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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

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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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以田调方式并结合书面资料的使用来研究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的华人传

统宗教信仰的传承与其历史。本论文主要以诗巫黄三仙姐神坛为主要讨论对象。所

使用档案包括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所出专书以及黄三仙姐神坛所存有资料集。本田

调工作历时两个学期合计大约五个月左右。整个过程包括笔者对特定人物进行访谈，

实地考察，资料收集等。本论文主要内容为整理与记录诗巫华人对传统信仰的看法

及其历史渊源。 

关键词：砂捞越 诗巫 宗教 基督教 民间信仰 黄三仙姐神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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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本论文首要研究对象为马来西亚砂劳越州，诗巫市黄三仙姐神坛。本论文研究

动机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探讨诗巫华人社区民间信仰的特点；二、记录传统民间

信仰在诗巫的发展过程与其历史。 

根据 2010 年释出的官方资料显示目前传统民间信仰仅占全国信仰人口的 1.3%。

这其中更包括儒教、道教、氏族、民族、部落信仰等。
1
从资料显示可明显得知目

前民间信仰的人口是逐渐趋向没落。 

图表一：马来西亚 2010 年官方宗教人口分布图
2
 

 

                                                           
1 国家统计局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Official Portal 网址： 
https://www.statistics.gov.my/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cat=117&bul_id=MDMxdHZjWTk1SjFz
TzNkRXYzcVZjdz09&menu_id=L0pheU43NWJwRWVSZklWdzQ4TlhUUT09 
2 同上。 

伊斯兰教, 
61.30% 

佛教, 19.80% 

基督教, 9.20% 

兴都教, 6.30% 

其他宗教, 
0.40% 

无宗教, 0.70% 未知, 1.00% 儒教、道教、传统

宗教信仰,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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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来说，讨论砂劳越诗巫华人社区的宗教向时，一般情况下普遍上都会主

观地以为该区华人为基督徒或是天主教徒。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使许多人都忽视了

除基督教以外在诗巫其他的宗教信仰。 

诗巫华人社区的福州籍华人可分为闽清籍和古田籍。因移民历史使然，使诗巫

的福州移民多为基督徒。诗巫福州耕场领主黄乃裳先生本身也是一位虔诚的传教士

（刘子政，1997：23），之后接替黄乃裳职位的是一位来自美国卫理教会的富雅各

（James Hoover）传教士。（Lee Yong Heng，2003:8）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而然

的基督文化的传播与基督教的成长自然比其他宗教更为茁壮。 

然而，这并不表示所有当地华人都信奉基督教。在基督文化的大环境下仍然有

一小批民众信奉其他宗教。其中一个就是传统民间信仰。虽然在本地谈论诗巫民间

信仰的研究非常少见，但笔者希望能透过这项研究，对诗巫华人传统民间信仰记的

书写上略尽一份绵力。 

 

 

 

 

 

 



3 
 

第二节、 文献回顾 

在人们的既定刻板印象中，举凡说起砂劳越第一个想起的是拥有得天独厚的天

然资源并取之不竭；而诗巫省则是有新福州的别称，以及种类繁多的小吃。 

在宗教课题上诗巫省是马来西亚拥有最高聚集密度的基督文化社会。许多人在

讨论诗巫省华人宗教信仰时皆以基督教、天主教为主，并且讨论重点大多数为基督

教在诗巫省的成长历史，基督徒在当地的贡献与教堂教会分布等。鲜少有论文或书

籍全面的讨论诗巫省华人的其他宗教信仰。 

刘子政在其书《砂劳越史事论丛（第四辑）》中提到了关于基督教如何传入诗

巫，但他的这本著作对其他宗教书中并无过多叙述。透过这本书帮助笔者了解诗巫

早期面貌。此外，由诗巫兴化莆仙公会出版的《诗巫兴化人百年移民史》中也讨论

基督教如何在诗巫省的散播做出了解答。同样的，对于其他宗教也是没有太多的叙

述。 

此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著的《“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与过伟的

《中国女神》帮助笔者在了解诗巫黄三仙姐是否来自中国神话体系中收获不少。 

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诗巫省福州籍华人都信奉基督教，任然有一小支华人是

信奉其他宗教。其中以佛教，道教，和传统民间信仰为主。陈爱梅所著<谁是佛教？ 

佛教是谁 ？（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探析）>中佛教徒被分为三大类。其中针对理

解佛道教以及传统信仰的定义与划分有很大帮助。让笔者在理解佛道与传统信仰的

过程中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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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三仙姐神坛处发现两本信徒自行印制但未发表的小册子《缘起》与《我的

故事》，详细地描写与记录了黄三仙姐神坛的创建历史与背景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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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  

鉴于本文课题的罕见，本论文主要是笔者透过口述访谈，笔者本身的经历与体

验，并参阅各种相关的文献资料以作为本研究的主要使用材料。目前所悉，对于黄

三仙姐神坛的研究可说是完全没有的。笔者仅收集到一篇报章报道，以及两本神坛

信徒编撰关于乩童与三仙姐结缘过程的小册子。在研究开始前笔者利用网络搜寻引

擎 CNKI,www.google.com , www.baidu.com, www.angkongkeng.com 来搜寻关于黄三

仙姐/玉封皇三仙姐的资料，仍是一无所获。 

（一） 田野调查 

笔者首先透过黄三仙姐神坛信徒的牵线得以与乩童取得联系以便进行采访工作。

另外，因研究对象地点位于砂劳越，碍于有限的经费与时间，笔者的田调方式以两

种方法进行。其一，笔者透过电话对神坛负责人进行访谈以收集论文所用基本资料。

其二，在学校放假期间笔者亲自前往砂劳越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对特定人物进行更

详细的采访工作。在采访期间，笔者以录音以及拍照存证的方式，以便让研究过程

更完善。笔者也将在神坛处进行实地观察，以便更详细且深入了解该神坛的活动。 

（二） 文献资料 

本论文所使用材料主要以田调方式获得，但是为了更完善研究所需要的数据，

笔者也采用传统文献资料。首要的文献资料分为报章剪报，牌匾，照片，神坛的文

字记录本。笔者也前往砂捞越文化协会资料室搜集资料与寻找可用的剪报等。另外

为了让论文中对华人宗教的归属进行更准确的划分笔者也运用了政府官方档案。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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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运用的官方档案为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Malaysia 即国家统计局所释出的网络

