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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各地「義民廟」神豬祭祀現況調查 

調查、撰文：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2011.8.10 

一、緣由 

  每遇社會呼籲取消神豬重量比賽，新竹義民廟祭典當局嘗以捍衛「祭典文化」、「客

家文化」自居，強調神豬比賽是義民祭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是客家人、不懂客家

文化的人不應置喙。然神豬重量比賽真為義民廟祭典不可或缺的一環嗎？本會訪查全台

「義民廟」神豬祭祀現況，尋找答案。 

二、寺廟資料來源： 

  根據民國 78 年出版的《褒忠義民廟創建兩百週年紀念特刊》、新竹縣文化局 90 年

出版的《義民心鄉土情—褒忠義民廟文史專輯》、內政部 93 年編印的《全國寺廟名冊》

及網路資料彙整，全台至少有 56 家供奉「義民」的廟宇，所謂「義民」包括：林爽文

與朱一貴事件的殉難者，以及一般無主孤魂的義塚等。 

  本報告將上述供奉義民的廟宇，統稱為「義民廟」。 

三、調查時間： 

  調查時間為 100 年 7 月。 

四、訪查結果： 

  電話調查結果：全台 56 家義民廟中，有效訪談 43 家。其中— 

  有全豬祭祀、但無比賽 22 家（51％） 

  無全豬祭祀 13 家（30％） 

  有神豬比賽 8 家（18％） 

  訪查發現全台 56 家義民廟中，約有 8 成的祭典，沒有神豬重量比賽；並有 3 成的義

民廟，只用一般牲禮祭拜，根本連全豬祭祀都未要求！顯示「神豬重量比賽」絕非義民祭

典「不可或缺」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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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全豬祭祀、但無重量比賽者的義民廟共 22家 

  包括：新竹縣新埔鎮集義亭、苗栗縣大湖義民廟、苗栗縣大湖鄉南湖義民廟（護安

祠）、苗栗縣頭份義民廟（忠義亭）、苗栗縣昭忠塔（革命先烈羅福星褒忠義民爺）、南

投縣里廣福宮、南投縣埔里鎮真元宮參贊堂、南投縣集集鎮萬善堂、南投縣國姓碧雲宮、

南投縣中寮義民宮、南投縣水里義民廟、南投縣國姓護國宮、南投縣國姓義民祠、南投

縣草屯無極褒忠義民宮、嘉義縣水上鄉義民廟（義民三公）、高雄縣旗山鎮旗美褒忠義

民廟、枋寮鄉東海村義士爺廟、花蓮縣鳳林壽天宮、花蓮縣鳳林褒忠亭、花蓮縣吉安鄉

褒忠義民堂、花蓮縣吉安鄉褒忠忠義堂、台東縣池上鄉褒忠義民廟（萬善祠）。 

  上述義民廟，以「南投水里鄉義民廟」祭祀的豬隻數量最多，大約 10 隻，重量約

100~200 台斤，並非超重的大豬。只要有殺豬公祭拜者，廟方就會發獎牌，但並無比賽。

其餘用全豬祭祀者，僅以 1、2 頭祭拜。 

  花蓮縣鳳林褒忠亭雖然仍有全豬祭祀，但受訪者表示：「農曆 7 月 20 日上午是義民

爺的慶典，下午則是普渡儀式。普渡通常有一頭豬、一頭羊祭祀，但無比賽。至於義民

爺慶典，約 10 年前本廟翻新，請示義民爺後，就已改依客委會頒布的祭典儀式，以麵

粉做的素豬素羊祭祀。」 

（二）無全豬祭祀、也無比賽的義民廟共 13家 

  包括：新竹縣竹東鎮惠昌宮、苗栗市義民廟、彰化市懷忠祠（十八義民）、彰化縣

埔心鄉忠義廟、南投縣埔里鎮義民祠（褒忠義民祠牌位）、南投縣魚池鄉德龍宮、雲林

縣北港鎮義民廟、雲林縣土庫鎮義雲宮、雲林縣林內鄉忠義公廟、高雄縣岡山義民救世

壇、高雄縣大社鄉義民公廟、高雄縣大寮鄉慈心堂、屏東縣潮州鎮忠義祠。 

（三）至今仍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廟宇 

 A.有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有 8家： 

1. 桃園縣帄鎮義民廟（褒忠祀） 

2. 新竹縣新埔枋寮義民廟（本廟） 

3. 新竹縣關西金錦山義民廟 

4. 苗栗縣獅潭義民廟 

5. 南投縣國姓鄉褒雄宮 

6. 嘉義市褒忠亭 

7. 高雄市義民廟 

8.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義民亭。 

  以上除了苗栗縣獅潭義民廟、南投縣國姓鄉褒雄宮是在「特定週年」才舉辦神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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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外，其餘 6 家義民廟則是每年都舉辦神豬重量比賽。【表一】 

