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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九皇爷信仰及其庆典期间的盛大庆祝仪式，参与者之众，为马来

西亚具有特色的民间信仰之一。九皇爷信仰虽是华人民间信仰，但参与

者却包括了居住在马来西亚的泰国人、印度人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游

客。 

 

尽管九皇爷信仰在民间具有深远的影响力以及渗透力，但关于九

皇爷的传说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九皇爷为北斗之说固然为大部分学者所

接受，但是民间流传了许多不同的传说，其中更有涉及历史人物，体现

的正是民间信仰的集体创造力及想象力，更是九皇爷信仰的多样性。九

皇爷信仰已然成为信仰者心中想象的神明，究竟九皇爷真正的的历史如

何，已不再是信仰者确切想要知道的。 

 

位于槟城二条路的斗母宫是遍布马来西亚众多九皇爷庙宇的其中

一间，由于二条路斗母宫是一间普通的斗母宫，反而更能从平凡中显现

九皇爷信仰的内涵。九皇爷庆典仪式虽然保留了部分源自中国的拜斗仪

式，但参杂了更多地方风俗以及禁忌。九皇爷信仰充分表现出民间信仰

的融合性以及社会功能，为期九日的庆典也为相关的行业带来商机，除

了带动祭祀物品的商机以外，九皇爷期间的素食摊位已经形成类似庙会

的活动。九皇爷庆典的活动更形成一年一度的商业活动，亦成为槟城的

旅游景点，为槟城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九皇爷、斗母宫、民间信仰、庆典、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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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laysian Nine-Emperor God’s Variety: A Case Study on 

“Tow Moo Keong” Temple at Lebuh Noordin, Penang 

 

The large scale involvement of believers and celebration of the Nine-

Emperor God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local beliefs in Malaysia. Even 

though this belief originated from the Chinese, the devotees also included 

other Malaysians like Thais and Indians and the foreigners. 

 Although the belief of the Nine-Emperor God has huge and deep 

influence in the community, its legend is still a myth with many versions. 

Many scholars attribute the origin of the Nine-Emperor God as the 7 stars of 

the Big Dipper of the North Ursa Major (visible) and two assistant stars 

(invisible), but the common community has their own versions of their belief 

which could include historical figures as part of the legend. This reflects 

greatly on the people’s creative imagination. Despite the many versions, the 

belief of the Nine-Emperor God in the heart of the believer had become more 

important to the believer than the actual historical meaning of the myth itself. 

 The Tow Moo temple in Noordin Street, is only one of the many Tow 

Moo Temples in Malaysia. However, it is also able to reflect the true eternal 

belief of the religion. Even though the ceremony of the Nine-Emperor God 

celebration originated from China, however, the locals have now added in 

more local folk cultures and taboos. This belief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vid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festival. Besides the sale of 

praying materials, many activities and vegetarian stalls set up during this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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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festival, also attracted great crowds of believers and tourists thus bringing 

n economic boost for the island of Penang during the ninth month in the lunar 

calendar.  

KEYWORDS: Nine-Emperor God, Tow Moo Temple, Folk belief, ceremony, 

temple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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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研究背景 

“九皇爷”或“九皇大帝”是马来西亚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之一。

九皇爷或九皇大帝信仰是马来西亚华人信仰必须关注的信仰方式之一。

因为九皇爷信仰及庆典体现了华人风俗文化以外，亦有声势浩大的祭祀

活动，这已经成为华人社会的生活一部分了,甚至成为了区域性代表性的

一种独具特色的特殊“符号”。九皇爷源自于中国北斗信仰，九皇爷信

仰异于马来西亚其他民间信仰，其特色在于辗转传入马来西亚之际，庆

典、祭拜仪式、形象等已糅杂了其他成分诸如其他俗神的神性、地方习

俗的“养分”，故其在本土的祭拜以及庆典呈现方式已经与中国北斗本

来的仪式有所差异，逐渐演变成今天在全马各地以及新加坡、泰国所看

到的九皇爷信仰。 

 

本论文以马来西亚九皇爷信仰的多样性为研究主轴，针对槟城二

条路斗母宫作为个案研究，并对其庙宇发展及信奉者扩展的历史上做一

个整理。二条路斗母宫的主神为九皇爷。庙宇内的二楼同时供奉九皇爷

及斗母，在底楼大殿内依序供奉（如图一）齐天大圣、法主公、田都元

帅、圣王、圣公、玄天上帝、观音菩萨、关帝、圣旨牌、东海哪吒、济

公、中坛元帅、大伯公、大伯公、关公、令旗、地主公、虎爷公等神

像。这些神像是由信仰者所捐，因此其中神像多有重复。首次进入九皇

爷庙宇的信众将会对琳琅满目的神像感到混淆，殊不知楼上供奉的九皇

爷信物方为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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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九皇爷信仰的信众因对九皇爷很是敬畏，慑于对九皇爷的敬

畏，认为九皇爷是王者至尊，地位在普通神明之上，并不是随便可以膜

拜，故即使是多年信奉九皇爷的信众，仍有可能未曾目睹九皇爷的信

物。 

图一：二条路斗母宫底楼大殿内供奉的神像排列 

 

