8 人扛神轎
8 人扛神轎
4 人扛神轎
又稱「粉色超跑」
九庄媽出巡，有完 大甲媽祖出巡，
白沙屯媽祖出巡，因為不知道
整儀隊，最前頭是 有完整儀隊，最
媽祖鑾轎要往哪走，所以在神
報馬仔、頭旗、陣 前頭是報馬仔、
轎前方沒有任何陣頭，陣頭都
頭等。陣容比大甲 頭旗、彌勒、神
在神轎後面
媽小
童等
以繞八個村庄為主 事先排定
不固定，全憑媽祖鑾轎指引
前爐主村莊
大甲鎮瀾宮
白沙屯拱天宮
新爐主村莊
新港奉天宮
北港朝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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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報名，通
常時以團體擔
任，擲聖筊最多
的團體去得資
格，後需捐錢給
廟宇
國曆 4 月 9 日~4
月 18 日

志願者報名，擲聖筊最多的當
選爐主，爐主須負擔年度進香
所有費用

每年農曆大年初三
國曆 4 月 11 日~4 月 19 日
至初七
表一資料來源：洪上元等（2017 年 3 月 27 日）。「內行的」媽祖豆知識 大甲媽、白沙屯媽超
級比一比。時事話題。取自 https://theme.udn.com/theme/story/6774/2366688 。
繞境時間

五、本土語言
現今，台灣本土語言有閩南語、客家語及原住民語等台灣鄉土語言，都是屬於語文
領域的課程，但是現在的小孩就算學齡前是講本土語言（閩南語），往往在上學後，因
為同儕之間的對話都使用國語，促使孩子回家後與父母的對話也轉變成國語，轉變成越
來越少接觸閩南語，也越來越不會說，「陳淑蕙在《閩南語教科書使用現況之調查研究》
一文中提到：『在教科書方面卻很少有專門主題介紹台灣諺語。』」（洪慧玲，2008）。
因此我們打算以本土語言來呈現桌遊，透過桌遊的方式來使中學生學習本土語言（閩南
語）。
參、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
本組利用關鍵字「新社九庄媽」、「地方文化」蒐集書籍及網路新社九庄媽有關的
資料，並詢問地方耆老以便更瞭解九庄媽歷史，將所蒐集的資料彙整後，加以研究分
析、解讀、整理、比較後撰寫成小論文。
二、問卷調查法
本組利用問卷，來調查新社當地或在新社就讀的中學生是否了解九庄媽文化歷史和
閩南語。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簡介
本組的桌遊是以卡牌道具來進行遊戲，每張卡牌的圖案都是有關連性的，考驗玩家
們的反應速度，同時可以訓練專注力，因為有不可控因素所以才刺激好玩，讓玩家有緊
張的氣氛，增加朋友或家人的互動。
二、桌遊故事
有天年輕人意外來到「台語國」，想去問路時，突然發現聽不懂民眾的對話，好在
民眾熱心，指引到一間宮廟尋求媽祖幫忙，還好媽祖會多種語言，能幫助他找到回家的
路，可離開前需要待幾天，媽祖在這幾天教他閩南語，讓他能用閩南語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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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玩法、過程
將卡牌平分給所有玩家，每人各分 5 張牌，將剩餘的卡牌背面朝上置於桌子中央，
翻開一張中央牌，找出自己的第一張手牌與中央牌相同的圖案並用閩南語說出，若是找
不出來玩家可以使用一次特權換下一張牌，注意！每位玩家只有一次特權可以使用，直
到玩家把所有手上的卡牌出完為止。
四、設計理念
本組對此研究製作一款桌遊，讓玩家可以運用玩遊戲的方式，認識媽祖文化歷史，
還能藉由此桌遊學習閩南語，從中達到學習的效果還能增進與同學的友誼。桌遊的使
用，不僅僅能找回人與人互動的溫度和一起玩的樂趣，在玩中學裡培養多元能力，希望
更能達到教育層次的意義。
圖一：桌遊成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拍攝）
五、問卷調查
表二：問卷調查分析
依本問卷分析，男女比例為
男性占 30.9%
女性占 69.1%
依本卷的填寫分析女性人數比
較多，差了 2 倍多。