  苗栗縣獅潭義民廟表示：「96 年開廟 100 週年紀念時有辦神豬比賽，下次就可能是

110 週年；並非以 10 年為限，而是經會議決定何時辦理週年祭祀，就有神豬比賽。」

另南投國姓鄉褒雄宮則表示：「遷廟興建 12、24、36 週年紀念就會辦神豬比賽，之前

24 週年時就曾辦過。」【表二】 

  特別的是，過去會舉辦神豬重量比賽的「南投草屯無極褒忠義民宮」、「高雄縣旗美

褒忠義民廟」、「花蓮縣鳳林壽天宮」等三家義民廟，因為信眾參加神豬重量比賽風氣日

漸式微，目前均已停辦神豬重量比賽。惟高雄縣的旗美褒忠義民廟仍會在祭典時宰殺

2~3 頭重達一千台斤的超重神豬。【表三】 

 B.參賽神豬的數量 

  就參加「重量比賽」的神豬數量來看，「新埔枋寮義民廟（本廟）」參賽神豬最多，

規模最大，至少需重達 400 台斤才有參賽資格。從訪談得知，95 年 400 台斤以上有 176

頭，96 年 82 頭，今（100）年 400 台斤以上有 120 頭，未達 400 台斤的神豬則有 30~40

頭。【表一】 

  高雄市義民廟、花蓮縣富里鄉義民亭次之，參加比賽的神豬約 20~40 頭；其餘義民

廟大多在 10 頭以下。【表一】 

  此外，有些受訪者表示，參賽神豬的數量多寡與「輪值區」有關，有時祭祀神豬數

量減少不一定代表神豬祭祀式微。例如，桃園縣帄鎮義民廟 96 年參賽的神豬有 25 頭，

99 年僅 2~3 頭，差距頗大。但廟方表示，這是「屬於街上（較都市化）的里，較少人

會殺神豬祭拜，因新搬入的人大都對此沒興趣，會參加神豬祭祀者，大都屬傳統的地方

仕紳。」嘉義市褒忠亭也有類似情況，「96 年輪值區位於『嘉義市區』，參賽神豬就少，

只有 3 頭。」99 年參賽神豬就有 8 頭！ 

 C.參賽神豬的重量 

  就參賽神豬的重量來看，每年舉辦神豬比賽的 6 家義民廟中，大多數都有超過一千

台斤（600 公斤！）的超重神豬入等，例如桃園縣帄鎮義民廟、新埔枋寮義民廟本廟、

嘉義市褒忠亭、高雄市義民廟。其中又以新埔枋寮義民廟本廟重達上千台斤的超重神豬

數量最多，近幾年來入等神豬中，每年至少有 20 頭以上超過一千台斤。【表四】 

  換句話說，專業的神豬代養戶光是為了供應這 6 家義民廟的神豬重量比賽所需，便

至少有 20~30 頭黑豬被下窟限制行動、每日強迫灌食。若加上飼養、搬運過程的死亡損

失，以及無法保證被選定豬隻是否可增肥至千斤，這些商業化「神豬」養殖業者勢必需

要飼養更多以確保供應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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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每年中元節會舉辦神豬比賽的義民廟 