 

二条路斗母宫平时庙门深锁，农历初一或十五也没有打开庙门让

信仰者入庙上香。唯有九皇爷庆典的九天以及庆典的前一天至后一天才

打开庙门，即农历八月的最后一天（通常是八月三十，有时候是八月二

十九）至九月初十。而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则有许多信仰者前来上香，

上香者不只是二条路附近的街坊，还包括了威省一带的居民、移居国外

的信徒，甚至是外国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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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部分信仰者而言，九皇爷庆典仪式的流程以及该遵守的禁忌

表面上虽然很清楚，但对于九皇爷是一个神明还是九位神明这一点上并

不清楚，甚至感到混淆。对于九皇爷的司职更难厘清，有者认为九皇爷

能医病、保佑风调雨顺、生意兴隆，甚至诚心膜拜，就会心想事成。对

信仰者来说，九皇爷几乎就是一个可以排除万难，无所不能的神。 

 

马来西亚华人的民间信仰众多，在这众多民间信仰中九皇爷是深

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之一。九皇爷信仰中的内涵，不论是从信仰来源、功

能、庙宇化、庆典的多样性等方面都极具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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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问题 

马来西亚融合了多元化的信仰，各个民族甚至方言群都按照各自

不同的风俗文化进行庆典活动。其中庆祝看似同样的庆典与节日，但是

其中实则隐含着多样性。这些多样性不只出现在庆典活动上，在信仰的

来源、传说、神职功能、禁忌方面也存在着。以九皇爷庆典为例，在各

个地方、各个庙宇之间都存在着多样性的元素。 

 

马来西亚九皇爷庙宇具有一种团结的力量。据 2001 年统计，成为

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爷总会会员的共有 36 间。1但至 2005 年，各州供奉

九皇爷的庙宇加入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爷总会成为总会会员的共有 43

间，其中槟城州占 13 间，是各州数量之冠；其二为吉打州，共有 11

间。
2
另，全马各州尚未加入总会的则有 29 间。

3
故截至 2005 年九皇爷总

会的统计，共有 72 间九皇爷庙宇。虽然供奉九皇爷的庙宇并非全部加入

九皇爷总会，但是总会每年都会派出亲善访问暨进香交流团，拜访各斗

母宫，其中包括了会员与非会员的庙宇。2004 年的亲善访问暨进香交流

团共有五团，共拜访了 27 间斗母宫，参与者包括了当时的马来西亚斗母

宫九皇大帝总会会长李贤源、总秘书陈赐铭、总会会刊《斗讯》主编张

少宽等。二条路斗母宫也是被拜访的斗母宫之一。4从成立马来西亚斗母

宫九皇爷总会和亲善访问暨进香交流团，显示各个供奉九皇爷庙宇之间

                                                 
1张少宽主编：《斗讯》2001 年创刊号，槟城：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会，页 212-

215。 
2张少宽主编：《斗讯》2005 年第五期，槟城：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会，页 200-

204。 
3张少宽主编：《斗讯》2005 年第五期，页 205-207。 
4张少宽主编：《斗讯》2005 年第五期，页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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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联系和团结。一般认为，进香团的重要宗旨除了促进斗母宫之间

的亲善交流之外，亦可宣传信仰，促使人们更了解斗母宫。而斗母宫之

间也能够借此深入了解、参照、学习各斗母宫在建设、组织方面的发展

5。 

 

 九皇爷信仰的多样性极有可能源自于其欠缺权威性的历史文献，

也在于其融合性及伸缩性。马来西亚的九皇爷庙宇众多，庙宇之间虽供

奉着以九皇爷命名的神明，但对于其神职功能、传说、庆典仪式，各个

庙宇的诠释未尽相同，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多样性”是众所周知的

民间信仰共同之特点，但是具体到某一个地方，一座庙宇的信仰的多样

性内容与情况，则又不是不言而喻的事，也就是什么原因造成某一地、

某一庙异于其他地方的原因是有待勘查才得能得知的，故有本文研究二

条路斗母宫多样性的问题出现。 

 

信仰得以在民间存在，除了必须仰赖信仰的传说作为一个依据

外，信仰的功能也是信仰得以长久流传的原因之一。有了信仰的传说与

功能的支持，在信徒的心中有一定的份量后，随着信仰被越来越多的信

徒所需求，庙宇化就成了一个迎合信徒需要的场所，有了这固定的场

所，表现信仰的庆典得以长期、延续的演示信仰，这样一个信仰就能长

期的存在。言下之意，信仰的多样性会从其信仰来源的多样性、信仰功

能的多样性，以庆典加以说明的。 

                                                 
5陈爱梅主编：《庆祝成立一百零五年暨理事会五十周年金禧记念特刊》，槟城：槟城

头条路斗母宫出版，2008 年，页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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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爷信仰从信仰来源、信仰功能、庙宇化与庆典方面都没有一

