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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宗教信仰一直是馬祖重要的文化，尤其是廟宇文化也與各島嶼不

可分割，對東莒人而言廟宇更是生活裡的重要支柱，這部分從東莒僅

有 2.64平方公里，但卻有八間廟可以窺見。東莒島內每間廟宇供奉的

神明都不一樣，在去年度的社造計畫推動廟宇文化的傳承，主要以鼓

板與黑囝為授課大綱，並於今年擺暝時加以運用，除了當地居民熱心

參與，連外來的觀光客也對於這樣的事物感到好奇，甚至親身參與，

造成不錯的迴響。然而在鼓板與黑囝的背後，更重要的在於怎麼樣的

廟宇會塑造出島嶼的生活文化，會需要了解每間廟宇的故事以及供奉

的神祇的來由，甚至是參拜的流程也是島內生活傳承的一部份，加上

島內廟宇的求籤方式以及籤詩與台灣本島是有差異的，因此對於當地

的青壯年以及外來遊客而言是另外一種深入了解在地的面向，也更能

透過對於廟宇文化在東莒的發展而較快速融入當地。 

因島上的居民事務繁雜，廟宇內無人駐守與說明引導，導致想了

解當地廟宇文化的人沒有頭緒，加上近年來政府積極開發外國遊客族

群，且外國遊客對於民間信仰充滿好奇與興趣，因此欲藉著當地廟宇

文化的中英文翻譯，重新捲動東莒島民對於信仰的投入與整理，經由

耆老的講述以及當地居民從小到大的廟宇文化參與記憶，將島民的生

活軌跡透過眾人參與廟宇文化的經驗去呈現在此次的社區營造計畫當

中。 

所以希望透過今年度的計畫能夠在未來，將廟宇的故事及參拜流

程還有籤詩的部份進行中英文翻譯，來為當地居民不足的外語能力解

套，並成為島內導覽行程的其他選擇，一方面讓民宿與導覽業者能更

自然呈現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希望能夠提供除了自然景點之外，讓遊

客能夠對於東莒這個小島記憶深刻的另一種觀光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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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目標： 

1、能夠透過此次機會將東莒廟宇的故事蒐集的更加完整，作為

中英文翻譯的參考架構與基準。 

2、於計劃中所蒐集的廟宇資料被妥善記錄，並於廟宇介紹活動

中向參與者分享，達到參與者對東莒廟宇文化有一定之理解之

效果。 

3、推動東莒的廟宇文化成為文化觀光景點，使遊客在探索東莒

島多了另一種可能性。 

4、用手繪明信片讓遊客可以以活潑有趣的創意方式了解東莒廟

宇，也能透過明信片寄送的方式向尚未到訪東莒之友人宣傳東

莒廟宇體驗；最終期待各廟宇之特色明信片能成為香油錢的收

入之一。 

5、發展東莒廟宇觀光，以利文化資料能夠被多加利用！ 

 

三、計畫執行 

1、耆老訪談 

東莒人口外流嚴重，導致島嶼產生高齡化的現象，不過近年來因

醫療資源的缺乏的問題，以至於當地耆老皆紛紛長居台灣，偶爾才能

夠回島一趟，當地許多廟宇記事都是由『劉青官』伯伯口述，然而伯

伯也是一直以來疼愛我的長輩，這次決定用一個想聽故事的方式拜訪

伯伯，戴上了大浦換生活的貨辦一同前往。 

近年來清官伯伯總用那厚實的嗓音打招呼特別親切，小時候纏著

清官伯伯聽故事，他總能娓娓道來東莒的各種小故事，然而，這次也

是一樣，帶著對東莒好奇的夥伴們一同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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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坐！這次要聽什麼？廟宇故事還是孤島的故事呢？」清官

伯伯問著！彷彿回到了小時候一般。清官伯伯先拿出了這一張張的寶

貝，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裡清官伯伯寫著一手美字。 

「想到一些故事就要趕快記起來，不然又會忘記」他說！ 

看著著一張張廟宇故事的手稿，再聽著不一樣有趣的故事，也慶

幸帶著夥伴們一起前往，大家問著各式各樣有趣的問題都在清官伯伯

那邊得到了解答呢！而我們約好下次的實地導覽囉～ 

照片紀錄 

  

用聊天的方式記錄廟予故事 決定位伯伯留下一張帥氣的照片 

 

我們也透過各種機會拜訪當地的長輩，用聽故事的方式減緩當地

長輩的緊張與拘束，總是能讓長輩們笑得合不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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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帶一樣帶著一群充滿好奇心的夥伴們出發，我們拜訪了曾為

東莒島的記者以及福德宮廟主委的『林家菊』伯伯，他很樂於跟我們

分享她所知道的一切，因為不小心來了太多的夥伴，我們遞上麥克風

給家菊伯伯，讓他好好的分享著他的鄰居『福德宮』！ 

照片紀錄 

  

從廟宇裡特殊的地方開始介紹 講述廟宇的故事 

清官伯伯的手寫記事 

   

玄天上帝廟 老頭大王廟 兩隻桅杆木船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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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特別邀請了再福正村長大的『曹常容』叔叔，身為『福正

境白馬尊王廟』的廟主委兼鄰居，容叔講述著廟宇的神祇以及廟宇建

築的特色，更分享了廟宇與他的關係，大家都聽的津津樂道。 

照片紀錄 

  

從廟宇裡特殊的地方開始介紹 講述廟宇的故事 

在廟宇資訊上有疑惑及無法查詢到資料的部分，也特別請教了曾經參

與東莒廟宇儀式調查的『顏震宇』先生，得到了解答以及新的資訊。 

2、明信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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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正面以廟宇外觀為主，手繪的方式能夠帶出廟宇的故事

感，也因為手繪的方式較有溫度，希望能夠藉此顯現出八間廟宇所擁

有的不同風格。背面加入『東莒旅遊網』的 QRcode，在近期會將廟

宇資料做彙整後放上由協會所經營之網頁，讓遊客能夠更深入了解廟

宇故事，也透過有趣的文字讓遊客能夠產生互動，因對文字的好奇而

更身入瞭解，也會將明信片擺放於廟宇內，放置立牌倚天香油錢的方

式取用。不僅能夠解決東莒廟宇的資金問題，也能夠帶動不一樣的觀

光方式，讓文化與觀光做串連使文化工作者的努力被看見！ 

 