开放资料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Report 2010 

(Updated: 05/08/2011)。 

第四节、 研究难题 

研究过程中面对的首要难题是碍于经费与时间，这使笔者无法多次前往研究处

进行实地考察。所以，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只能借着学校放假期间才能前往进行实地

考察。 

其次因本论文主要研究对象黄三仙姐神坛负责人属于老一辈的诗巫人，她们以

较文言式的福州方言为主要沟通语言，笔者因方言造诣浅薄时常面对沟通不良的窘

境。语言沟通不良导致笔者在撰写论文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分析与理解在访谈

中所收集到的访谈资料。 

其三，笔者对当地交通状况不熟悉，以及路程遥远等问题许多地方。这使笔者

无法多次造访而造成些许遗憾。此外，诗巫当地尚有许多私营的神坛和地处偏远的

神庙，而笔者碍于有限的时间，所以无法对之进行彻底的研究，所以本论文尚存有

可修改与增删的内容。 

再来，因本论文以口述历史为主，为了增加本研究的可靠性笔者也使用文献材

料作为辅助。由于许多文献资料保存不良导致失去了其使用价值，实属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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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诗巫华人宗教信仰历史 

第一节、 诗巫传统华人宗教信仰发展简析 

马来西亚是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合乎自己心意的宗教信仰。

而在砂沙两地更没有所谓国教，而华人在宗教上与其他族群相比之下更具多元化。

诗巫华人主要的宗教就有西方的基督教，而东方的代表有佛教，道教，以及传统的

华人民间信仰等。 

本文仅对砂劳越诗巫的宗教做一个浅析，在诗巫绝大部分的华裔信奉基督教信

仰，这是具有其历史背景的原由所致。早年传入诗巫的基督教可分为四大派系，最

早进入传入的为圣公会早在 1848 年左右传入，接着按顺序为天主教会大约传入时

间为 1880 年代、1900 年代传入的卫理公会以及 1910 年代传入的安息日教会。
3
以

目前来说占据高度活跃和保持高度影响力的为天主教会和卫理教会。 

基督教传播之快在于当时中国南来的移民中大部分已是基督教徒。这更有利于

教会在当时的传播立足与生存。以天主教来说当时的教会中神职人员除了传播教义

外，同时也在社群中扮演着医生和教师的角色。 

这些服务成了当时相当吸引华人入教的条件。而卫理公会在诗巫的传入与福州

耕场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当年南移的耕民大部分都是卫理教徒，他们的领袖黄乃

裳本人也是一名传教士。就算其他尚未信教者也常有人在同乡的劝告下皈依。遂让

基督教能在诗巫快速的传播。 

                                                           
3 吴崇海，<基督教与砂劳越华族社会>，饶尚东，田英成编，《砂捞越华族研究论文集》，马来西

亚：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1992，第 92 至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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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诗巫省的民间信仰的起源笔者以当地目前依然留存的诗巫大伯公庙中所存留

的碑文为依据推断为在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间开始兴盛。大伯公庙是诗巫省最

早建造的神庙。伯公庙中石碑上记载着“大清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酉桂月同修造吉

旦”光绪为清朝顺位第六位皇帝德宗的年号，在位期为公元 1875 年至 1908 年间，

而二十三年次即光绪在位第二十三年即是 1897 年，时年丁酉年。 

下图是诗巫大伯公庙内的石碑外观。 

图一：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简史石碑 

 

郑龙威拍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诗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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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捞越华人民间信仰以神灵崇拜为主。信奉神灵的首要条件是相信神有超能力，

信徒因此祈求神明的庇佑，并且祈求神明能化解信徒的心结或麻烦。信徒透过对神

灵的祭拜与侍奉，以祈求心安并达到慰籍心灵的作用。此外，一些神灵的乩童本身

也兼具着中医或者巫医的技能为民众治疗看病。普遍上，大部分的神灵信仰都具备

神明下乩的服务，当人们面对生活中的难题和迷茫时，向神明祈祷和询问解决方法

更是成为了民间信仰在诗巫日渐广泛的原因之一。 

为了研究与了解为何在近代基督教与民间信仰的落差，笔者对周遭随机挑选的

亲友进行了访问以及观察，以便收集与理解在现代诗巫华人是以什么原因与看法来

选择他们的宗教信仰。根据笔者的观察主要因素可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个人因素，

其二是环境因素。 

个人因素包括个人对宗教理解与选择，及现今宗教对年轻人的价值。当年轻人

对生活对未来感到迷茫与无助时，宗教将给予很大程度慰籍和起到安抚心灵的作用。

此外，在诗巫大部分学校都拥有独立的团契活动。不论是卫理公会或天主教都同样

拥有团契活动。
4
所谓团契就是聚会，一起增进彼此的关系以及与上帝的关系，追

求信仰以及分享神的话。也可以联谊弟兄姐妹的感情。
5
 

活动的举办与团契团体的建立对年轻人在选择宗教的抉择上拥有一定程度的影

响。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少年拥有许多空暇的时间，而基督教的团契活动给予了青少