个统一性，比如九皇爷的称谓与斗母宫的马来拼音是出现分歧的。据笔

者观察，九皇爷的称谓一般上会因族群而异，中文译音为九皇爷“Jiu 

Huang Ye”或九皇大帝“Jiu Huang Da Di”，但民间称呼则多根据族群

方言，福建人多称为 “Kao Ong Tai Tay”、“Kiu Ong Tai Tay”、

“Kiu Ong Yiah”或“Kao Ong Yiah”，而广东人则称九皇爷为“Kao 

Wong Yeh”。在槟城，“Kiu Ong Yiah”或“Kao Ong Yiah”较多被普

遍采用，相信是因为槟城早期九皇爷的信仰者多为福建人有关。 

 

据受访的司公（道士）所言，九皇爷应该被称呼为 “Kiu Ong 

Yiah”而不是“Kao Ong Yiah”。因为福建话“Kao”与“狗”的发音相

近，乍听之下是“狗皇爷”之意，这是对九皇爷非常不恭敬的。正确的

念法应为“Kiu Ong Yiah”，因为“Kiu”与福建话“救”音相近，九皇

爷为救世人的神明，故必须对其表示尊敬。不过在槟城，据笔者接触，

尚有一些当地人念为“Kao Ong Yiah”。6 

 

另外，从庙宇注册的马来文拼音即可探视九皇大帝的念法，因为

马来文拼音在早期一般是以当地方言的念法作为注册的。以下笔者将会

以不同马来文写法注册的九皇大帝的庙宇作为例子。以九皇大帝注册的

有槟城头条路斗母宫九皇大帝“Tow Boe Kew Kew Ong Tai Tay”、沙巴

                                                 
6
2010-9-24 与福建前辈叶添来博士会面时曾就有关问题咨询，叶老先生表示，福建读音

分两种，一为普通对话，另为读字。如马大为何念为“Ma Da”而不是“Beh Tuo”的

情况，九皇爷就字面来说，应该为“Kiu Ong Y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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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天公九皇大帝“Sabah Nam Tian Kong Jiu Wang Da Di”、吉兰丹斗母

宫九皇大帝注册“Tow Boo Keong Kiu Ong Tai Tay Kelantan”、安顺司

马登胜峰宫九皇大帝“Persatuan Penganut Dewa Kew Ong Tai Tey”、双

溪大年哪吒公坛斗母宫九皇大帝“Pertubuhan Penganut Dewa Loh Char 

Kong Kiew Ong Tai Tih”、打枪铺东天宫斗母宫九皇大帝“Persatuan 

Penganut Dau Mu Gong Jiu Wang Do Ti”、双溪大年甘边园斗母宫九皇大

帝“Pertubuhan Penganut Agama Buddha Dou Mu Gong Jiu Hwang Da 

Ti”、双溪大年丽雅花园元帅宫九皇大帝“Pertubuhan Penganut yuan 

shuai Gong Jiu Huang Da Di”。 

 

而以“九皇爷”注册的有金马崙九皇大帝万寿宫则为“Cameron 

Highlands Kow Wong Yea Mun Sow Keong”、九皇爷安邦南天宫“Kau 

Ong Yah Lam Thian Kiong Temple of Ampang”、威省振福堂斗母宫

“Persatuan Peganut Dewa Kiew Ong Yeah Magat Harun”、居林吉南斗母

宫“Pertubuhan Penganut Tokong Kew Ong Yeah”。从以上九皇爷宫殿的

马来文注册音译，可见九皇爷的念法在坊间并无特别的规定。 

 

九皇爷的庙宇多以斗母宫命名，马来文拼音则为“Tow Boo 

Keong”（安顺斗母宫九皇大帝）、“Tow Moo Keong”（关丹斗母

宫）、“Tow Boo Keng”（龙引斗母宫九皇大帝）、“Tow Boh 

Keong”（香港巷斗母宫）、“Tao Boo Kong”（麻坡五马路斗母宫）、

“Toh Mo Koon”（爱大华斗母圣宫九皇大帝）、“Tau Bo Keong”（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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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凤凰花园斗母宫）、“Persatuan Penganut Dau Mu Gong Jiu Wang Do 

Ti”（打枪铺东天宫斗母宫九皇大帝）、“Persatuan Penganut-penganut 

Tau Bo Keong Kepala Batas”（威北甲拋峇底斗母宫）、“Persatuan 

Toumu Kung Seberang Perai Tengah”（威中斗母宫）、“Penang Jelutong 

Tow Boe Keong”（槟城日落洞斗母宫）、“Rumah Berhala Guan Yin 

Ting Do Mu Gong”（北海新芭观音亭斗母宫）与“Pertubuhan Penganut 

Agama Buddha Dou Mu Gong Jiu Hwang Da Ti”（双溪大年甘边园斗母宫

九皇大帝）。 

 

其中最为特别的要数头条路斗母宫九皇大帝，其马来文拼音时为

Tow Boh Keong，时而 Tow Boe Keong,从历届理事会会员表就可发现其

中差异。即使马来文拼音有异，其中却多以斗母宫命名，只有少数庙宇

不以斗母宫命名，不过比例较低。 

 

