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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地廟宇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現況調查 

調查、撰文：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2019.8.26 完成/2020.1.2 更新  

 

隨著社會變遷、祭拜習慣改變，神豬重量比賽風氣漸漸式微，但仍有少數寺廟定期舉辦。過去

本會調查發現，供奉義民爺、觀音佛祖、清水祖師、保生大帝等神祇的廟宇中，共有 11 間寺廟每年

定期舉辦神豬競重1，且依據豬重排名等次頒獎，常見上千台斤超重豬隻。 

為進一步了解其他廟宇舉辦豬重比賽情形，本會盤點相關資料，於 108 年八月一一電詢，完成

本調查。 

 

調查結果 

一、舉辦豬重比賽廟宇 

⚫ 全台每年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且依據豬隻體重排名等次頒獎的寺廟共 35 家（表一）2 

 

二、分佈縣市 

⚫ 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廟宇，以桃園市最多共 20 間，新竹縣次之 7 間，新北市 3 間，其

餘宜蘭縣、苗栗縣、嘉義縣、高雄市、花蓮市各 1 間。 

⚫ 舉辦豬重比賽的廟宇 9 成以上位於苗栗以北，高達 32 間（占 91%） 

⚫ 舉辦神豬重量比賽寺廟數量最多的縣市為桃園市 20 間（占 57％）。 

 

三、 主祀神明 

⚫ 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廟宇中，供奉三官大帝或義民爺寺廟最多，各有 6 間，供奉開漳

聖王的寺廟有 4 間其次，供奉媽祖、觀音佛祖的寺廟各 4 間，供奉神農大帝、三山國王的

寺廟各 3 間，其餘供奉三府王爺、玉皇大帝、武財神、保生大帝、清水祖師的寺廟各 1

間。 

⚫ 顯示神豬重量比賽活動並未「綁定」特定信仰、廟宇或主祀神明。 

 

四、「競重」豬隻數量 

⚫ 每年頭數超過 20 頭的廟宇：3 間，包括「新竹新埔義民廟」、「新北林口竹林山觀音寺」、「桃

園平鎮建安宮」。 

⚫ 每年頭數介於 10~20 頭：8 間，包括：新北三峽清水祖師廟、三坑老街永福宮、高雄義民廟、

三林里三元宮、關西太和宮、大崙崇德宮、花蓮義民亭、芎林廣福宮。 

⚫ 每年頭數 6~10 頭以下：7 間，包括：金錦山義民廟、仁海宮、草漯保障宮、北港富文宮、龍

                                                      
1 https://reurl.cc/lLNe6j  
2 未含不定期舉辦神豬比賽的寺廟，例如: 楊梅錫福宮有「建醮」活動才會舉神豬重量比賽。 

https://reurl.cc/lLNe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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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龍元宮、新屋長祥宮、大溪福仁宮。 

⚫ 每年頭數 5 頭以下：13 間，包括：三民東興宮、埔頂仁和宮、內柵仁安宮、霄里玉元宮、永

福龍山寺、南興永昌宮、頭份永貞宮、三層福安宮、甘泉寺、嘉義褒忠亭、湖口三元宮、平

鎮義民廟、永和宮三山國王廟。 

⚫ 每年頭數不確定者：4 家，包括：淡水八庄大道公、關西玉山太元宮、竹北蓮華寺、松樹

門鎮安宮。 

⚫ 根據上述資料，推估全國每年涉及重量比賽的「神豬」數量至少 270 多頭3 （不含拒絕受

訪廟宇）。 

 

五、競重豬隻重量 

⚫ 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 35 個廟宇中，有 23 間之特等神豬，體重超過一千台斤（約 600

公斤），甚至超過 1700 台斤，均購自特定代養戶（表一）。 

 

六、頒發獎狀、匾額、獎金或金牌之廟宇 

⚫ 35 家仍在舉辦豬重比賽之廟宇，都會發獎狀或匾額給入等者。 

⚫ 霄里玉元宮頒發「金牌」給超過一千斤的神豬、三峽清水祖師廟則頒發「金豬」給入等神豬。 

⚫ 內柵仁安宮則全部參賽者都發紀念狀（表二）。 

 