年一个参与课外活动的机会，无论在认识新朋友或者举办生活营等活动，均让青年

                                                           
4
林琦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11 月 7 日，透过电话访问。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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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团契活动中找到归属感。此外，每个周日的礼拜活动也提供一个管道让青少年

聚会以及和教会内的兄弟姐妹互相讨论生活和交换意见。 

再来，教会里的神父或牧师在面对青少年面对困难和疑惑时也能给予意见或是

解决方法。反观传统的华人民间信仰的日常活动并没有教会的团契活动精彩。以笔

者自身经历为例，无论是佛教或是民间信仰鲜少举办与团契活动相似的活动。以民

间信仰来说一般上全年也就在特定的日子，例如某神明宝诞等大型庆典时才会有信

徒齐聚一堂的景象。此外，青少年在面对疑惑时仅能透过问事，求签或烧香等较为

被动的方式需求解答。教会与民间信仰相比较下青少年难免更倾向教会中神父或兄

弟姐妹所能给予的更贴近现实与实际的解决方法，从而影响了青少年对宗教的选择。 

其二，大环境因素，这包括了家庭，工作，甚至身边亲友的影响。笔者访问了

数位身旁亲友后得到一个结论，认为在现代群众在宗教的选择上大部分都受到家庭

的影响。家长所信奉的宗教信仰会在不自觉中，或刻意的把自己的宗教观念传递给

孩子或后代，而大部分后代并不会拒绝家长的好意。当然也有少部分的例外出现，

而这些例外事件中有部分是受到身边朋友或工作上同事的影响，或者受到谋宗教的

教义或活动所吸引而选择改变与家长同样的信仰。 

另外，也有一些民众在宗教选择上也受到了自身工作性质的影响。当然其中最

大的影响力笔者认为与家庭是具有较大程度的关系。笔者以自身的田调结果作为本

观点佐证。笔者所选择的所有访谈者皆是诗巫人，年龄介于 20 至 25 岁。 

 



11 
 

笔者首先对受访者提出统一的问题。试问是以何种角度或原因来选择宗教？对

此林琦对笔者说道： 

我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在我家我算是第四代，我也是因为家庭的背景然

后接触基督教这个宗教。而且上帝真的帮我和我的家人很多。每次面对到瓶颈，就

上帝帮助我度过难题，让我要依靠祂来完成。没有祂不可能做到的事。6
 

此外另一个受访者 Vincent Khoo 也说到： 

对基督徒来说，因信称义因信得福，信基督得永生。信基督就能进入天堂。所

以我信基督教那我就可以进天国。再加上我家里本来就是信基督教的。7
 

大部分受访者都告诉笔者会选择基督教皆是因为家人的影响。龚纠豪 8和

Mabel Wong9都表示因为家里本是基督教所以在耳濡目染的情况下自己也选择了基

督教作为自己的宗教信仰。 

第二节、 诗巫市区内主要教堂与庙宇简介 

本篇章所记录与收集的教堂与庙宇资料主要是基于笔者本身对于诗巫区域的认

识与见识来撰写。此外笔者也运用了基督教网络10对教堂的收集与整理。 

                                                           
6
林琦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11 月 7 日，透过电话访问。 

7 Vincent Khoo 先生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11 月 7 日，透过电话访问。 
8 龚纠豪先生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11 月 6 日，透过电话访问。 
9 Mabel Wong 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11 月 6 日，透过电话访问。 
10 今日基督教会网络咨询系统，网址：http://today.vrchristian.com/item-list-catid-1-aid-

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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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今日基督教会在网上发布的资料显示目前全诗巫拥有高达 47 间不同的教堂。

以下记载的仅是卫理公会的教堂。 

表一：诗巫区内卫理公会教堂名称总览 

诗巫圣道堂卫理公会 
 

福源堂卫理公会 新福源堂卫理公会 诗巫锡安堂卫理公会 

诗巫新安堂卫理公会 诗巫怀安堂卫理公会 诗巫平安堂卫理公会 诗巫天恩堂卫理公会 

诗巫卫斯理堂卫理公会 诗巫宣道堂卫理公会 诗巫宣恩堂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万民堂 

卫理公会爱民堂 卫理公会再恩堂 卫理公会道安堂 卫理公会道仁布道处 

卫理公会民安堂 卫理公会救世布道处 卫理公会实兰沟布道处 卫理公会实达板布道处 

诗巫天道堂卫理公会 诗巫救主堂卫理公会 诗巫恩道堂卫理公会 诗巫天赐堂卫理公会 

诗巫真源堂卫理公会 诗巫真仁堂卫理公会 诗巫真安堂卫理公会 诗巫新福堂卫理公会 

诗巫荣福堂卫理公会 诗巫幸福堂卫理公会 诗巫榕南堂卫理公会 诗巫道源堂卫理公会 

诗巫天安堂卫理公会 诗巫源善堂卫理公会 诗巫鸿安堂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兴安布道处 

卫理公会积善布道处 芦恩堂卫理公会 卫理教会福临堂 招福堂卫理公会 

懿光堂卫理公会 卫理公会新港门布道处 卫理公会真元堂 卫理公会圣光堂 

卫理公会福民布道处 卫理公会三一堂 卫理公会进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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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上所显示的仅是卫理公会的教堂。而根据笔者的田调表示其他尚有天主

教教堂数座。较为著名并坐落在市区内的天主教堂有五座左右。全部卫理公会和天

主教教堂合计超过 50 座。 

表二：诗巫市区内著名天主教教堂总览11 

St. Teresa Church St. Mary’s Church 

ST. Michael Church Sibu Jaya St. John Church Anglican Sibu 

Sacred Heart Chotolic Church Sibu  

 