从这些九皇爷庙宇的马来文拼音中可以发现，早期的信仰者在为

斗母宫注册时并不在意其马来文拼音，并且多根据当地方言念法注册。

故九皇爷的马来文拼音才会出现此分歧现象。在马来西亚，斗母宫多以

福建念法为马来文拼音，尤其是在北部的九皇爷庙宇，由此可以发现早

期的信奉者或庙宇负责人多为福建人。九皇爷信仰在坊间逐渐流传后，

信仰者的范围开始广大以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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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也表现出民间信仰的不一致性，从如此多不一致的称

谓、拼音，显示民间信仰并无正式规范可依据，虽然九皇大帝总会的成

立可以让众多的九皇爷庙宇有了一个基本的指标，但是在这方面是并未

做出纠正的。不过，这也是民间信仰兼容性的一种表现，虽然称谓、拼

音并不同，不过庙宇之间是彼此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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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方法 

从九皇爷信仰的称谓与拼音这个例子，已经可以凸显出九皇爷信

仰的其中一种多样性。本论文尝试提供更加完整的九皇爷的认识，至少

包括了槟城二条路斗母宫的个案，并且从九皇爷信仰来源、信仰功能、

庙宇化到庆典等梳理出其中的关联及多样性。 

 

此论文将以田野调查方式以及对前人的九皇爷研究进行探讨与整

理，试图以研究、考察以及梳理为主线。论文将梳理前人对九皇爷的概

述，然后再剖析其中异同及其多样性，再综合前人观点，清晰梳理出九

皇爷信仰的多样性。以田野调查方式为主的研究手法，目的在于取得第

一手二条路斗母宫的资料。 

 

田野调查方面，本论文访问了二条路斗母宫的信徒与理事，并主

要引述二条路斗母宫发起人之一郑焕然之子当时斗母宫理事郑金山、二

条路斗母宫前身坛主王探花的外孙女林宝贝、二条路斗母宫建庙铜牌撰

写人黄文汉以及综合一些信徒的口述资料。采访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二条

路斗母宫之多样性的不同。以下为二条路斗母宫的访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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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报告一：二条路斗母宫建庙铜牌撰写人黄文汉口述记录整理 

访问对象：黄文汉 

时间：2009 年 10 月 19 日（农历九月十二日） 

地点：槟城二条路斗母宫 

受访者简介：黄文汉，1972 年二条路斗母宫建庙铜牌撰写人。 

 

口述内容整理： 

以前庙宇若要申请政府的执照，一般都由王探花名义申请，当时

土桥尾九皇爷也是借用王探花的名义申请。在撰写二条路斗母宫建庙牌

匾时，就根据所提供的名字记录。 

 

在二条路斗母宫建立之前，此地由柯公司所借出，在空地上设立

为时九天的临时场地，每年九月从林家请出九皇爷，并供信徒前来拜

祭。但是这种模式实际维持了多少年，已经记不清楚。 

 

 

访问报告二：二条路斗母宫建庙发起人王探花之外孙女口述记录整

理 

访问对象：林宝贝 

时间：2009 年９月３０日 

地点：槟城二条路斗母宫 

受访者简介：林宝贝，为二条路斗母宫建庙发起人王探花之外孙女。 

 

口述内容整理： 

九皇爷庙原本是林家的神明（坛主王探花的夫家）。平时神像收藏在林

家，只有在九月时才塔棚让众信徒上香。 

关于皇船粮食，最初的形势是以手缝黄布装米、糖，只有现在皇船粮食

的一半大小。一开始只有林家人才能敬奉皇船粮食，后来也给好友们进

奉，到了十多年前，才正式开放给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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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报告三：土桥尾建坛创立人之一郑焕仁之子郑金山口述记录整理 

访问对象：郑金山 

时间：2009 年１０月３日 

地点：槟城二条路斗母宫 

受访者简介：二条路斗母宫前生，土桥尾建坛创立人之一郑焕仁之子 

 

口述内容整理： 

九皇爷庙最初在连地仔尾，但是的第一任坛主是王探花，第二任坛主

是林德福（不确定名字）。当初庙里的刀桥是由陈求生报效。七十年

代时期，庆功宴是吃火锅（农历九月十一）。九皇爷的香火由泰国传

来，由泰国戏班 Kau Ka Ban（福建音译）的船带来。最初到连地仔

尾，由林氏家族的人接管以及管理，献出来让众人拜。 

 

五十年代（当时的九皇爷庙宇最少已经有 70 年的历史）时，土桥

尾的九皇爷因故被英国政府下令关闭。后把九皇爷信物分配给二条

路、头条路以及香港巷斗母宫。二条路斗母宫分配到圣旨以及船，头

条路斗母宫分得香炉，香港巷斗母宫则得到经书。九皇爷在连地仔尾

时候已经开放给众善信膜拜，由协理以及坛主管理。于九皇爷庆典过

后就还给连地仔尾林家。刀桥从连地仔尾带过来，但是现在已经没有

让善信过刀桥，而刀桥现在只保存了刀，楼梯已经不见了。一开始二

条路斗母宫还有过刀桥、玩红柑以及油锅。后来因为没有乩童，这些

也就没有继续下去。以前的九皇爷庆典-工作人员都是义工，只有一封

红包以及包食（连地仔尾、土桥尾，外人也可以），十天在坛里，没

有回家。 

 