NO. 廟名 訪談摘要 

1 
桃園縣平鎮義民廟

（褒忠祀） 

 由 13 庄輪值（輪祀區），農曆 7 月 20 日祭典。 

 96 年有 25 頭豬參加比賽，特等 1,730 台斤，實重 1,530 台斤（比同年新埔義民廟特等

神豬還重），頭等 1,490 台斤；另有羊角長度比賽，特等 2 尺 8 吋 5 分。 

 99 年參賽神豬只有 2~3 頭，最重的超過 1,000 台斤。受訪者表示，雖然 99 年比 96 年

參賽神豬數量少很多，但並不表示神豬祭祀的習俗逐年減少。因每次輪值的庄里不同，

一般而言，屬街上（較都市化）的里，較少人會殺神豬祭拜，因新搬入的人大都對此

沒有興趣，而會參加神豬祭祀者，大都屬傳統的地方仕紳。 

2 
新竹縣新埔枋寮義

民廟（本廟） 

 由桃園、新竹地區 15 大庄輪值，農曆 7 月 20 日祭典。 

 96 年訪談得知： 

95 年：參賽神豬超過 400 台斤以上 176 頭。 

96 年：參賽神豬超過 400 台斤以上 82 頭。 

 100 年再度訪查：參賽神豬超過 400 台斤以上共 120 頭；另低於 400 台斤有 30~40 頭。 

3 
新竹縣關西金錦山

義民廟 

 6 區輪值，農曆 7 月 10、11 日神豬比賽。 

 95 年參賽神豬 11、12 頭；96 年參賽神豬 10 頭，最重為 893 台斤。 

 受訪者表示，參賽神豬數量每年都不同，主要看每個區民眾的意願。得奬者廟方會發

獎牌與奬金，奬金由廟方每年開會決定，大約數千元左右。 

4 嘉義市褒忠亭 

 有 5 個輪值區，農曆 7 月 20 日祭典。 

 96 年是輪值區位於「嘉義市區」，參賽神豬較少，只有 3 頭，最重為 900 多台斤（實

重），此外還有羊一頭，閹雞 10 多隻。因市區少有人養豬，較多以閹雞代替神豬比賽。 

 99 年有 8 頭大豬參加比賽，最重的 1,080 台斤，能夠參賽的神豬至少要 600 台斤。其

餘還有 10 多頭 100~300 台斤的參加祭祀。 

5 高雄市義民廟 

 由四大庄輪值，農曆 7 月 20 日祭典。 

 95 年有 16 頭神豬參賽，最重的為 1,312 台斤（含籠重）；96 年有 26 頭神豬參賽，最重

的為 1,077 台斤（含籠重）。 

 99 年約有 20 頭神豬參賽，最重的 1,000 多台斤（實重），今（100）年參賽的豬公更多，

截至 7/25 已有 25 頭報名，且重量更重，都是上台北購買。 

6 
花蓮縣富里鄉竹田

義民亭 

 由四區輪值，農曆 7 月 20 日祭典。 

 94 年比賽特等的神豬是歷年最重，有 1,100 台斤，是向台北地區購買。95 年參賽神豬

30 多頭，最重是 600 台斤。96 年參賽有 40 頭，最重 600 多台斤。 

 97~99 年間，每年約有 30~40 頭神豬比賽，最重的約 600 台斤，特獎獎金約 1~2 萬元。 

【表二】特定週年才會舉辦神豬比賽的義民廟 

NO. 廟名 訪談摘要 

1 
南投縣國信鄉褒雄

宮 

農曆 7/15 及 9/15 都有一頭神豬祭祀，大約 200 斤左右，另有閹雞比賽，10 多隻閹雞，最重

的約 10 多斤。 

每遇 12、24、36 週年就會有神豬比賽，上次是 24 週年，許多村民會殺神豬祭祀，會比賽誰

的豬較重。 

2 苗栗縣獅潭義民廟 

每年祭典都只有 1~2 頭神豬祭祀，沒有比賽。 

只有遇到 10 週年祭典才會辦神豬比賽，通常有 10~20 頭豬參加比賽，獎金依每年不同，特

獎也有獲得 5 萬元獎金。最近一次是 2007 年遇到開廟 100 週年紀念時有辦神豬比賽，下次

就可能是 110 週年；並非以 10 年為限，而是經會議決定何時辦理週年祭祀，就有神豬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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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過去曾有，但目前已停辦神豬重量比賽的義民廟 

NO. 廟名 訪談摘要 

1 
南投縣草屯鎮無極褒

忠義民宮 

 受訪者表示，過去 2~3 年前確實有神豬比賽，但近幾年已經停止比賽了，因為時機不

好，許多人都不再祭祀神豬，豬隻少了，重量也小，也就沒有比賽。例如去年普渡時

只有 5~7 頭豬，每頭重量只有 300~400 台斤。 

2 
高雄縣的旗美褒忠義

民廟 

 2 年前有神豬比賽，後來因殺神豬祭祀的人越來越少，就無比賽，但每年仍有 2-3 頭

神豬祭祀，最重的也有 1100 台斤。 

3 花蓮縣鳳林鎮壽天宮 

 近幾年中元祭典時，只有廟方供奉一豬、一羊，祭祀後將豬肉分切送給寺廟委員吃平

安。 

 另，神農大帝壽誕會舉辦大雞比賽，14 台斤大雞取 5 等，頒發獎品，約有 10~20 隻雞

參賽。 

【表四】「新竹縣新埔枋寮義民廟」96~99 年神豬比賽等次及重量 

年度 比賽等次及重量 

96 年 有 1,029 頭豬隻領調參賽。特等為 1,714 台斤，共取 30 等，24 等以上的豬隻均超過 1,000 台斤。 

97 年 特壹等 1,512 台斤、特貳等 1,460 台斤、特叁等 1,315 台斤，共取 30 等，17 等之前的豬隻均超過 1,000 台斤。 

98 年 特等分別為 1,595 台斤、1,593 台斤並列，共取 30 等，28 等之前的豬隻均超過 1,000 台斤。 

99 年 特等 1,539 公斤，共取 30 等，17 等之前的豬隻均超過 1,000 台斤。 

附錄一：義民廟訪談結果一覽表 

編號 寺  廟 地  點 訪談結果 

1 台北縣中和義民廟 台北縣中和市 查無電話 

2 台北縣新店義民廟 台北縣新店市 查無電話 

3 桃園縣平鎮義民廟（褒忠祀）☆ 桃園縣平鎮市 有神豬比賽 

4 褒忠亭 桃園蘆竹鄉 電話有誤 

5 新竹縣新埔枋寮義民廟本廟☆ 新竹縣新埔鎮 有神豬比賽 

6 集義亭 新竹縣新埔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7 竹東惠昌宮 新竹縣竹東鎮 無全豬祭祀 