表二显示的是笔者透过田调所采取的数据，然而笔者相信还有一些在笔者认知

以外的教堂存在。以上记载仅是在诗巫市区较为著名的天主教教堂。 

而庙宇分布方面，根据笔者在报章12以及田调所取得能确定的仅有大约 10 间左右。

在庙宇分布上无法采集到一个准确的数据这是因为许多神坛以私坛或家居的方式经

营，若无相熟的当地居民带路是很难找到确切地点的。本文所记载的仅是数间著名

的神庙而已。 

 

 

 

 

 

                                                           
11 表二所记载为天主教堂，这并非官方数据，仅是笔者田调成果。 
12 《诗华日报》，2016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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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诗巫区内寺院与神庙总览13 

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 诗巫妙理雷藏寺 玉龙山天恩寺 

砂捞越凤凰山二霸王公庙 诗巫观音堂 黄三仙姐神坛 

二仙姐仙坛 诗巫济公活佛庙 诗巫太上老君庙(三清贯) 

诗巫再也白莲大教士法院 诗巫南海普陀寺 诗巫佛教(泰)静修中心 

峇都福石亭大伯公庙 诗巫路民安亭大伯公庙 诗巫同乐社 

砂州玉封探花府（金令坛）   

 

表三显示的是笔者透过实地考察与报章报导所整合出的诗巫区的寺院与神庙。

笔者相信尚有许多为受到记载的寺院神庙。表三中以诗巫永安亭大伯公庙历史最悠

久也是诗巫著名地标之一。 

 

 

 

 

 

 

 

                                                           
13 表三所记载的寺院与神庙包括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宗教场所。这并非官方数据，这仅是笔

者透过田调以及报章报导后所整合的数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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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黄三仙姐神坛 

马来西亚是一个拥有宗教自由的国家。除了马来民族大部分必须信奉伊斯兰教

外，其他马来西亚的民族拥有可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鉴于这种对宗教选择开

放的理解为前提下，马来西亚的宗教发展是繁杂以及特殊的。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

其中主流的宗教信仰就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

而本章节将主要讨论目前在华人社会中处于逐渐没落的华人传统民间信仰并以黄三

仙姐神坛为例。 

简单来说宗教是对神明的信仰与崇敬，若给予一个广义的定义，宗教是一套信

仰，是信奉者对宇宙与世界的解释。笔者认为宗教并没有高贵低俗之分，宗教仅作

为一个人心的一种寄托，对于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超自然现象的一个解释。此外宗

教也具有安抚人心与坚强内心的用途。在这里并不会对宗教进行高低分类。根据陈

爱梅学者在其论文《谁是佛教？ 佛教是谁？（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探析）》中

提到对宗教认同感的解释为宗教信仰身份的归属问题，有时是别人给予的定位，有

时是自我的认知和认同。（陈爱梅，2015:76）笔者认为只要心存善心，鼓励做善

事，拥有正确的道德与价值观，那么那就是一个好的宗教。 

三仙姐信仰是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的一支，它的祭祀呈现出民间信仰的多元化特

色，其中融合了佛道以及传统华人习俗的成份，这种特色反映在此类庙宇所供奉的

神明上。以诗巫黄三仙姐神坛为例，玉皇三公主被供奉为庙中主神，但与此同时庙

宇内也可供奉其他民间信仰的神祇以及佛道教的神明也都出现在神坛上。其中有观

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齐天大圣，黄大仙，土地公，如来佛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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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节主要采用口述历史（电话访谈），实地考察，以及实际参与观察的研究

方法来对黄三仙姐神坛进行一个介绍与探析。本文内容主要依据笔者对神坛的乩童

黄女士以及神坛信徒进行访问与整理后所撰。 

第一节、 黄三仙姐神坛简介 

黄三仙姐神坛位于砂捞越诗巫市中心临近的住宅区内。若不是熟悉的人都不会

注意到有那么一座神坛的存在。黄三仙姐神坛是以民宅改制而成，图二所示为黄三

仙姐神坛外貌。 

图二：黄三仙姐神坛外观 

 

郑龙威拍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17 
 

从外观上看黄三仙姐神坛更像是一般民宅甚于庙宇，然而实际上该处是一个具

有 52 年历史的神坛。黄三仙姐神坛成立于 1964 年，并且该坛负责人黄爱花女士

是一位女性同时也身兼乩童的工作。这是一般比较少见的情况，因为普遍上乩童都

是男性出任。 

黄三仙姐神坛名称本是三仙姐神坛，供奉名为皇封玉女三仙姐的主神，而目前

所使用黄三仙姐则是因为乩童本身姓黄再加上为了避免他人假冒她的名义而改成现

在所使用的名称。 

庙内所供奉的主神是皇封玉女三仙姐。其他的有观音菩萨、黄大仙、地藏王菩

萨、土地公、齐天大圣、哪吒、如来佛祖以及关公。对于神像的来源黄女士说： 

这些神像都是信徒所赠送的，我们本身并没有买任何神像。14 

根据笔者考察所得庙中神像由信徒所赠，而画像则是有信徒在梦中受到三仙姐

托梦，而此后变把梦境中三仙姐绘成画像并赠于神庙做为纪念。三仙姐神像是放置

在庙宇客厅里，面向神坛大门。而神台上还写着一副对联。 

 

 

 

 

                                                           
14 黄爱花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10 月 16 日，诗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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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神台对联 

 

郑龙威翻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图三显示的是黄三仙姐神坛上所刻写的对联。上联“金炉不断千年火”；下联

“玉烛长明禹春灯”。横批：“仙神光普照”。 

黄三仙姐神坛的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七时左右到晚间七时左右。实际上并没有

一个准确的开放时间，因其是以家居式的方式经营所以在时间上也比较随意。一般

上信徒在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前来烧香祈福，平日主要的服务是问事，小孩收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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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逢新年期间也有安太岁和改运等服务。另外每逢清明节或农历七月半时也会有