起初的时候，九皇爷回銮（绕街仪式）要回姓林桥。后来在 80 年

代才转去新关仔角。绕街路线早有安排，时间也是。二条路斗母宫先

走（九点晚上），香港巷（十点晚上），头条路(十点半晚上)，车水路

（十一点晚上）。 

 

 

关于九皇爷历史，郑金山相信九皇爷九皇爷是没有金像，是捏造的。

其的来历为： 

1． 泰国来的 

2． 中国海贼 

3． 马六甲来 

4． 星斗，斗母 

  

除采访外，笔者也针对论文所需进行了抽样调查。接受抽样调查的

皆为前往二条路斗母宫的人，既没有预先设定受访者的背景，抽样调查

不能有立场，同时，因要了解情况预设受访者的人数，因为前来二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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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母宫的才是重点。故此抽样调查针对受访者对九皇爷的来源、功能及

庆典及前往二条路斗母宫的原因等方面为主要采访内容。 

 

 以下为抽样调查的受访者背景资料、受访问题及回复报告： 

抽样调查报告一：受访者背景资料 

姓名 族裔/籍贯 性别 年龄 宗教信仰 职业 

许丽娟 潮州普宁 女 51 佛教/道教/民间信仰 退休人士 

郭廷杜 惠安 男 62 佛教/道教 退休人士 

黄有恒 广东 男 15 民间宗教 学生 

罗民发 客家大埔 男 38 佛教/道教 工厂（电脑部） 

欧阳顺城 福建晋江 男 58 佛教/道教 保险代理 

Anak 泰国福建人 女 34 民间信仰 家庭主妇 

Ronni 

Pinsler 

新加坡籍罗

马人 

男 58 道教 全职研究人员 

黄神强 福建 男 30 拜神 辅警 

Sion仔 潮州 男 51 民间信仰 旅行社 

黄先生 惠安 男 43 道教 道士 

黄吉财 惠安 男 63 道教 道士 

Ooi Ah 

Yar 

惠安 男 68 道教 道士 

Lim Zhu 

Lai 

福建 女 70 佛教、道教 家庭主妇 

林顺和 惠安 男 79 佛教 退休人士 

骆太太 福建 女 73 民间信仰 退休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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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 

Rajendran 

印裔 男 53 民间信仰 保险代理 

郭廷源 惠安泉州 男 43 佛教 州议员 

注：抽样调查于２００８年进行，故受访者年龄是以２００８年为准。 

 

 

抽样调查报告二：问题及受访者回复整理 

问题及答案 比例

（%） 

问题一：对九皇爷的看法？ 

答案一：与信徒同在，九皇爷法力无处不在（1） 

答案二：庇佑平安，想起九皇爷法力无边，不敢心存歹念（1） 

答案三：吃素（1） 

答案四：具有法力，很灵验（4） 

答案五：平安（1） 

答案六：与其它神明一样/相信九皇爷存在（4） 

答案七：救人及帮助有需要的人（1） 

答案八：一年下凡一次，扬善，不杀生，促导向善（1） 

答案九：庇佑心存善念的人（3） 

 

5.88%  
5.88%  
5.88%  
23.52% 

5.88% 

23.5% 

5.88% 

5.88% 

17.64% 

问题二：是否每年都有到二条路斗母宫上香或帮忙？ 

答案一：有（16） 

答案二：没有（0） 

答案三：不一定（1） 

 

问题二之一：到二条路斗母宫上香的习惯维持多少年？ 

答案一：1-10 年（8） 

答案二：11-20 年（1） 

答案三：21-30 年（1） 

答案四：31-40 年（1） 

答案五：41年或以上（4） 

答案六：不清楚多少年（1） 

 

问题二之二：到二条路斗母宫进香的原因 

答案一：跟家人/朋友/亲戚来（6） 

答案二：相信能够获得神明庇佑，获得平安（1） 

答案三：觉得和二条路斗母宫有缘分（3） 

答案四：前来上香（1） 

答案五：个人喜欢（1） 

答案六：离住家近（1） 

答案七：其他：前来研究/工作关系（4） 

 

问题二之三：通常会向九皇爷祈求什么？（可多选） 

答案一：平安（14） 

 

94.11% 

0% 

5.88% 

 

 

47.05% 

5.88% 

5.88% 

5.88% 

23.52% 

5.88% 

 

 

35.29% 

5.88% 

17.64% 

5.88% 

5.88% 

5.88% 

23.52% 

 

 

82.35% 

88.23% 



15 

 

答案二：健康（15） 

答案三：财富（6） 

答案四：事业（7） 

答案五：其他：学业、有求必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3） 

答案六：不求（1） 

 

35.29% 

41.17% 

17.64% 

5.88% 

问题三：是否有赌博的习惯？  

答案一：有（4） 

答案二：没有（10） 

答案三：不一定／偶尔（3） 

 

 

23.52%

58.82% 

17.64% 

 

问题四：是否会到其他九皇爷庙上香？ 

答案一：是（12） 

答案二：否（5） 

 

 

70.58% 

29.41% 

 

问题五：是否长期持素？ 

答案一：是（1） 

答案二：否（9） 

答案三：初一十五/佛诞等特殊日子持素（7） 

 