3、廟宇故事蒐集整理 

（1）福正白馬尊王廟 

 廟宇沿革： 

本廟信眾以擲茭問廟神得知，建廟於清道光初年，至今有將近兩

百年歷史。由早先遷居本村「澳正」一帶的福建長樂沙洋鄭姓族人請

香火來此祀奉，祖廟在長樂饒鈸境的白馬忠懿王宮。 

初始，福正信眾在祭神時，獲得神祇透過神媒指示還須增請巡海

將軍香火，做為漁民庇佑守護之神，後又迎臨水夫人、馬元帥等神同

享供奉。民國三十六年本廟因幅員小、高度低再做整修，並刻有木質

籤板一塊。 

民國八十九年時，因為廟構陳舊，易滲雨水，又拆除重建，委由

台灣專業建築師楊仁江教授設計，以閩東式火形封火山牆的仿古廟宇

建築為本，坐南朝北，外牆採原石砌成，原木為樑柱，屋頂紅瓦，閩

東風格明顯，型式仍照傳統山牆式廟宇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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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祀神傳說： 

本廟之祖廟長樂沙洋饒鈸境白馬忠懿王宮，始建於宋太祖趙匡胤

年間，元代受颶風掩埋，歷代多次重建，至民國八十二年維修至今。

所祀奉之白馬王，依文獻記載當為開閩聖王王審知。 

馬祖福正居民傳說，早年漁民霧夜迷航，擔憂觸礁沉沒，只要呼

喚白馬王名號，天際自然發出火光導引。側殿奉祀之巡海將軍，居所

在三十三天（忉利天：音譯特拉夜斯特陵舍、怛唎耶怛唎奢等，意譯

為三十三天，是佛教世界觀中欲界天的第二層天，因此天有三十三個

天城而得名），為漁民的守護神，轄下有喝浪大將。以前福正村內祭

祀時，有人私自將廟神的豬隻宰殺據為己有，後來遭神懲罰，而嘴巴

歪邪；另外有一孩童伸手捉弄神像，之後也遭到摔傷，因此信眾對神

明都十分虔敬，不敢再造次拂逆。 

本地軍民均虔誠信服白馬尊王，不料曾經有軍人相信白馬尊王的

靈驗，竟想佔為己有將神尊打包寄回台灣私自供奉，說也奇怪，郵包

寄出當天，郵局跑入憲兵突襲檢查包裹，打開此包裹時，在一旁寄件

的福正居民一眼就認出此為自家村莊所供奉之神祇，因而能將白馬尊

王留在本地，使其能被供奉至今。 

 祀神來源地：福建長樂縣沙洋村鐃鉞境。 

 祭典活動：本村每例行元宵酬神夜為： 

正月初七 白馬尊王 

正月十五 三十三天巡海將軍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E4%2525BD%25259B%2525E6%252595%252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525E6%2525AC%2525B2%2525E7%252595%25258C%2525E5%2525A4%2525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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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本村人數較多，元宵夜有迎神遶境的活動，近年來因人數較

少，而逐漸式微，但廟宇祭祀仍照常舉行。 

 祖廟裡留存的王審知故事： 

白馬王，原名王審知，字信通，生於唐咸通三年（公元 862 年）

二月初二，祖籍山東琅琊，後移家河南光州，唐中和元年（881 年）

奉兄長王潮為帥，随軍渡江南下，進入福州，兄為福建觀察使，王審

知為副，唐乾寧四年（897 年）王潮逝世，王審知繼任，加平章事，

後梁開平三年（909 年）授王審知中書令，福州大都督府長史，加封

開閩王王審知，「寧為開門節度，不為閉門天子」，實行保境安民政

策，用人惟賢，重視教育，著重農業，鼓勵開墾，興修水利，减免苛

稅等利民措施，在當時成為全國最繁榮、安定、富裕的省份。 

王審知十分體察民情，當政 29年二十次視察長樂，五次查訪十七

都境地，見到豐收在望的農作物和沿海頗豐的漁獲，大讚十七都乃真

正的魚米之鄉，是萬方嚮往的好地方。後唐同光三年（925 年）八月

十五日，愛民如子，萬眾敬仰的一代英豪王審知仙逝了，享年 64

歲，臨終前還念念不忘十七都是個好地方。 

附近省民自發地湧向福州，悼祭這位福建人民立下風功偉績的偉

大父母官，群民無不淚灑省城，同光帝賜謚「開閩白馬忠懿王」，葬

於福州北郊，後移蓮花山南麓，人們將位於福州慶成寺東的閩王故第

改為祠廟，春秋祭祀，香火旺盛。 

時間穿越了近千年，甲子經過了十五個輪迴，九百多年后的清朝

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八月中旬，一次超強颱風與海嘯過後，居民

岸邊拉網時發現了一尊木雕神像，拾柴之人當柴火拾走了，到本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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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休息，而後此柴擔竟重若千斤，再也挑不動了，拾柴人只好卸下

神像才輕鬆而去。當晚有多人同時夢見一尊大神爭奪地盤，與當地的

女神大姐殊死搏鬥，因寡不敵眾而敗下陣来，後來從漳港的龍角峰寺

和江田的龍目港寺搬来救兵，兵將中，二位洪姓與高姓壯士威猛異

常，英勇善戰，结果以勝利告终。在神靈的暗中指點以及眾耆老的帶

領下，幾經周折，終於在饒鈸境的仙獅頭頂，也就是現在這塊寸土寸

金的風水寶地上，建成了一座三落連透的神宮古宇，不知是天意還是

巧合，宮殿旁洪、高八爺的兩尊神像，與龍角峰寺的洪八、龍目港寺

的高八，極為相似。我們以神話色彩的方式來解讀，應該是借兵時二

位壯士的分身，從科學角度來分析，以上的諸多巧合，可能又是未解

之謎。 

從此，二百多年來香火不斷，春秋大祭，實現了閩王身前「萬方

嚮往好地方」之夙願，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現在的白馬忠懿王宮比福

州的忠懿王祠廟更加宏偉壯觀，成為全省最為完整的忠懿王宮殿。

（長樂市文岭、湖南鎮石壁、大鶴村潭趕兜白馬王宮理事會） 

（2）大坪福德宮： 

 廟宇沿革： 

據說本廟建於清嘉慶年間，所供俸的「福德正神」，是移民無意

間發現，因為祂多次的威靈顯現，被聚落中的住民奉為信仰；除了定

時焚香膜拜，祈求平安，在農曆的新年期間更擴大規模祭祀；住民們

也陸續從大陸故鄉分靈所信奉的神祇，奉在左右二殿祭拜。 

廟宇所需之建料乃由福州批購而來，匠師也由當地禮聘來此起

造。第二次修建時間為民國三十二年，仍由福州籍師傅擔任。東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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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進駐後本想拆除宮廟興建營房，被居民強力阻擋，所以只好沿著宮