协助焚烧祭品纸钱15的服务。 

黄三仙姐神坛的主要庆典一年有两个。其一是农历正月二十日为三仙姐下凡日；

其二，农历六月二十九日的三仙姐宝诞。庆典期间庙内香火格外鼎盛，信徒等齐聚

一堂祈福聊天而庙方会举办宴会来宴客以达到替神明庆祝的作用。 

图四：黄三仙姐神坛庙内主神像 

 

郑龙威翻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图四显示的是黄三仙姐神坛内的主神像，即三仙姐的塑像。 
                                                           
15 在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半时庙方会协助信徒焚烧纸钱或祭品，详细过程见第三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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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黄三仙姐神坛信徒所赠三仙姐画像 

 

郑龙威翻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根据黄女士告知这幅画是某信徒在梦中受到三仙姐托梦并且持续梦到这幅画最

终信徒将梦境画出后赠与黄三仙姐神坛以做纪念。16 

                                                           
16 黄爱花女士口述，郑龙威访谈，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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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黄三仙姐神坛创立过程与传说17 

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建立在其拥有某些独特的价值与需要，因社会的需要而衍生

并存在。宗教也不例外，在生活上遇到迷茫困顿而心灵感到空虚和无所寄托时，宗

教就成了心灵寄托的良伴。笔者认为黄三仙姐神坛作为一个民间信仰而存在也是因

其受到需要而存在的。本章节内容是笔者透过与神坛的乩童进行访谈并整理而成。

此外，本章节并不会讨论与评论在民间信仰中不合逻辑的超自然现象以及迷信成分。

本章节主要论述乩童本身的人生经历，以及如何成为乩童，并成立黄三仙姐神坛的

前后过程。 

在民间信仰中，乩童的身份为连接神仙界与人间界的传媒。简单的理解可以认

为是神明在人间的使者或者宗教中祭师的身份。普遍上乩童具有和神仙沟通的能力，

并且在信徒问事是将神明的旨意传达给信徒。此外，一般上乩童都是男性，当然也

有女性为乩童的例子。在不扶乩的时候乩童的生活与一般民众并无太大差异。然而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成为乩童。不同神明的乩童都拥有各自不同的契机或际遇

的导致他们成为乩童。 

以黄三仙姐神坛的乩童黄妙莲女士为例，黄女士家境贫困，家乡于民丹莪一个

名叫东来（Tulai），前道头18的小地方。幼年时因家境贫困，而该处地方经济发展

缓慢，导致当时的民丹莪并没有一个好的工作机会。黄女士父母皆身有隐疾导致无

                                                           
17 在研究进行前笔者透过网络搜寻引擎如中国知网，www.goole.com , www.baidu.com, 
www.angkongkeng.com 搜索关于三仙姐的资料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相关研究。此外笔者也参考了

过伟，《中国女神》一书，依然还是没有相关的资料。本节内容皆由笔者对庙宇乩童进行访问后所

著。 
18 前道头估计是当地人的自译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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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正常工作，这造成她的家境更是比一般人贫穷。三餐不继是常有的事。对于当年

的困顿生活，黄女士表示： 

“当时我们家穷，连吃饭都成问题。再加上父母生病不能做工，为了吃饭我经常

自己去野外寻找野菜，水果那些来吃。大慨八九岁的时候就帮助邻里打扫屋子，照

顾小孩来换吃的”19 

童年虽然困顿，但是黄女士并没有自暴自弃，她努力的寻找活下去的办法，例

如摘野菜和在邻居处打工来换取食物。此外黄女士也说到她小时候非常害怕杀，此

外看到虫蛇之类野物也不会刻意去打死它们。 

“小时候就不喜欢那些画面，曾经看到有人杀猪而感到猪很可怜，我还哭了那时

候。”20 

黄女士小时候是一个善良和懂事的孩子，但是家境的贫困与父母的疾病对于一

个不过七八岁的幼童来说不免感到绝望。她回忆说那时她经常偷偷哭泣，因为想到

父母生病久久不愈。而在大约七八岁时某天在夜晚她看见“三仙姐”的出现，此外

在夜晚睡着后也时常梦见那位白衣女子。当时她并不知道那是神仙以为是自己撞鬼

了。并且对自己看到“三仙姐”的现身而感到害怕。 

“有一晚，在半夜里，我往门口一看，见到白衣女人正站在那儿。”21 

                                                           
19 黄爱花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8 月 7 号，透过电话访问。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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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住在那种亚达屋，差不多每天都梦见一个穿着白色长衣的女人盯着我看，

那时候以为是鬼对祂的出现是非常害怕的。所以我一醒来就和我妈妈说并且大哭。”

22 

此外她也说这个灵异事件一直持续数年，到后来 12 岁的时候母亲患上眼疾，

近乎失明，而同时弟弟早夭，一家人处于一种愁云惨雾的氛围中，原本就不如意的

生活更是给了她一个沉重的打击。然而破屋更遭连夜雨，命运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放

过她，在她 14 岁那年，父亲中风。家庭的重担落在她和她姐姐的身上，她对于父

母的病疾深感忧心，日夜对着天地祷告希望父母的病得以好转。而在这期间她依然

时常梦到那个白衣女子，然而在梦中那白衣女子从未对她说过话。而她对白衣女子

的出现依然无所适从。 

与黄女士的访谈过程中，黄女士告诉笔者，她认为她所经历的这些事都是三仙

姐给予她的考验。她回忆说最主要的三“险”23为一次她在山林中捡柴时迷路了，

并且在山林中遇到一高一矮，两个仙人欲将她带走，她大哭并且祷告希望祂们放过

她。而此时时常在梦中出现的白衣女子在危机时出现并且协助她脱困，之后她才成

功回到镇上。第二次在她从民丹莪来到诗巫工作时，某天她买了福州饼在回家的路

上遇到一个穿着黑衣杵着拐杖，并把头发用钗盘起的老人向她索取食物，原本她并

没有理会那老人家，但是最终她觉得那个老人家比起自己更需要食物，最后她把唯

一的福州饼给了那个老人。 

                                                                                                                                                                             
21 同上。 
22
黄爱花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8 月 7 号，透过电话访问。 