5.88% 

52.94% 

41.17% 

 

问题六：是否有持九皇爷斋的习惯 

答案一：是（17） 

答案二：否（0） 

 

 

100% 

0% 

 

问题六之一：若您有持九皇爷斋习惯，持斋天数为多少天？  

答案一：1-3 天（0） 

答案二：4-8 天（2） 

答案三：9-10 天（15） 

答案四：不一定（0） 

 

问题六之二：持斋习惯已经维持多少年？  

答案一：1-10 年（8） 

答案二：11-20 年（2） 

答案三：21-30 年（0） 

答案四：31-40 年（4） 

答案五：41年以上（2） 

 

问题六之三：持九皇爷斋是否受到其他人影响？ 

答案一：家人（5） 

答案二：朋友（2） 

答案三：个人意愿（8） 

答案四：其他（2） 

 

问题六之四：持九皇爷斋的原因 

答案一：跟随家里长辈（4） 

答案二：跟随习俗，相信拜九皇爷就要吃素（3） 

答案三：自己决定持素，相信吃素对自己好、不杀生、保平安（8） 

答案四：吃素是为了还愿（家人生病时或其他原因需下心愿）（1） 

答案五：其他（1） 

 

0% 

11.76% 

88.23% 

0% 

 

 

47.05% 

11.76% 

0% 

23.52% 

11.76% 

 

 

29.41% 

11.76% 

47.05% 

11.76% 

 

 

23.52% 

17.64% 

47.05% 

5.88%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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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七：请问家庭成员是否有持素的习惯？ 

答案一：是（11） 

答案二：否（6） 

 

问题七之一：若您的家庭成员有持素的习惯，持斋天数为多少天？ 

答案一：1-3 天（2） 

答案二：4-8 天（0） 

答案三：9-10 天（7） 

答案四：不一定（2） 

 

 

64.70% 

35.29% 

 

 

11.76% 

0% 

41.17% 

11.76% 

 

问题八：是否参与过九皇爷庆典绕街游行？ 

答案一：是（13） 

答案二：否（4） 

 

问题八之一：是否有送完全程？ 

答案一：是（13） 

答案二：否（0） 

 

76.47% 

23.52% 

 

 

76.47% 

0 

 

问题九：有听过／清楚九皇爷的由来吗？ 

答案一：星斗／北斗（4） 

答案二：海岛／海贼（2） 

答案三：天上神明（3） 

答案四：不清楚／不肯定（8） 

 

23.52% 

11.76% 

17.64% 

47.05% 

 

问题十：二条路斗母宫对您或您的家人有什么影响？ 

答案一：没有（17） 

答案二：有，原因＿＿（0） 

 

 

100% 

0% 

 

问题十一：二条路斗母宫在九皇爷庆典时对您或您家人有什么影

响？ 

答案一：习惯每年前来，也可和老朋友相聚（1） 

答案二：持斋（2） 

答案三：前来帮忙及持斋（2） 

答案四：前来上香，祈求平安（8） 

答案五：喜欢前来，因为会觉得内心很快乐，高兴（1） 

答案六：从来来习惯（2） 

答案七：其他（前来工作：做醮）（1） 

 

5.88% 

11.76% 

11.76% 

47.05% 

5.88% 

11.76% 

5.88% 

 

问题十二：是否有参与亲善访问暨进香交流团？ 

答案一：有（3） 

答案二：没有（11） 

答案三：不一定（3） 

 

17.64% 

64.70% 

17.64% 

 

注：以上抽样调查答案尽量以信徒口述答案略加修饰，保留受访者本来意思，

并尽量将受访者的答案范围按本来意愿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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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也针对二条路斗母宫的历史渊源作为研究，试图研究九皇爷

以及斗母宫作为当地居民精神信仰、记忆的重要性。九皇爷除了信仰以

外，对当地居民是否还具有其他更深远的意义。 

 

 由于历来研究对九皇爷的历史无法得出一个真正的结论。因此，

本论文将会在结合各家说法后，为九皇爷历史做一个概论，并且在结合

各家说法后，使用对照手法，对比二条路斗母宫的情况，再梳理出九皇

爷信仰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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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 

尽管至今所收集的资料中有关“九皇爷信仰”课题的专书论著、

学位论文不多，然而有关九皇爷信仰的篇章以及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著

作却是相当丰富的。相关九皇爷信仰的论著可分为中文与英文两大部

分，而中文的论著则分为学术性与民间两种。 

 

      《斗讯》是由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会所出版。马来西亚九

皇大帝总会会长拿督李贤源在《斗讯》创刊号（2001 年）中自豪的表

示，《斗讯》是具有学术与民俗并重的刊物。《斗讯》专收录有关九皇

爷信仰相关的文章和道教的一些文章，关于九皇爷的篇章其实数量不

少，但其中多倾向九皇爷庆典、祭祀仪式等，如〈是真是假话童乩〉、

〈过火山去〉、〈信仰者持素还愿祈平安〉，但对于九皇爷信仰作深入

论述的并不多。 

 