七、未來是否可能停辦豬重比賽？ 

⚫ 根據訪談，有 9 家廟宇4表態支持以「創意神豬」取代「豬重比賽」，未來也可能考慮停止舉

辦，包括：大崙崇德宮、三坑老街永福宮、中壢仁海宮、大溪三層福安宮、頭份永貞宮、大

溪永福龍山寺、內柵仁安宮、埔頂仁和宮、大溪福仁宮。 

 

八、今（2019）年舉辦豬重比賽寺廟的改變 

⚫ 桃園大溪的永福龍山寺因為今（2019）年輪值區的爐主，不願飼養神豬，而取消豬重比賽。 

⚫ 林口竹林山觀音寺今（2019）年農曆 9 月 19 日的直屬坪位祭典，沒有信徒報名參加神豬重

量比賽，只有爐主自己買了一頭實重 400台斤的神豬祭祀。寺廟廣場展示了 8隻亮眼的「神

豬」，是由輪值區內各個里長和信眾供奉，用沙琪瑪、米果、麵線、麵包、光碟等材料製作

的 #創意神豬。創意神豬頗吸引目光，信眾和遊客拍照、合影絡繹不絕，打破少許信眾擔心

停止超重神豬比賽，祭典就會不熱鬧的迷思！ 

⚫ 桃園市復興角板山復興宮往年「十姓輪值」每年均舉辦神豬重量比賽，但 2019 年適值第一

姓，廟方決定取消神豬重量比賽，改為想要用全豬祭拜的信徒自行登記參加「豬公會」，每

16戶一頭豬，每戶交 2000元，購買一般肉豬祭祀，祭典結束後豬肉分切由 16戶帶回，2019

年共有二頭豬祭祀5。 

 

                                                      
3
計算方式：（20 頭*3 間）+（15 頭*8 間）+（8 頭*7 間）+（3 頭*13 間） =275 頭 

4 表示支持創意神豬替代的廟宇：大崙崇德宮、三坑老街永福宮、中壢仁海宮、大溪三層福安宮、頭份永貞宮、大溪永福龍山寺、內

柵仁安宮、埔頂仁和宮、大溪福仁宮。 
5 2020.1.2 訪談角板山復興宮江衍恒總幹事得知。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創意神豬?source=feed_text&epa=HASHTAG&__xts__%5B0%5D=68.ARBO3rIIIvSCXd9pK_lM5LiNN8yYxyU4Bvh1zswUav6cvaStzdpShoUv3z4WMHZK2YuZkNILbTQh2cBJXO_U9EEJu-sx-fPb2ljYrnsylaPN162n9FQKdQkIlnPYOvstUaaTKM1BC--LXKIPsBBTCm4PDfCLDp25r2oM8gBIufUu5QJIewSfXyBBZFP45QmWljvvrUreBZ_rCkppjt23gyUMjCiO7izqPTzamj3nNg6dzypNG-WhpsP8-vGTaj9agBkNrHBHXeZejvhKUTx_5s1-j0uw-24PhMRz3DoZczRagTzGYnnmn0DTkU7f6qNUe4dw7k57ytjiPKZISE3vWpr-DA&__tn__=%2AN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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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資料顯示可能還有舉辦豬重比賽，但無電話、電話無人接聽或拒絕受訪，無法確定的寺廟有 9家

（附錄一）。 

 

【表一】每年定期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寺廟 

供奉主神 廟宇 地點 
舉辦比賽日

期（農曆） 

歷年/今年 

特等重量 
電話 

清水祖師爺 1 清水祖師廟 新北三峽 1/06 >1000 （02）2671-1031 

 

 