23 福州方言 hiang1，意指危险和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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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黄女士的生活并没有好转。大约在她 16 岁时，她的父母双双因病

与世长辞，她需要钱办理父母身后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与两个她的朋友决

定玩碟仙希望碟仙赐予她中万字的机会。对于这件事，黄女士说： 

“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了，没有钱，父母棺材那些又需要钱，我实在想不到办

法，最后和朋友两个决定玩碟仙，希望给我中一次大奖。但是碟仙一般上请到的是

孤魂野鬼，我不要，所以我去大伯公庙那边掷杯，要求真正的仙上来。而且也问大

伯公是否真的会中万字。”24 

然而命运仿佛开了她一个玩笑，那一次的彩票她并没有中。反而亏了五十仙。

在绝望伤心之际，她当场大哭，并且责问天地为何要这样欺骗她。她又玩起了碟仙，

希望碟仙可以给她一个交代，而在过程中碟仙突然问她是否怕死。她回答说不，突

然她就晕倒了。对于那次遭遇，黄女士缓缓道来： 

“我看到一条很长的大路，沿着大路走下去突然前方有一条河出现阻断了路，然

后对面来了一群古装的女子对着她笑，然后还有一个老人家，之后出现了那个梦中

的白衣女子，我就告诉白衣女子是不是你要来带我走了，白衣女子就说不是，我有

一个工作给你，而你现在必须回去了。并且和我说等晚上七八点那样会再见到她

的。”25 

                                                           
24
黄爱花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8 月 7 号，透过电话访问。 

2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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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女士回忆说她就从梦中醒来，并且仿佛是灵魂出窍的感受，回来的时候还看

到自己躺在地上。而后在次日七八点的时候，她遵从梦中白衣女子的要求穿上白衣，

冲凉然后躺着睡觉，然后她感到自己意识清楚但是体内仿佛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存在。

这就是她首次被仙姐上身的经验。而她才明白所谓工作就是当三仙姐的乩童。此外，

黄女士也告诉笔者说当乩童也是有条件的，必须进行修炼和吃素。尽量多做善事帮

助他人等等。 

黄女士也对笔者说，她并非一开始就是三仙姐的乩童，期间也当过观音娘的乩

童。但是那只持续一小段时间，现在仅是三仙姐的童身而已。26 

根据黄女士的回忆她说她从事乩童距今已有大约 40-50 年了。根据笔者在报刊

上所看到的报道显示具体年份应是 52 年。根据黄女士的说法在这期间虽然也有收

过徒弟但是碍于某些原因最终并没有留下。而三仙姐的乩童目前仅有黄女士一人而

已。 

第三节、 黄三仙姐神坛提供之服务内容 

黄三仙姐神坛主要的服务是问事。问事的内容广泛，但是主要以关于事业，爱

情，婚姻，前途，运势，健康，风水等问题。黄三仙姐的神坛是以文乩为主。在扶

乩过程中，乩童会双手持香口中默念咒语，然后闭上眼睛并且对着天地拜三下，接

着乩童就会坐下这标示着神明已经上身，在问事过程中乩童是闭着眼睛的。并且根

据笔者自身的经验，乩童的说话的声音和腔调在起乩前后是有些许不一样的。信徒

大多跪着或坐在地上，并告诉乩童自己所面对的问题。乩童会根据问题给予回答和

                                                           
26
黄爱花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8 月 7 号，透过电话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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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一般上会给予信徒符咒，符咒的用途有三大类，佩戴在身上保平安，或者焚

烧后合着水喝下，或者点燃符纸后在信徒头上顺时针转三圈，同时信徒心中祷告祈

求的事得以成真。当问事过程完成后，乩童会站立然后睁开眼睛那标示着神明已离

开的意思。 

除了问事之外，较为常见的服务还有在清明节和农历七月半时协助信徒焚烧纸

钱和祭品。这是因为在当地一些人的认知中若在野外随意焚烧这些祭品，很有可能

祭品并不能送到给祖先手中，而是被路边的孤魂野鬼所拿走。相反的在神坛里的火

炉焚烧祭品时，神坛会协助家属在焚烧祭品前，会先以一张写有符咒的黄纸上写上

祭品受惠人姓名等资料，这黄纸的作用作为引路和指路的功能，并且可以阻止祭品

落入无主野鬼手中。
27
 

 

 

 

 

 

 

 

                                                           
27
黄翠萍女士口述，访谈者郑龙威，2016 年 8 月 7 日。透过电话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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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摆放在神坛外老旧的火炉 

 

郑龙威拍摄，摄于 2016 年，10 月 17 日，诗巫。 

图六显示的火炉主要用处为焚烧纸钱，以及莲花金等。 

其三，神坛也有协助信徒安太岁的服务。每年根据信徒的生辰八字和生肖可以

得知是否有冲犯太岁爷。若冲犯了太岁爷那么代表那一年你的运势不好，而破解的

方法是安太岁。一般安太岁是在农历新年期间进行。信徒会烧香祈福然后携带自己

的衣服给乩童。乩童会进行一系列的祈福仪式然后信徒则把已经开光的衣服带回去

晚上睡觉时换上充当睡衣，睡衣则需要穿三天至七天。之后神坛也会焚烧一些祭品

等后续活动来完成整个安太岁的服务。 

一般情况下，这些服务都是需要付费的，有一些信徒则会把钱放进红包袋给予

乩童。而有些会携带祭品如食物，水果，礼篮等充当服务费用。而每个月初一十五

时信徒都会前来庙宇烧香祈福祈求平安健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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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黄三仙姐神坛每年有两次大型的庆典，一般上庆典在早上就开始了，上午