早期收录在《斗讯》的篇章可谓是珍贵的资料，尤其在 2001 年的

《斗讯》创刊号便有许多与九皇爷信仰有关的文章，如李桃李〈九皇大

帝是什么神〉、李桃李〈实现九皇斋戒〉、 李桃李〈九皇大地的传说与

异说〉、黄瑞桦〈九皇大帝的另则传说〉、张少宽〈南洋独特的九皇爷

的信仰〉、张少宽〈九皇爷信仰渊源〉、黄昆福〈九月初九话九皇〉

等，都有归纳及整理九皇爷这一神明的渊源、持素现象本身、民间流传

关于九皇爷的传说，并加以解说和提出个人见解。这些篇章都有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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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以及论点，但这些论点（不排除其中有些论点是作者独创）并没有

详细的标明出处，实属可惜。 

 

笔者根据收录在《斗讯》的研究专辑、专题论著、访谈录等文章

做出分析，并根据文章内容是否有提及九皇爷信仰来源、信仰功能、庙

宇化过程、庆典等方面做出归纳，以取得内容范围的百分比。以下为

《斗讯》创刊号的内容范围统计： 

 

表一：《斗讯》创刊号的内容范围统计 

作者/篇名 关于九皇爷的内容 其

他

内

容 

信仰来

源 

信仰

功能 

建庙历

史 

庆

典 

不详/ 〈九皇爷安邦南天宫简史〉 有     

不详/〈太平古武庙承香普吉的经

过〉 

 有 有   

张少宽/〈百年前的道教圣地-清观

寺〉 

  有   

张仰南/〈“金玺”-延宗续教〉    有  

李桃李/〈九皇大帝是什么神〉 有     

黄昆福/〈九月初九话九皇〉 有   有  

张少宽/〈九皇爷的信仰渊源〉 有  有   

陈达/〈南洋的王爷崇拜〉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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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仰南/〈走向信仰文化再生路〉     有 

不详/〈九皇爷诞传说多〉 有   有  

不详/〈每年九皇也诞南天宫提供膳

宿〉 

   有  

黄瑞桦/〈九皇大帝的另则传说〉 有   有  

张少宽/〈南洋独特的九皇爷信仰〉 有  有   

不详/〈恭送皇船入大海〉     有 

邝国祥/〈九皇大帝传说-“千二

层”〉 

有    有 

不详/〈九鲤湖仙传〉     有 

李桃李/〈九皇大帝传说与异说 有     

李桃李/〈九皇斋服浅说〉     有 

李桃李/〈九皇斋戒的修持法〉  有    

李桃李/〈实现九皇斋戒提升信徒文

明〉 

 有    

不详/ 访谈录-北海斗母宫  有 有   

不详/南洋民间信仰浅说〉     有 

不详/〈道教是一种有趣的宗教〉     有 

不详/〈是真是假话童乩〉     有 

不详/〈从地狱谈方术跟符咒〉     有 

不详/〈财神爷是谁〉     有 

不详/〈过火山去〉    有  

不详/〈道教基本认识〉     有 

不详/〈道教徒如何修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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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斋醮的意义〉     有 

不详/〈宗教信仰与人生关系〉     有 

不详/〈揭开古文化之谜-符咒〉     有 

余哲夫/〈符咒研究概述〉     有 

不详/〈驱邪与招福〉     有 

不详/〈神君的观念〉     有 

不详/〈住宅的种种禁忌〉     有 

不详/〈如何安太岁〉     有 

不详/〈调五营兵法〉     有 

不详/〈“上九流”与“下九流”〉     有 

不详/〈祀神的类别〉     有 

不详/〈诸神与传说〉     有 

不详/〈择日 吉术语概说〉     有 

不详/〈农历诸神佛诞千秋表〉     有 

不详/〈“周易”姓名学〉     有 

蔡崇正/〈以国都位置及迁都数据论

一些国家的国运〉 

    有 

合计 9 4 5 6 29 

 

注：“其他内容”是指和九皇爷信仰并无直接关系，纯是泛论民间信仰

的文章。 

 

根据《斗讯》创刊号的内容范围百分比一表的分析，共有 45 篇研

究专辑、专题论著、访谈录被收录在创刊号（部分篇章内容涵盖有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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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爷的二至三种范围），其中有 9 篇内容涉及九皇爷的信仰来源，4 篇

谈到信仰功能，5 篇则是建庙历史，6 篇为与九皇爷庆典有关的内容。另

外 29 篇则是泛论民间信仰，但和九皇爷信仰并无关系的文章。 

 

张少宽为《斗讯》主编，除了在《斗讯》发表多篇文章之外，自

著《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一书中亦有一篇〈南洋独特的九皇爷的信

仰〉，从九皇爷的来历、最早的九皇爷庙、九皇爷的祭祀仪式等方面浅

析了槟城民间九皇爷信仰。张少宽指出与随着南来的闽粤迁民传承下来

的一般南洋民间信仰有所不同，“九皇爷”和“大伯公”是南洋华裔社

会的“特产”，是具有本土化的信仰。文中，张少宽客观的引述了多种

关于九皇爷的说法，可惜的是他并没有阐明他本人接纳哪一个说法或哪

个一说法可能性最高。张少宽的关于九皇爷信仰的研究与调查是值得参

考的，此篇文章亦收录于《斗讯》创刊号中，可惜的是张少宽虽精于田

野调查方面，但是和《斗讯》中的文章同样弊病，在〈南洋独特的九皇

爷的信仰〉一文中提出的论点并没有标明出处，不符合学术规范。 

 