5

-

二月「九」痟媽祖
MÁ-TSÓ O

依本問卷分析，年齡比例分布
15 歲占 9.6%
16 歲占 18.1%
17 歲占 63.8%
18 歲占 8.5%
依本卷的年齡分析，17 歲占的
比例比較多。
本問卷分析，居住地區比例分
布:
新社區占 57.4%
豐原區占 8.5%
台中區占 16%
太平區占 8.5%
東勢區占 4.3%
大雅區占 2.1%
神岡區占 3.2%
依本卷分析，因學校位於新社
區，所以來自新社區佔的比例
超過一半。
本問卷分析，知不知道九庄
媽？比例分析
知道占 78.7%
不知道占 21.3%
填問卷的中學生知道九庄媽的
比例比不知道的比例多 3.7
倍，可以知道蠻多人知道九庄
媽。
本問卷分析，閩南語程度比例
分析
會聽會說 56.4%
會聽不會說 35.1%
不會聽不會說 8.5%
中學生裡會聽會說占的比例較
多。
本問卷分析，是否會跟同學說
閩南語比例分析
不曾占 20.2%
有時候 69.1%
經常 10.1%
可以知道中學生同儕之間不太
常用閩南語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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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分析，是否會跟家人說
閩南語比例分析
有 90.4%
沒有 9.6%
中學生有跟家人說閩南語的比
例有 90.4%，表示絕大多數的
中學生跟家人說話會用閩南
語。
本問卷分析，學校是否有閩南
語教學？比例分析
是 13.8%
否 86.2%
在這沒有的比例過半且遠大過
於有，可以知道現今中學生的
課程沒有閩南語的教學。
本問卷分析，是否閩南語困
難？比例分析
困難 27.7%
不困難 72.3%
所以大多的中學生認為閩南語
是不困難的語言。
本問卷分析，玩桌遊前所知道
的本土語言？比例分析
閩南語占 93.6%
客語占 67%
原住民語占 50%
中學生知道閩南語的比例最
高，其次是客語，原住民語比
較少人認識。
本問卷分析，是否覺得本組桌
遊好玩？比例分析
非常不好玩占 2.1%
不好玩占 3.1%
普通占 44.3%
好玩占 37.1%
非常好玩占 13.4%
有一半以上的中學生覺得本組
桌遊是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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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卷分析，桌遊玩起來會不
會複雜？比例分析
不會占 85.6%
會占 14.4%
一半以上的中學生認為我們的
桌遊玩起來不會複雜，淺顯易
懂。
本問卷分析，經過桌遊對媽祖
文化有沒有近一步認識比例分
析
有占 77.3%
沒有占 22.7%
一半以上的中學生經過我們的
桌遊可以認識到媽祖文化。
本問卷分析，經過桌遊是否有
增進閩南語認知比例分析
是占 84.5%
否占 15.5%
認為經過桌遊有增進閩南語的
認知的比例高達 85%

表二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彙整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組成員探討九庄媽的歷史文化和各地媽祖的差異，了解到媽祖不只是宗教信仰，更
是我們面對生活危難時不可或缺的心靈支柱。
透過這次小論文的研究，我們明白九庄媽和新社地區的發展緊緊相連，每年不同的庄
頭輪值，庄民們全心投入，為自己敬愛的媽祖舉辦繞境活動，九庄媽每年一度的繞境活
動，除了表達對媽祖的敬重之心，也能透過繞境儀式的進行聯絡各庄之間的感情。在新
社，九庄媽已變成庄裡的象徵傳承，祂見證了新社的過去，同樣的，也會繼續矗立在新
社，守護庄民的未來。
分析桌遊和問卷的結果，顯示出閩南語在現代學子的生活中也佔有很重要的一席之
地，不會因為時代變遷而喪失對本土語言與文化的了解，在體驗本組設計的桌遊後，學生
們對本土語言和媽祖文化都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相信在未來一定會有更多的學子了解本
土語言與文化，繼續將屬於這塊美麗寶島上的文化傳承下去。
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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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校加強推動本土語言的特色課程及認證考試：
現今學校雖有本土語言的課程，但參加人數甚少，且效果不彰，希望學校能加
強將本土語言融入，讓更多學子認識本土語言。
2、 希望文化部能加強推廣山城區的特殊文化：
台灣文化眾多，但山城區的特殊文化也不該被忽視，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定期舉
辦山城區文化藝文活動，讓更多人認識到山城區的文化特色。
3、 可以用桌遊來導入相關課程：
新課綱強調的多元學習，可以讓桌遊當課程的輔助工具，能在相關課程裡加
入桌遊，為學生們的學習增添更多樂趣，可以邊玩邊學習，加深學生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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