乩童会上乩然后会发放新的护符和符水给善信，善信也会将携带的祭品置放在庙里

的桌子上，然后善信就会庙内聚在一起聊天等有如一般的会馆聚会。下午庙方则会

在酒楼举办宴会，善信可自由参加，而这是免费的宴会。每年农历正月二十是九是

三仙姐下凡日；另一次是在农历六月二十九，是纪念三仙姐宝诞的日子。
28
 

 

 

 

 

 

 

 

 

 

 

 

                                                           
28 笔者运用网络搜索引擎 www.angkongkeng.com 搜索了正月二十及六月二十九发现并无与三仙姐同

天日举办的庆典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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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黄三仙姐神坛的社会功能 

民间信仰作为华人信仰的底蕴，能延续至今并非一切仅是由迷信和对神明崇拜

构成而已。民间信仰在作为宗教的同时也兼具了和其他宗教一样的社会功能。民间

信仰的社会功能对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认识和理解民间信仰重要的一环。

本文仅以黄三仙姐神坛为例来解析黄三仙姐神坛所具备的社会功能。笔者把黄三仙

姐神坛的主要社会功能分成四大类；其一，宗教服务、其二，推广与保存传统文化、

其三，联系社群间的社交往来、其四，民俗医疗服务。 

第一节、 宗教服务 

黄三仙姐神坛的宗教服务包括为信徒提供收惊服务。民间信仰相信收惊可以祛

除幼儿甚至成年人在受到某些不知名的惊吓，或是受到鬼怪的作弄后导致的心灵恐

惧或某些病症。 

此外，黄三仙姐神坛也提供问事服务。一般上信徒会在乩童被神明上身后，对

神明诉说或祈求自己所面对的难题或困境，以寻求神明可以给予指示或解决之道。

另外在问事时乩童会画符并让求助者把护身符佩戴在身边或是点燃后合着水喝下。

而烧符的时候还规定不可用口吹灭焚烧中的符纸，而是必须等它自行烧完不然会折

损其中的效力。 

黄三仙姐神坛也提供安太岁服务，民间信仰相信每个人的生肖和太岁相冲会导

致流年不利。而破解的方法就是进行祭拜以保佑事事顺利平安。再来，黄三仙姐神

坛在清明时节或农历七月也提供协助焚烧祭品予先人的服务。信徒相信自己在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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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时有可能遭到孤魂野鬼的抢夺导致祭品并没有送到先人手中而选择请庙方协助

祭拜那么孤魂野鬼碍于神明的力量才不会前来捣乱。 

当然最重要一环为黄三仙姐神坛提供诗巫华人一个有别与基督教、佛教、道教

以外的宗教选择，让民众可以透过信奉三仙姐信仰达到一个心灵慰藉的作用。 

第二节、 推广与保存传统文化 

黄三仙姐神坛也兼具着保存与推广传统文化的任务。神庙里依然摆放着许多信

徒赠送的牌匾或书法作品。 

图七：黄三仙姐神坛所存留的书法作品和牌匾 

 

郑龙威拍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图七展示的为存留在黄三仙姐神坛中信徒所赠送的匾额和书法作品。 

另外，神明崇拜也象征着古人对不可解释现象的解释与处理方式。对神明的崇

拜和各种仪式都是华人传统文化需要存留的部分。此外透过黄三仙姐处保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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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拜方式和折纸钱和莲花的种种也一定程度的保留了华人的祭祀古礼。此外，许多

的华人传统禁忌也在民间信仰下受到保留与传承，例如在野外如厕时需提醒四方土

地神鬼等不然会惹祸上身，还有把生糯米放在床头可起到辟邪的作用等等。 

第三节、 联系社群间的社交往来 

黄三仙姐信仰也带动了社群间民众的社交往来。同样的信仰增添信徒间的归属

感，在必要时信徒间可以互相扶持。此外，庙方每年在庆典时举办的茶会活动也让

原本不相识的信徒有机会认识彼此，并且提高社群间信徒的互动。除此之外，同样

的信仰下也促进了社群间的团结之心。庙方举办的活动为信徒提供了一个互相认识

和了解的机会，这也创造了民间信仰向外人传播的机会。 

此外三仙姐神坛也被当成当地居民一个社区中心。信徒经常会聚集在庙内聊天

聚会。图八所示为庙方在庆典期间所举办的宴会，可见当时场面的热闹。图中的红

衣女士为黄三仙姐神坛的乩童，黄妙莲女士。而图九显示的是在庆典期间信徒聚集

在庙宇内烧香和聚会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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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黄三仙姐神坛庆典所举办宴会场面 

 

郑龙威翻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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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黄三仙姐庆典时信徒在烧香和聚会情景 

 

郑龙威翻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图八和图九是笔者翻摄自庙宇内的照片集。可惜的是已无法确定上述照片的

实际拍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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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民俗医疗服务 

黄三仙姐神坛也为信徒提供医病和土方治病的服务。例如，把煮熟的鸡蛋拨壳，

并混合头发和艾后用布包裹在一起。然后用这鸡蛋在肚子处按摩可以祛风和治疗肚

痛。其他的还有利用“七补茶”
29
来治疗肠胃不适。具体做法是准备一大碗开水，

倒入锅然后重复煮滚七次最后把剩下的开水喝完，民间传说这可治肚痛。此外，黄

三仙姐神坛在下乩后也会发布纸符或给予传统的中药药方让信徒自行去中药店抓药

服用。 

 