廟的周邊興建，這是「福德宮」第一次倖免於難；民國五十三年政府

想要拆除宮廟興建國民住宅，居民再一次以肉身相阻，誓死相護，最

後政府只好妥協，讓國民住宅沿著宮廟兩邊（右邊 5 間，左邊 3 間）

興建，「福德宮」再次免於被拆除的命運，因此形成廟宇在住家正中

間的特殊景觀。 

民國六十二年時，由於廟構傾圮，加上國軍進駐後帶來人潮，改

善了村民們的生活，讓大家的收入變多了，或許人們覺得神明的保佑

遠大於自己的努力，於是興起將破舊又狹小的木造宮廟原址翻修的念

頭，便在當時駐軍首長汪子章先生的協助下，將原有木造小宮廟擴大

修建。 

廟内分三神龕主神為福德正神，祖廟在長樂沙洋村，左龕合祀龍

角峰家神，應為早先本村來自福建仙岐一帶人民將原鄉神明迎出祭

祀，右龕為熾坪守土大王、臨水夫人。 

大坪福德宮為目前馬祖列島中，唯一由土地公坐主神龕的廟宇。 

廟楹聯云：「弟子虔誠進香燭，神明恩德為民康」。 

 祀神傳說： 

本廟後方有兩塊大石，内藏有七、八隻红色神蛇棲息。據說翻修

老廟時，在土地公的殿位下，挖出許多赭色小龍（蛇），傳說如果建

宮廟時出現異常自然現象，就表示該神明是非常的威靈。民國三十二

年福德宮擴建時，由種鴉片獲利者出資捐獻；施工時工人不慎打開石

塊，造成七、八隻紅蛇受驚嚇而滑離，破壞了本村風水，村内後來

七、八個種鴉片者均未得好下場。據《馬祖列島記》記載，此次修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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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匠師，奪走酬金與物資後不履約施工，結果遭神明懲罰，雙脚浮

腫，心生懺悔再度回來工作，誠心把廟修好。 

本廟土地公威靈事蹟不勝枚舉，民國七十年初，一位服役弟兄因

為花費太大，把家中寄來的零用錢花光後，便把歪腦筋動到土地公的

功德箱，一天中午，趁著四下無人的時候便將功德箱中的香油錢搜括

一空，但是當他要走出福德宮時卻怎麼也找不到門，一直在宮內繞圈

圈，在宮外的百姓看到一位阿兵哥一直在繞圈圈覺得奇怪，便進宮內

看發生什麼事，才知道原來阿兵哥偷了功德箱內的錢，土地公不讓他

離開，直到阿兵哥哭著跪地求饒，並不發誓下次再次也不敢了，土地

公才讓這位「神偷」離開。 

民團六十二年福德宮重建時，某村民將施工建材佔為己有，並與

村民争執，突然土地公上到靈媒斥令其歸還，他才驚慌連忙認錯，還

回建材。後來又有一次大年初一駐軍舞獅隊伍未循往例先向廟神賀

年，在賺取紅包後被罰在廟中翻滚無法出廟，本村山長建議其營長向

土地公燒香致歉後，才化解这場危機。 

民國七十三年第一次舉辦環島大遊行，遊行的前幾天幾乎是天天

下雨，氣象報導也是說遊行當天又溼又冷還下雨，境內長老便向土地

公焚香祈求，希望當天能有個好天氣；遊行當天果真如氣象報導一

樣，山長便上香請示，如此氣候還是要遶境嗎？土地公以笑杯回應，

眾人只好著裝待發，整裝中大家發現雨停了，風停了，太陽也露出了

半張臉，拿起手錶一看正是請示要出發繞境的時間。遶境隊伍從福

正、大浦、懷古亭到猛澳都保持一樣的溫暖氣候，猛澳休息過後起程

回大坪時，天空便開始飄下細雨，越接近村莊雨也大了風也起了，當

遶境隊伍結束卸完裝，老天爺好像把憋一個下午的氣一下發出來，又



 

 14 

是風又是雨，大家都議論紛紛的說這是土地公為了要完成遶境活動而

跟老天爺借「天氣」；這種土地公借「天氣」戲碼在之後的遶境活動

中經常出現，就連來採訪馬祖擺暝活動的媒體記者都曾是見證者。 

祀神來源地：眾神分別來自福建長樂縣沙洋、仙岐等地，熾坪守

土大王則源自本地。左龕之虢國公為仙岐龍角峰廟宇的主神，其餘同

龕神祇亦來自於此。據說祖廟景觀頗似空中一仙手托住一塊巨大岩

石。 

 祭典活動：本村每年循例舉行酬神祭典。時間為： 

正月十三 福德正神 

正月十五 虢國公等眾神 

正月十七 熾坪守土大王 

由於本村為島上人口數最多的村落，同時也會舉辦迎神遶境活

動。 

 

 半年福（補庫）： 

時間：農曆四月初由主委請示福德正神後決定補庫時間（約在農

曆四月底） 

祭品：補庫當天由當頭準備牲禮及包、餅、福二付及太平蛋（蛋

殼染成紅色，於晚間食福時分送各家戶，象徵一年四季，平安如

意）。參與補庫（半年福）之家戶，各自準備祭品：「炊」（福州話，

即圓形的包子，內餡為糖或無餡皆可，包子外皮印上紅色的吉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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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亦可用蛋糕、麵包或糕餅等甜食替代。用白米加白糖是下下策，