三官大帝 

2 三林里三元宮 桃園龍潭 10/03 >1000 （03）480-1602 

3 大崙崇德宮 桃園中壢 3/19 >1000 （03）498-2592 

4 三坑老街永福宮 桃園龍潭 1/13 >1500 （03）471-2133 

5 關西太和宮 新竹關西 7/26 拒絕回答 （03）587-2216 

6 玉山太元宮 新竹關西 7/12 >1000 （03）547-6594 

7 湖口三元宮 新竹湖口 8/01 5~600 （03）569-2667 

 

 

義民爺 

8 平鎮義民廟 桃園平鎮 7/20 >1700 （03）493-2246 

9 新埔義民廟 新竹新埔 7/20 >1200 （03）588-2238 

10 金錦山義民廟 新竹關西 7/11 >1000 （03）547-8256 

11 嘉義褒忠亭 嘉義市 7/20 拒絕回答 （05）225-8046 

12 高雄義民廟 高雄市 7/20 >1500 （07）384-1146 

13 花蓮義民亭 花蓮富里 7/20 <1000 （03）882-1421 

 

觀音佛祖 

14 竹林山觀音寺 新北林口 9/19 

9/15 

3/27 

>1000 （02）2601-1412 

15 甘泉寺 桃園觀音 7/18 <1000 （03）473-2622 

16 永福龍山寺 桃園大溪 2/19 <1000 （03）387-5881 

17 竹北蓮華寺 新竹竹北 8/4 不確定  

 

媽祖 

 

18 仁海宮 桃園中壢 7/20 <1000 （03）452-3356 

19 草漯保障宮 桃園觀音 7/19 >1200 （03）483-1848 

20 三層福安宮 桃園大溪 3/23 >1000 （03）388-4767 

21 頭份永貞宮 苗栗頭份 7/09 <1000 （03）762-4429 

三山國王 22 永和宮三山國王廟 桃園龍潭 10/12 >1000 (03)471-2053 

23 廣福宮 新竹芎林 7/17 >1000 （03）592-3865 

24 松樹門鎮安宮 宜蘭冬山 7/15 不確定 (03)958-3036 

三府王爺 25 北港富文宮 桃園大園 7/15 <1000 （03）386-1424 

 

 

神農大帝 

26 龍元宮 桃園龍潭 7/13 

4/26 

>1000 （03）479-1883 

27 南興永昌宮 桃園大溪 4/26 >1000 （03）380-6459 

28 長祥宮 桃園新屋 7/14 <1000 （03）477-3866 

玉皇大帝 29 霄里玉元宮 桃園八德 7/15 >1000 （03）365-2085 

武財神 30 內柵仁安宮 桃園大溪 3/02 <1000 （03）388-8500 

 

開漳聖王 

31 埔頂仁和宮 桃園大溪 1/14 <1000 （03）380-2836 

32 福仁宮 桃園大溪 2/11 >1400 （03）388-3261 

33 建安宮 桃園平鎮 2/15 >1000 （03）450-1174 

34 三民東興宮 桃園大溪 2/15 >1000 （03）382-5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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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生大帝 35 淡水八庄大道公 新北淡水 3/15 >1000 查不到電話 

 

  



5 

 