8 金錦山義民廟 ☆ 新竹縣關西鎮 有神豬比賽 

9 苗栗縣大湖義民廟 ☆ 苗栗縣大湖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10 苗栗縣南湖義民廟（護安祠）☆ 苗栗縣大湖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11 苗栗義民廟 ☆ 苗栗市 無全豬祭祀 

12 頭份義民廟（忠義亭） ☆ 苗栗縣頭份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13 三灣義民廟（永和山褒忠祠）☆ 苗栗縣三灣鄉 電話無人接聽 

14 獅潭義民廟  ☆ 苗栗縣獅潭鄉 有神豬比賽  

15 昭忠塔（革命先烈羅福星褒忠義民爺） 苗栗縣大湖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16 台中縣東勢義民塚 台中縣東勢 電話無人接聽 

17 懷忠祠（十八義民） 彰化縣 無全豬祭祀 

18 埔里廣福宮  ☆ 南投縣埔里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19 真元宮參贊堂  ☆ 南投縣埔里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20 義民祠（褒忠義民祠牌位） 南投縣埔里鎮 無全豬祭祀 

21 萬善堂 南投縣集集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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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魚池德龍宮 ☆ 南投縣魚池鄉 無全豬祭祀 

23 國姓碧雲宮 ☆ 南投縣國姓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24 國姓褒雄宮 ☆ 南投縣國姓鄉 有神豬比賽 

25 中寮義民宮 ☆ 南投縣中寮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26 水里義民廟 ☆ 南投縣水里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27 草屯褒忠宮 ☆ 南投縣草屯鎮 電話無人接聽 

28 國姓護國宮 ☆ 南投縣國姓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29 國姓義民祠 南投縣國姓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30 草屯無極褒忠義民宮  ☆ 南投縣草屯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31 忠義廟 彰化縣埔心鄉 無全豬祭祀 

32 英烈祠 彰化縣永靖鄉 空號 

33 北港鎮義民廟 雲林縣北港鎮 無全豬祭祀 

34 忠義祠 雲林縣斗南鎮 空號 

35 義雲宮 雲林縣土庫鎮 無全豬祭祀 

36 忠義公廟 雲林縣林內鄉 無全豬祭祀 

37 嘉義褒忠亭（褒忠義民廟）  ☆ 嘉義市 有神豬比賽 

38 義民公正廟 嘉義水上鄉 電話無人接聽 

39 忠義公廟（忠義公） 嘉義縣民雄鄉 電話是傳真 

40 義民廟（義民三公） 嘉義縣水上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41 甲仙褒忠義民亭  ☆ 高雄縣甲仙鄉 接電話者不清楚 

42 義民公廟 高雄縣大社鄉 無全豬祭祀 

43 旗美褒忠義民廟  ☆ 高雄縣旗山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44 大寮 慈心堂  ☆ 高雄縣大寮鄉 無全豬祭祀 

45 岡山 義民救世壇 高雄縣岡山鎮 無全豬祭祀 

46 高雄市義民廟  ☆ 高雄市 有神豬比賽 

47 屏東縣六堆忠義祠(竹田義民亭) ☆ 屏東縣竹田鄉 電話無人接聽 

48 忠義祠 屏東縣潮州鎮 無全豬祭祀 

49 義士爺廟 枋寮鄉東海村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50 鳳林壽天宮  ☆ 花蓮縣鳳林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51 鳳林褒忠亭  ☆ 花蓮縣鳳林鎮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52 褒忠義聖堂  ☆ 花蓮縣吉安鄉 受訪者不清楚 

53 竹田義民亭  ☆ 花蓮縣富里鄉 有神豬比賽 

54 褒忠義民堂  ☆ 花蓮縣吉安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55 褒忠忠義堂  ☆ 花蓮縣吉安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56 褒忠義民廟（萬善祠）  ☆ 台東縣池上鄉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有效訪談家數 43 家 

有神豬比賽 8 家 

有全豬祭祀、無比賽 22 家 

無全豬祭祀 13 家 

☆ 記號表示，屬於「新埔枋寮義民廟台灣區褒忠義民廟聯誼會」會員。引自〈台灣各地義民廟簡介〉，頁 200-223。《義

民心鄉土情—褒忠義民廟文史專輯》，2001 年，新竹縣文化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