因為以前窮人家沒錢訂製「炊」才不得已用白米替代）一付 36 個。

並於廟門口擺設一張椅子當作供桌，上面置放酒 3 個、「齋」（福州

話，類似小饅頭）一份（72 個為一份）「意為宴請好兄弟。於祭禮開

始前由村內道路用香沿路間隔排成一線到村外，意為邀請下界及好兄

弟來參加活動；祭禮開始至約 二小時後即可將祭拜好兄弟的供桌撤

走；再拿十多個「齋」撒在街上，請好兄弟帶走」。 

 送喜 

莒光鄉送喜特色為傳統喜蛋，喜蛋為煮熟雞蛋，將一端開洞後插

入紅色 或黃色花，以紅色代表生女，黃色代表生子，另有習俗是擺

嬭當晚，若長輩 希望晚輩夫妻盡快或再添新生兒，則會偷偷將廟內

喜蛋放置該對夫妻床上， 其過程不得被發現。  

喜分為喜母（當年度結婚者），喜子（當年度生子者）。「喜母」

與「喜子」，除了在當年三天擺瞑在廟裡懸掛喜燈、供奉喜酒。每瞑

結束後，須還禮喜家小紅燭一對，喜酒每箱兩罐，代表吉利外；「喜

子」在正月十一擺彌日送喜。「喜母」在正月十三到正月十七的擺瞑

中依喜家年齡的大小擇日，由「山長」率隊敲鑼打鼓到喜家致贈福德

宮所準備的喜蛋兩顆（平安），小鞭炮兩串（發），小紅蠟燭兩支（薪

火相傳），紅（女生）白（男生）花各一朵，青稞兩支（生生不息），

受贈的喜家也會準備甜粥、鹹粥、甜湯、米粉湯等食物來與送喜的隊

伍分享，稱之為「食粉味」（福州話），分享喜悅。 

 

 食福 



 

 16 

擺瞑隔日（農曆正月十四、十六、十八），半年福（補庫）食福

時間為當天晚上。該年當頭需幫參與擺瞑及補庫之信眾準備豐盛的午

餐（晚餐），讓大家享用。 

（3）玄天上帝廟： 

 廟宇沿革： 

玄天上帝廟所在地地名叫做「老頭頂」(即大埔石刻所在處)，原

來沒有廟宇；大陸文革時期「破四舊」，很多人把家中神祇拋棄，以

免受到迫害，所以國軍當時在海邊常撿到落難神明，民國五十幾年

間，老頭山澳口漂來一尊木質神像，被駐軍撿起後用水泥磚砌成一座

小廟供奉其中。後來本廟先後出現兩次靈驗之事始被民眾崇祀，卻不

知其名，在信眾察看神像面相時，發現其腳踏蛇龜，身著八卦衫，手

持寶劍，便知祀神乃是玄天上帝。 

之後信眾漸增，廟宇過小不敷使用，至民國七十七年本廟信眾使

集資重新擴建，做為信仰崇祀之所。 

廟楹聯云：「玄天神威普濟民康樂，上帝顯赫匡扶國富強」。 

 祀神傳說： 

玄天上帝被國軍奉於小廟中，起初民眾不甚留意，直到有一天，

原來山林茂密的老頭山竟發生大火，周遭林木盡遭焚燬，唯獨廟宇安

然無恙，民眾突然見到一間小廟頗為驚覺，方感嘆神明之靈驗。 

之後有一天，有國軍弟兄開著一輛兩噸半軍用卡車經過老頭山，

由於道路陡峭，從上坡急衝下來，坡下即是懸崖，駕駛員剎車失靈，

滑向陡坡，站在營門口的眾人心裡想著「完了」，可是不可思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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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卻發生了，當車子到了神祇視線的正前方時，好像被一股巨大力量

牽著一般，動也不動地掛在山崖邊，前輪懸空，僅有後輪卡到路樹，

僥倖未摔下山崖，大家叫正副駕駛趕快下車，兩個阿兵哥這才回過

神，抖著雙腳衝下車，兩人小心翼翼爬回路面時，一位士官長回頭看

到這尊沒人注意的神像，就跟連長說是這尊神明顯靈救了這兩個阿兵

哥，相信是神明襄救其性命，便建議連長供奉這尊神明，於是請阿兵

哥幫祂蓋了一座簡陋的小神龕，讓祂不會風吹雨淋並且定時的焚香膜

拜。同時也在每年農曆正月初一這天開放，讓居民能夠進入禁區內向

玄天上帝進香祈福，分享威靈。 

有一回，東莒全島舉行迎神遶境，車隊經過本廟疏於向神明致

意，引導車突然不能發動，信眾經長老提示趨前膜拜後，隊伍又能順

利行進。 

民國七十七年，當時服務於軍郵局的劉清官先生，與指揮官常承

義先生私交甚篤，在一次聊天中玄天上帝廟的故事轉述給他聽，並希

望他能協助重建本廟，常指揮官一口答應，於是劉先生及地方信眾共

募集了新台幣十五萬元，加上軍方人力支援，耗時數月，於該年（戊

辰）年八月，將玄天上帝廟順利完成。新廟完成後又覺得神祉因久年

失修無法辨識面目，便請示是否可以更換新神祇，回答「可以」，於

是便請陳全妹先生回大陸探親時，重塑玄天上帝金身，把金身帶回來

時，兩岸的安檢竟然都沒檢查出這尊神明雕像，以現在的安檢儀器竟

然都沒檢查到這尊神祇，又一次讓人嘖嘖稱奇。 

民國九十年初經眾人討論，覺得當年所塑金身太小不夠大器，再

次請示是否可以更換金身，得到「可以」的指示，於是便重塑現在的

金身，將原來的金身與重塑的小金身，封存在正殿下方。原來玄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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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廟是由劉清官先生獨自管理，因其年事漸高，體力無法負荷，便與