【表二】頒發獎金（金牌、金豬）/獎狀/匾額/獎牌的廟宇 

供奉主神 廟宇 地點 獎金 金牌 獎狀/扁額/獎牌 

清水祖師爺 1 清水祖師廟 新北三峽 ✔（金豬）  ✔ 

三官大帝 2 三林里三元宮 桃園龍潭 ✔  ✔ 

3 湖口三元宮 桃園龍潭   ✔ 

4 大崙崇德宮 桃園中壢 ✔  ✔ 

5 三坑老街永福宮 桃園龍潭 ✔  ✔ 

6 錫福宮 桃園楊梅 ✔  ✔ 

義民爺 7 新埔義民廟 新竹新埔 ✔  ✔ 

8 金錦山義民廟 新竹關西 ✔  ✔ 

9 高雄義民廟 高雄市   ✔ 

10 花蓮義民亭 花蓮富里 ✔  ✔ 

媽祖 11 草漯保障宮 桃園觀音 ✔  ✔ 

12 三層福安宮 桃園觀音   ✔（匾額） 

13 頭份永貞宮 苗栗頭份   ✔ 

14 仁海宮 桃園中壢 視情況頒發  ✔（獎牌） 

三山國王 15永和宮三山國王廟 桃園龍潭   ✔ 

16 廣福宮 新竹芎林 ✔  ✔ 

三府王爺 17 北港富文宮 桃園大園 ✔  ✔ 

神農大帝 18 南興永昌宮 桃園大溪 ✔  ✔ 

19 新屋長祥宮 桃園新屋 ✔  ✔ 

玉皇大帝 20 霄里玉元宮 桃園八德  超過

1000 台

斤另頒發

金牌 

✔ 

開漳聖王 21 福仁宮 桃園大溪 ✔   

22 建安宮 桃園平鎮 ✔  ✔ 

23 三民東興宮 桃園大溪 ✔  ✔ 

24 埔頂仁和宮 桃園大溪   ✔ 

觀音佛祖 25 竹林山觀音寺 新北林口 ✔  ✔ 

26 永福龍山寺 桃園大溪  ✔  

27 甘泉寺 桃園觀音   ✔ 

武財神 28 內柵仁安宮 桃園大溪   不排名次，只頒紀

念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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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可能還有舉辦豬重比賽，但無電話、電話無人接聽或拒絕受訪寺廟 

廟宇 舉辦比賽日期 電話 地點 
網路查詢最新舉辦神豬比賽的資

料 

溪州福山巖 1/06 （03）388-3285 桃園大溪 台灣好新聞（2018.02.21）6 

瑞興永安宮 1/12 （03）389-2120 桃園大溪 風傳媒（2017.02.06）7 

北埔慈天宮 7/14 （03）580-1575 新竹北埔 自由時報（2015.08.25）8 

番子寮瑞源宮 1/13 （03）380-9280 桃園大溪 關於桃園大溪神豬祭典

（2010.04.12）9 

蘆洲保和宮 3/15 電話有誤 新北蘆洲 中時電子報（2016.04.22）10 

玉山太元宮 7/12 （03）547-6594 新竹關西 自由時報（2015.08.24）11 

富岡集義祠 7/11 （03）472-2269 桃園楊梅 台灣好新聞（2016.08.14）12 

大園仁壽宮 7/15 （03）386-2164 桃園大園 仁壽宮臉書專頁13（2018.08.22） 

日百吉復興宮 2/05 （03）388-8875 桃園大溪 文化部14（2015.03.19） 

 

 

調查內容如有錯誤、變動，或有更多相關資料願意提供，請隨時與本會聯絡。 

 

 

 

                                                      
6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221269625 
7 https://www.storm.mg/localarticle/220218 
8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909559 
9 https://blog.xuite.net/ymy2b/twblog/182966580-
%E9%97%9C%E6%96%BC%E6%A1%83%E5%9C%92%E5%A4%A7%E6%BA%AA%E5%BB%9F%E5%AE%87%E7%A5%9E%E8%B1%A
C%E7%A5%AD%E5%85%B8 
10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422000644-260107?chdtv 
11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1422303 
12 http://www.taiwanhot.net/?p=367567 
13 https://www.facebook.com/renshougong/posts/2071591186193786/ 
14 http://event.moc.gov.tw/sp.asp?xdurl=ccEvent2013/ccEvent_cp.asp&cuItem=2125439&ctNode=676&mp=1 

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nvironment & Animal Society of Taiwan 

電話：02-22369735~6   

傳真：02-23651701  

網站：https://www.east.org.tw/ 

E-Mail：eastfree@east.org.tw 

 

10091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四段 162 號 3 樓之 4 

劃撥帳號：19461051 ｜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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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log.xuite.net/ymy2b/twblog/182966580-%E9%97%9C%E6%96%BC%E6%A1%83%E5%9C%92%E5%A4%A7%E6%BA%AA%E5%BB%9F%E5%AE%87%E7%A5%9E%E8%B1%AC%E7%A5%AD%E5%8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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