 

 

 

 

 

 

 

 

                                                           
29 福州方言译音，为一种治疗肚子痛的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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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仙姐下乩割舌并用其治病的过程一隅 

 

郑龙威拍摄，摄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诗巫。 

除了一些民间偏方外，黄三仙姐乩童在上乩会用刀割破自己的舌头，利用伤口

的鲜血来充当符咒的墨水也可增强符咒的神力。而信徒把符咒焚烧后的灰烬混合开

水服下也具有治病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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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语 

砂捞越诗巫虽然只是马来西亚内的其中一座城市，然而却是基督教一个重要的

据点。诗巫是全马来西亚拥有最高密度的华裔基督徒聚集区。这导致许多人在研究

诗巫华裔宗教信仰时会忽略其他宗教的存在。实际上，在诗巫依然有一部分华裔民

众是非基督教徒的，这些非基督徒的信仰包括佛道以及华人传统民间信仰等。例如

诗巫黄三仙姐信仰就已在诗巫存在超过 50 年光景。 

研究初期，笔者原本以为三仙姐是七仙女之一。因为七仙女中排行第三的仙女

也称素衣仙女。这和三仙姐的形象有所契合。然而当笔者深入研究后发现三仙姐信

仰有别与七仙女信仰。 

首先，根据笔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诗巫的三仙姐应是三个不同的仙姐。诗巫的

“三仙姐”指的是三位仙姐，而非在七仙女中排序第三的“三仙姐”。这在人数上

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两者间同名也许只是巧合，两者间并无显著关系。其二，七仙

女信仰中的三仙姐形象是左手持七星宝剑，右手平托葫芦。而诗巫三仙姐信仰中三

仙姐塑像是左手持拂尘，右手持葫芦。两者间不同的形象也可看出七仙女与诗巫三

仙姐的差异点。 

再来，笔者翻阅过伟的《中国女神》时也无法在书中找到关于三仙姐的记载。

这证明了也许诗巫三仙姐信仰不来自中国的神话体系而是马来西亚原创的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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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笔者也运用网络搜寻引擎30把诗巫黄三仙姐的两个庆典日期与国内其他

的神明庆典进行对照，发现暂时并没有与诗巫黄三仙姐同日期的神明庆典。这项成

果也突显了诗巫黄三仙姐信仰的独特性。 

以上观点是笔者在参与观察诗巫黄三仙姐神坛后所做推论，至于诗巫黄三仙姐

到底是谁？对于这个身份暂时仍然是无解的。但是透过以上观点笔者认为诗巫黄三

仙姐是马来西亚原创的神明。 

黄三仙姐神坛是许多老诗巫人的共同回忆。作为一个宗教信仰黄三仙姐神坛自

有其吸引人的地方和值得被记载和传颂的事迹。希望透过这项研究可以达到一个抛

砖引玉的作用，也许日后会有其他人跟进此方面的研究和记载。 

遗憾的是，至今市面上却没有留下任何以研究黄三仙姐神坛的著作或讨论。仅

有寥寥可数的报章报导和信徒替黄三仙姐乩童黄爱花女士所著的结缘小册子罢了。

笔者希望通过对黄三仙姐神坛进行研究，并且希望能够把这属于诗巫的信仰得以文

字记录来保存下来。然而碍于经费、精力、和学识的限制，本论文并非是彻底完整

的，其中依然有许多日后可容添加和修改的部分。 

 

 

 

 

                                                           
30
 这些搜索引擎包括 www.angkongkeng.com，CNKI,，谷歌，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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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黄三仙姐神坛 

地区：马来西亚砂捞越诗巫 

庙名：黄三仙姐神坛 

地址：3H, Jalan Moi Huo, 96000, Sibu Sarawak. 

联络号码： （住家）：084-323910 

  （手提）：016-877-1381 

成立年：1964 年 

主要供奉神明： 主神：1.皇封玉女三仙姐 

   其他：2.观音菩萨   3.黄大仙 

    4.地藏王菩萨   5.土地公 

    6.齐天大圣   7.哪吒 

    8.如来佛   9.关公 

    10.土地公   11.天王守护神 

乩童：黄爱花，号妙莲 

开放时间：7.00am-7.00pm 

 

 

主要服务： （一）问事 

  （二）安太岁 

  （三）清明节与农历七月半服务（协助焚烧祭品与黄纸） 

 

庆典：1 月 20 日（农历）三仙姐下凡日 

 6 月 29 日（农历）三仙姐宝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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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国家档案局资料所公布马来西亚宗教人口图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路资料：

https://www.statistics.gov.my/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cat=117&bul_id=MD

MxdHZjWTk1SjFzTzNkRXYzcVZjdz09&menu_id=L0pheU43NWJwRWVSZklWdzQ

4TlhUUT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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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黄三仙姐神坛内皇封玉女三仙姐雕像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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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1996 年新生活报对三仙姐的报导文章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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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三：黄妙莲女士年轻时照 

 

笔者翻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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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庙宇内神像（一）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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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神庙内神像与摆饰。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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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2016 年黄三仙姐神坛庆典报刊报导。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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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黄妙莲女士与其家属在准备祭祀用的莲花金。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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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信徒赠送给黄女士的相片集。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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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黄三仙姐神坛内主神台。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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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黄三仙姐神坛匾额。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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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信徒赠送给黄三仙姐神坛的刺绣作品。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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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黄三仙姐神坛信徒书法作品。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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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三：信徒问事场景。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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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黄三仙姐神坛内旧照片集一隅。 

 

笔者拍摄，2016 年，10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