熾坪境管理委員會商議是否可以與老頭大王廟一起併入，由委員會統

一管理運作，經所有委員同意後，本廟於民國九十二年由熾坪境廟宇

管理委員會納入管理，並於每年農曆正月二十與老頭大王廟合併擺

暝。（村中耆老劉清官先生口述） 

 祀神來源地：海上漂來 

 祭典活動：信眾無特定時日祭祀，每年擇一良辰吉日祀奉之。 

（4）老頭大王廟： 

 廟宇沿革： 

老頭大王廟，舊址在現今西下方，據說建於清道光年間，當時有

一批從大陸移民到東莒的討海人約二、三十戶，定居在現在的老頭，

因為該聚落位在東莒的最前頭，而且是東莒最早有聚落的地方，故得

到老頭之名，他們從家鄉帶來了一尊不知名的泥塑神祉，希望神明保

祐他們到了新的地方能夠平安豐收興旺，並在靠近海邊的石礁上，蓋

了一座約二十坪大小的廟讓祂容身，進出時都會焚香膜拜，逢年過節

也會舉辦大型的慶祝活動，香火鼎盛不在話下。 

因為老頭澳口不佳無法擋風，漁船停泊很不方便，一次嚴重的風

災，漁民們損失慘重，再加上漁獲不是很好，漸漸地老頭繁榮景象不

再，漁民們轉遷猛澳等地，神廟也因無人打理，年久逐漸失修。國軍

進駐後百姓不得進入老頭軍事管制區，原先在那裡生活的住戶也一一

遷出，到了民國四、五十年間，廟宇結構毀壞而倒塌，當時當地駐軍

見狀，因不知老頭大王乃是老頭山守土神祇，以為其在大埔石刻的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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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亭旁側，便逕將其整建後易名為「懷古廟」。懷古廟中同時收容許

多因為文革之故被拋棄的落難神明。 

戰地政務解除後百姓可以自由進出老頭，當時在岸上觀看的劉清

官先生重回舊地，發現小廟破舊不堪，所以便發起募款，並委請軍方

人力支援，於民國八十五年（丙子）開光，順利完成整建，並重新更

名為老頭大王廟，供信眾膜拜，於每年農曆正月二十日與玄天上帝廟

聯合擺暝。先前廟內所祀奉的女神，也由大陸籍塑像師傅的鑑定出為

「天妃娘娘」，與老頭大王、福德正神各有一神龕，永享奉祀。（村中

耆老劉清官先生口述） 

本廟楹聯云：「今古乾坤昭化育，海天日月共光華」。 

 祀神傳說： 

民國三十七年左右，約有五、六戶的百姓遷入「老頭」，民國三

十九年東海部隊成立，召集島民成立「民防隊」，並配給槍枝子彈，

負責巡邏、守夜等維護島民安全工作。某一天早上，颳著約八、九級

的東北季風，幾個負責巡邏的民防隊員（鄭法水、鄭坤官、鄭依瑞、

李金官、鄭依發）在猛澳港看見幾隻鸕鶿停在水面上，因為當時物資

缺乏，幾位隊員想打隻鸕鶿來加菜，於是便舉槍射向獵物，說也奇怪

射靶不準打鳥卻特別準，一隻鸕鶿便頭在水裡隨波飄向外海，幾個壯

漢馬上推出舢舨使命搖櫓追趕，費了好一番功夫，終於把獵物撿起，

返航時因風強水急，大浪濤天，精疲力竭，人力敵不過大自然的力

量，五位壯丁只好蹲在船上隨波漂流，岸上圍觀的親友看到此景也驚

叫連連，但也束手無策，因為風浪實在太大無人敢出海搶救；大浪一

陣一陣把舢舨推向老頭的北岸礁澳，突然又一陣大浪打來，一位隊員

因為重心不穩而落海，卻很幸運的被浪推上岸保住一命，其他幾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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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未定，便看到後面又是一陣巨浪打來，不論是岸上觀看的親友還是

船上的人，都覺得一定沒命了，可是說也奇怪，巨浪不但沒將舢舨打

翻，而是直接將它送上高處的岸上，正好在舊「老頭大王廟」下方礁

石上，就算再一陣大浪來也打不到船，舢舨上的四個人完整無缺的坐

在上面，只是個個臉色慘白，岸上的人也都張大嘴巴不敢相信，每個

人都說一定是老頭大王顯威靈，救了這五條人命。 

老頭大王為老頭山的守土神祇，早先此處頗多自福建梅花一帶遷

入的民眾。早年梅花與琅岐島漁民常在海上共同協力漁作，琅岐婦女

多嫁給梅花人，兩地人民關係親近，故有「琅岐舅」的稱呼。琅岐人

對於民間祀神的思維方式，也頗有同工之妙，見到對方大王神沒有配

祀夫人或娘娘，便主動替對方祀神結秦晉之好，奉送男神之配偶，使

雙方關係更加熱絡。本廟老頭大王的夫人，就是琅岐舅奉送給老頭大

王的。 

 祀神來源地：本地（老頭山）守土之神。 

 祭典活動：每年祭祀時節未有特定時間、信眾擇一良辰吉日祭

祀之。 

 碑記：老頭大王廟重建誌  

老頭大王廟，舊址在現址西下方，肇建於清道光年間，經歷風雨

侵蝕，年久失修以致倒坍使神靈無處棲身，蒙地方善心人士始建簡易

廟宇暫供安身，後續有大陸渡海之助靈神像數尊且本地位處觀光名

勝，原始簡陋之廟宇無法安適，亦礙觀瞻，鑒此本地各方善男信女組

成重建委員會慷慨解囊，重塑金身，並承東莒指揮官陳立文上校鼎力

協助派遣兵工支援重建，擇於民國八十五年三月六日（農曆丙子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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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十七日）破土動工，於同年七月十六日竣工。今廟堂輝麗，神靈享

祀得安，香火再盛，威靈重赫，特立碑誌，永銘德澤。  

（5）猛澳劉大王廟： 

 廟宇沿革：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一日，柯玉官先生當選莒光鄉鄉長，是東莒出

生的第一位鄉長，就任後村中一位耆老跟他請託三件事，裝路燈、修

道路和建廟，前面兩件事很快就完成，柯鄉長自覺「建廟」非能力所

及，沒有貿然答應；數月後的晚上，柯鄉長夢見一位白髮長髯的清瘦

老翁，柱著拐杖，吃力地由港務站橫越馬路，便上前扶著他走到放著

報廢戰車前的斜坡，長者走不動便就地斜躺，柯鄉長也順勢躺下陪他

聊天，直到天亮醒來只記得一句「我是猛澳大王」；連續三天同樣的

夢境，他覺得事有蹊蹺，於是便找了境內耆老陳全妹先生前往西莒陳

元帥廟扛乩請示陳元帥，陳元帥將乩轎出借給猛澳大王，第一次指示

「庫補」，意指補庫，柯鄉長答應沒問題，小事一樁；再指示「廟

建」，意要建廟，柯鄉長便回說：「我沒許願且事關重大，非能力所

及」；神明便再指示「心」，說只要有心定可成事，柯鄉長回說：「很

有心，但建廟工程浩大非我一人所能完成」，再指示「心」，柯鄉長心

裡思索了一下便回：「我的能力到哪裡就做到什麼程度」，得到回應

「好的」。 

徵詢大老意見及尋找記憶中原廟廟址，覓土地建新廟，經費籌措

等等；再經得熾坪境廟宇管理委員會委員們一致通過，成立「猛澳大

王廟建廟委員會」，並由所有委員一起來分工完成任務。民國九十七

年八月猛澳劉大王廟動土開工，經過數月準時完工，並依照猛澳劉大

王指示，於同年十二月十七日（農曆十一月二十日）邀請北竿鄉塘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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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水部尚書公的神乩前來開光，也邀請了縣長陳雪生、老議長陳振清

等當時馬祖政要一起揭牌，讓信士多了一處解惑的地方。 

熾坪境廟宇管理委員會接手廟務後，依照猛澳劉大王廟指示，將

擺暝的日期訂為正月二十一日，經請示神明得知，其生日為農曆三月

二十日；柯鄉長因為當初夢中的偶遇，造就了一段神人忘年之交的故

事，便發願只要在馬祖公職，每年擺暝供奉神豬一隻、元寶一箱，並

為其慶生，直到他退休，再由熾坪境廟宇管理委員會接手。（柯玉官

先生口述） 

 碑記：東莒猛澳劉大王廟重建碑誌 

莒光一鄉二島，猛澳居其東，漁村聚落，民風極其純樸。此地原

名艋澳，以漁民張曝網具而得名，幅員雖褊狹，然水深沙厚，盡得地

利，故為東莒聯外交通之輻輳。往昔帆檣泊碇，漁獲吞吐商旅往來，

肩摩熙攘，可謂榮景興旺，一片祥和。澳中住戶不多，遷移之餘尤感

寂寥，惟賴大王長年蔭佑，故積古賡傳，亦人才輩出。 

據耆老口述，大王舊廟原坐落沙灘上方，因風沙侵蝕致使牆垣頹

圮，甚爾廟基流失無蹤，本澳弟子柯玉官先生接掌鄉政伊始，屢夢大

王神意，且託原地修廟之付。莒光鄉親，知恩重情，既獲神旨，乃壹

志同心共籌重建事宜，無論在地人士，抑或遷外鄉賢，皆響應景從並

解囊奉捐。蒙熾坪境福德宮廟宇管理委員會鼎立襄贊，募得專款二百

六十餘萬，又獲莒光鄉公所、鄉代會同意配合興建周邊美化等工程，

經由三騏營造公司承建，經歷三月閩東風貌之宮觀始成。開光安座之

日，政要仕紳雲集，虔誠頂禮，以拜以賀。齊頌大王威靈千秋，並祝

本境四季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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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保安宮： 

 廟宇沿革： 

相傳在通往大浦（埔）的大路上有個洞，裡面有三隻「貓」，半

夜時候會顯現出來，眼睛亮得跟手電筒的光線一樣，以前百姓都不敢

經過這段路到大浦，因為害怕被作弄，只好抄發電廠或林氏人家附近

小路走，以策安全。雖然這處洞口被野草遮蔽，但光線還會顯現出

來，把許多人弄到沒有辦法。 

最早替牠們建小廟的是「ㄇㄥ ˇㄇㄥ ˇ」，是東莒最有錢的人，據

說他幾乎被作弄到快瘋了，才替牠們建了一間只容屈身而入的小廟。

有一次老村長路過那裡，見到兒時所見的驚怕影像，回家後害怕牠們

來找麻煩，趕緊準備冥紙、擺設碗菜放門口祭祀，當村長夫妻兩人要

進去拿鞭炮時，出來時說也奇怪，原本忘記點燃的蠟燭，卻自然被點

上燭火，後來，在南竿電力公司上班的鄭瑞弟生病，姊姊鄭寶金到小

廟祈求保佑，平安之後還願，才將原廟蓋大並塑造金身，當時請神明

上到大浦的神嬤身上，報出其名號頭銜（王大姐、林大姐、朱大

姐），漸漸多了居民前去膜拜。 

 祀神來源地：由本地物魅崇拜衍生而來。 

 祭典活動：不定時有些婦人前往膜拜，多為隻身前往，並沒有

大型的祭祀活動。 

（7）大浦白馬尊王廟： 

 廟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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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中有銑鐵香爐一只，雖然鏽跡斑斑，仍可見其上頭陽刻字樣，

上書「陰陽廳  道光乙巳年荔月吉旦  弟子楊大福黃正興（簡體字，或

為典字？）仝（同）叩」，背面則刻有「巡山天將」字樣。道光乙巳

年為西元 1845 年，荔月為農曆六月，一年中最熱的時節，陰陽廳一

詞為何，暫時不得其解。有研究者據此推估，建廟時間或許為道光年

間，但據說始建者是更早的在沿海漂泊的「曲蹄仔」(蜑ㄉㄢˋ民)，見

本處無人，於是上岸定居後所興建，因此道光時期應為再次整修。 

此外，民俗專家顏震宇分享，南洋華人聚落可見陰陽府，通常跟

台灣俗稱的七爺、八爺有點關係，此外，曾於閩東做過民俗與文物普

查的游桂香老師，亦說明閩東鄉間原本就有自己的「地頭神—大

王」、「巡山將軍」、「巡海將軍」等，由於馬祖當年沒有城隍廟，所轄

屬地若有居民亡故，第一件事就是到大王廟跟大王做報告，表示戶口

要遷入陰間了，即便後來信眾配以白馬奉祀，仍帶有原先大王廟之特

性。據 1952 年出生的本地鄉親曹祥壽表示，還記得自己的祖母當年

過世，家人第一件事就是前往大埔（浦）白馬尊王廟做報告，而早年

白馬尊王廟裡頭也沒有白馬，這幾點線索，均顯示本廟有可能是源自

本境大王。 

據《馬祖廟宇簡介》一書指出，原廟聘福建馬尾匠師以土磚砌牆

蓋建，面積僅两坪大。由於民國三十五年大浦（埔）居民漸多，漁業

與盛，再度集資整建。至民國七十三年廟貌陳舊，結構傾圮，信眾們

再次募款重建，由駐軍配合施工，於七十五年秋季竣工。 

廟楹聯云：「隨時存誠能不斁(ㄉㄨˋ)，因時獲福自無疆」。 

 祀神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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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早先曲蹄仔在大浦澳口進行捕魚，普對著陸地表示，如果能

讓他們捕到大量的無頭黃魚，上岸定居後將替本地神明建廟祭拜。隔

日，曲蹄仔果然在附近捕獲大量無頭黄魚，此原為娛弄之語，沒料到

本地大王如此「有聖（整驗）」，便在本地履約建造大王廟。 

 祀神來源地： 

白馬尊王來源地不詳，或有可能源自本境大王。龍山寺五靈公來

自長樂縣潭頭龍山禪寺，應為清末時本村曹朱曹氏自原鄉請出祭祀。 

 祭典活動：本村民眾嚴重外流，但逢廟宇祭典多會返鄉參與本

廟元宵酬神： 

正月初九 臨水夫人神龕 

正月十五 白馬尊王，龍山寺五靈公 

 祖廟傳說： 

龍山寺五靈公香火迎請自潭頭祖廟，據說抗戰時日軍投下炸彈想

炸毀壞廟字，擲下的炸彈卻掛在樹上無法引爆，令鄉民噴噴稱奇，覺

得冥冥中有神意。今潭頭祖廟改稱為龍山禪寺，中間主祀佛祖和觀音

神祇，五靈公位列右龕祀神，是馬祖列島多處澳口廟號龍山寺的瘟神

總部。 

 

（8）福正天上聖母： 

 廟宇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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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本廟始建於清代，為石牆木柱瓦頂建築，因廟構陳腐，民國

七十二年信眾集資委由當地駐軍重建。 

天上聖母廟內共計四十八件神尊，包括泥塑神像、木製神像，其

中泥塑神像據本地耆老口述，最初約在民國前三十年，邀請福建的匠

師飄洋過海雕塑神像，匠師運用神明賜予的靈感， 瞇起眼睛便可見

到神明所給的圖像，依此來作捏塑。  

在福正村領域內，本廟所處的區段稱為「滬裡」，即船隻靠泊避

風處；廟內擁五座神龕（於 101 年文化處列為文化資產修整後，改為

三殿），神祇轄下的隨從神卒為數相當可觀。 

本廟主祀神為天上聖母，配祀神有龍山寺五靈公、太平王、竹林

境大王、五顯神君，隨從神卒有千里眼、順風耳、七爺、八爺、薛

哥、月姊等。 

根據廟中整建落成碑記所載：「民國六零年代，鄉民遷台者眾，

臨行，多奉宅中神明，暫座留祀，致使神龕益顯窄仄。」可知現今廟

中所供奉之神像，許多乃是來自福正聚落居民家中，總計有 41 尊泥

塑神像，由於泥塑神像保存不易，本廟數量之多，堪稱馬祖列島保存

最完整者，因此在本鄉議員推動、文化局經費支持與行政配合下，於

2012年三月邀請神像達人魏俊邦研擬廟內泥塑神像保存方法（魏俊邦

根據材料與工法研判，神像約有 130 年歷史），並於同年七月十六日

啟動修復工作，由福正村子弟，當時已從事神像藝術達四十餘年，地

方人稱「福州師」的吳春華與兩名弟子，以偏向古法之方式進行修

復，歷經半年完成後，於次年二月舉辦開工安座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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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春華曾在當年接受《馬祖日報》採訪時表示，修復過程最困難

之處，乃是神像三寸金蓮的腳底處，由於該處著力點小，卻又必須支

撐神像重量，修復時雖然有支架輔助，但完成後又要能讓神像穩固不

搖，難度不小。當時的工作，除了修復神像破損之部分外，還加強了

底座的堅固性，並為每尊神像加上一層防潮保護網，吳春華推估，神

像壽命再延長一百年絕不是問題。 

廟楹聯云：「福迎聖德浩蕩慈恩遍霑寶島，正國安寧巍峨聖澤祥

發軍民」。 

廟內柱上另有一對聯「國恨家仇誰不知消滅共匪定千秋，親恩兄

義一身殉感動人心傳百世」是軍方協建廟宇時，軍事味道最濃厚的一

個代表作。 

 祀神傳說： 

傳說清末民初時曾有海盜航向本村打劫，由海上看到陸地山上聚

集相當多官兵，又見山坡上發出火炮打向海面，盜匪倉皇失措趕緊駛

離本村澳口。實際上，本村當時並無駐軍，因此村民認為是媽祖顯靈

來庇佑村民。 

龍山寺帝爺（即為五靈公）祖廟在福建潭頭，由本村曹姓人士請

出；文武太平王掌管太平船（王船）與瘟疫，是早先由大陸漂來；竹

林境大王則來歷不詳，五顯神君面為三目，手持金印。諸神共同護佑

民家平安，而本廟神祇早先「暗瞑出天兵」驅逐海盜的傳說故事，日

後仍為村民所津津樂道。 

 祀神來源地：來源地多難考，五靈公來自福建長樂潭頭龍山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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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典活動：本村每年例行的元宵酬神祭祀為： 

正月初八 臨水夫人 

正月十五 天上聖母 

正月十六 龍山寺五靈公 

旅居外地的本廟信眾均會備香燭祀奉神明此外，每年正月十三夜

也會迎本村「澳正」處白馬尊王廟的巡海將軍香火入天后宮祀奉。 

（9）福正田將軍廟 

本廟主祀神田將軍，陪祀神太乙夫人、楚夫人。 

根據九十六年田將軍廟重建廟誌所載︰「本廟原供奉王大姐、王

大哥、陳小妹，由曹喜金信士主持，往昔東莒島婚喪喜慶、祭祀禮

儀、嬰兒出幼、收驚、祭壇牽亡魂等，皆有曹女士熱心義務為鄉親服

務，至今仍深得鄉親緬懷感念。」後來福正村人口日漸稀少，供奉之

神明乏人管理，曹女士之女曹碧玉赴台謀生，特和村里耆老委請劉前

議員榮華協助重建，蒙縣政府補助傳統建築修繕，及善心人士捐款，

方有今日之規模。 

廟宇重建整理時，發現泥塑神明傾頹，且查無頭銜且需重塑金

身，承西莒陳元帥明示為「田將軍」、「天乙夫人」、「陳帥爺」、「陳仙

姑」、「白馬神及馬伕」等七尊，擇吉日經北竿尚書公廟派員開光、安

座，圓滿落成。 

以上所述表明，田將軍廟神明原先只是供奉於乩童家中之泥塑神

像，連名銜尚不得知，只以大姐、大哥稱之，因童乩義助鄉親之事宜

為人感念，在其逝世後才加以建廟。遺憾的是，由於曹碧玉女士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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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先前曾多次返鄉請求將廟宇交給福正村廟委會管理，但廟委會

表明已負責管理天上聖母廟與白馬尊王廟，無力再多負擔田將軍廟的

管理工作，民國一百零六年時，曹碧玉因為廟宇長期乏人管理，且無

人接手，便派師傅將田將軍廟神像，依照佛教儀式全數劈砍、燒毀。

由於該廟屬家廟性質，為私人所有，關於屋主的處理方式，其他居民

也無權過問，徒留遺憾。 

 

 

 

 

 

 

 

 

 

 

 

 

 

 



 

 30 

4、廟宇小旅行 

8/26 廟宇小旅行-熾坪境福德宮 

透過親子夏令營帶給當地與台灣的親子團體還有中原大學的攝影

夏令營學員們更深入了解東莒廟宇的奧妙以及傳統文化。 

從陌生參與者的問答中整理出了來自外地人所好奇的廟宇文化，

也了解能夠從親子的角度切入，成為廟宇小旅行的賣點之一。 

課程照片紀錄 

  

廟宇神祇介紹 廟宇特殊傳統文化介紹 

  

廟宇鼓板介紹 廟宇文化慶典儀式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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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廟宇小旅行-福正白馬尊王廟 

隱身在聚落保存區的時屋子中，廟宇的外觀成為搶眼的特殊景象

引起遊客的好奇，參與的當地居民與遊客成為了特殊現象，居民都覺

得廟宇讓遊去產生好期這件是感到新期，平長生活中席已為長的是卻

在別人眼中那麼的特別！ 

課程照片紀錄 

  

廟宇外觀介紹 廟宇內部神祇介紹及故事分享 

9/22 廟宇小旅行-老頭大王廟 

隱身在觀光景點旁的小廟宇，說起廟宇故事讓大家都聽得特別專

注，比起景點觀光，廟宇文化對遊客而言更貼近當地。 

課程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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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頭大王廟介紹 內部神祇解說與故事分享 

9/24 廟宇小旅行-玄天上帝廟 

身在營區旁當然與營區脫不了關係囉！廟宇反應著戰地色彩的

『軍民一家，共榮共興』，也讓參與者特別有感觸！ 

課程照片紀錄 

  

廟宇神奇故事分享 廟宇內部神祇介紹 

9/25 廟宇小旅行-天上聖母廟 

華麗的廟有著泥塑的神像，讓參與者各各歎為觀止，每個神祇都

有者自己的使命以及故事，也讓參與者好奇地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問

題，或許，這是台灣旅人最熟悉的神明了吧！ 

課程照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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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外觀建築介紹 內部神祇介紹及故事分享 

9/26 廟宇小旅行-大浦白馬尊王廟 

課程照片紀錄 

  

廟宇外觀建築介紹及故事分享 內部神祇介紹及籤詩介紹 

身為閩東式建築的馬祖，卻有著閩南式外觀的廟宇，讓參與者多

了一分親切感，國軍的協助融合了閩南語閩東的精神。 

9/27 廟宇小旅行-猛澳劉大王廟 

東莒最新的廟宇，故事卻精彩的讓人印象深刻，由當事人柯玉官

叔叔說起故事大家彷彿都實際參與了一樣！ 

課程照片紀錄 

  

廟宇故事介紹及分享 廟宇神祇介紹及故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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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廟宇小旅行-保安宮 

對東莒的印象就是好多貓咪呀！原來廟裡的神祇竟是貓的化身，

讓參與者的心都跟著融化了！ 

課程照片紀錄 

  

廟宇故事分享 廟宇神祇介紹 

9/25 田將軍廟（加碼） 

那間小小的廟好可愛，可以去看看嗎？原東莒也有做出幼，很多

時候需要一些好奇心與熱情才能一同創造出不一樣的火花！ 

課程照片紀錄 

  

廟宇故事分享 廟宇神祇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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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果檢討與建議 

在耆老訪談的過程，得到了很多除了廟宇之外的資訊，發現東莒

島又太多太多我們不知道的過去但卻因為廟宇讓我們有所連結，聽長

輩們說著故事，竟然沒有小時候那般想睡的感覺，卻是滿滿的好奇

心。因為與大浦 Plus+團隊的相處，發現這個島嶼吸引人的是他充滿

了故事，且任何一個小事物都能夠講出一段過去，但這些過去的資訊

卻讓人找不到答覆，所以希望透過社造的案子能夠將東莒島的過去呈

現在大家面前，而廟宇就是連結過去與現在最有力地證明，廟宇屬於

文化資產的一部份，透過此次計畫確實蒐集到了不少的資料，也證實

當地耆老所說的故事都是有被歷史所記載的，但整理文字資料時卻不

如長輩實際解說那樣動人，也覺得可惜這麼多的資料沒有被好好利

用。 

小旅行的過程也得到了很多來參與者的疑問，在得到共鳴前要先

同理對方，因為神祇與台灣地區普遍信仰太不一樣了，使參與者在理

解上會有些落差，然後用台灣的神祇來帶入使小旅行有了更不一樣的

進展，除了介紹當地神祇，也成了神祇的交流大會，這樣的交流方式

使我們更理解該如何讓下次活動更順利的進行。 

明信片的繪製找到了在東莒居住五年以上的設計師，在溝通上並

沒有太大的問題，製作出來的成果在幾次偷通與修改後得到了讓人滿

意的成果。也期望後續能夠合作廟宇文化的延伸計畫。 

期望這次所得到的資訊會透過由東莒社區發展協會所經營之在地 

網頁『東莒旅遊網』做露出，讓好奇的人都能夠得到答案，也期望明 

年度之計畫能夠製作出紙本簡介，以東莒廟宇護照的方式進行，在護 

照內能夠基本的介紹東莒廟的的禮節、祭拜方式、求籤方式以及簡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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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廟宇沿革及小故事，讓文化觀光發展出最大效益，不但能夠將往 

年記載資訊的文史工作者的努力盡到最大效益，也能夠為東莒廟宇的 

文化進一份心力，更能夠將廟宇資金問題盡一份力，然而將資源統整 

勢必成為未來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