《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主要收录了本身的建庙史

略、庆典活动照片及报道，另外也收录了其他斗母宫的通讯录及部分斗

母宫的建庙史略。虽然《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并未收录其

他与九皇爷信仰相关的文章，但是其收录的建庙史略也是重要的参考资

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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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斗讯》与《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陈爱梅

应槟城头条路斗母宫要求为该宫编辑特刊，并于 2008 年 7 月出版的《槟

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则较具学术性价值7。特刊除了记录槟城头

条路斗母宫于九皇大帝庆典活动的相关资料外，也收录了一些艺文和论

文。被收录的论文包括杜忠全的〈关于北斗信仰的道教经典选择〉、苏

庆华〈马、新两国的九皇爷信仰概述〉、王琛发〈国殇：隐藏在马来西

亚九皇信仰背后的洪门天地会〉、林嘉运〈污秽与洁净：中介性概念之

介绍〉与陈爱梅〈素食与肉边菜〉。 

 

此外，陈爱梅曾写了一篇〈槟城九皇庆典行与思〉刊登于《华研

通讯》，记录她留在槟城参与及观察了前后十天的九皇爷庆典活动。其

中包括九皇爷庆典中的持素、禁欲与过火坑仪式，并认为这些仪式具有

赎罪、感恩和净化的含义。在文中，她认为九皇大帝是具南洋色彩的中

国神明，此信仰源于中国，“却在南洋一带找到扎根的养分”。九皇爷

庆典活动在大马盛行，如持素活动更是北马尤其是槟城华人持素的季

节，陈爱梅用“全民运动”形容之，可见其盛行的程度及规模。但是据

她观察，槟州州内的槟岛已没有再办过火坑仪式，必须到威省一带才可

以看到这个仪式。九皇爷庆典仪式中的“过火坑”以及“耍红柑”等是

令人瞩目的活动之一，陈爱梅将之形容为异于常态。 

 

                                                 
7陈爱梅：《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头条路斗母宫，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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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高丽珍在〈“神道设教”与海外华人地域社会的跨界与整

合：马来西亚槟城的实例〉8中的第七节〈九皇大帝崇拜与海外华人地域

社会的跨界与整合〉，以一外人身份（即非马来西亚公民，对九皇爷信

仰的观察更加中立）对马来西亚槟城九皇爷信仰观察，从九皇爷庆典仪

式、信仰来源及将九皇爷的祭祀活动与政治面向作一番整理及剖析。高

丽珍从道教经典考究九皇爷信仰的来源，提到九皇爷是明朝鲁王的说法

外，惜并未提及民间的其他说法。 

 

除了以上中文论著特刊，英文论著有周福堂（Cheu Hock Tong）

于一九八一年秋凭论文《马来西亚九皇爷扶乩崇拜仪式研究》（An 

Analysis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Spirit-Medium Cult in Malaysia）获人类

学博士学位。这一论文可谓是学术界关于九皇爷信仰最重要的英文论著

了。周福堂另一〈东南亚半岛之九皇爷庆典〉（The Festival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in Peninsular Southeast Asia）论文则收录在其主编的《东南

亚华人信仰和实践：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关于中国宗教的研究》

（Chinese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on the Chinese 

Religion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上提《马来西亚九皇爷扶乩崇拜仪式研究》对九皇爷信仰的过桥

及过火仪式、扶乩、祭祀仪式等各个方面做出详尽的剖析及整理，但是

论文主要以吉隆坡南天宫作为中心及研究案例。周福堂的<东南亚半岛之

                                                 
8高丽珍：〈“神道设教”与海外华人地域社会的跨界与整合：马来西亚槟城的实

例〉，《台湾东南亚学刊》，2010，页 7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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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爷庆典〉一文，则从神话、仪式和意涵三个主层面浅析九皇爷信

仰，同时也收录中国汉朝、明朝，马来西亚槟城、安邦，泰国曼谷、宋

卡，新加坡等地关于九皇爷的传说。周福堂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列明了九

皇爷祭拜仪式的过程及仪式所带来的意思，包括了神秘的过桥（以利刃

组成的刀桥）及过火仪式（在烧红的炭火上行走）有着洗净与洗涤的作

用以及带来好运的涵义，信仰者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的罪孽与邪恶洗净或

洗涤。周福堂认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泰国九皇爷信仰的意涵、能力

（法力）和仪式，因地方环境的不同以及为顺应信仰者的需要而有所变

化及调整，这已经和九皇爷本来的原貌不同。周福堂于文章的尾端做出

了这样一个结论。 

 

另外，国外学者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曾在其《普吉岛的华

人素食庆典》（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一书论述了泰

国九皇爷庆典的盛况以及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埃里克·科恩在其中第二

章〈素食庆典之神学、神话与独特的修持〉（Theology, Mythology, and 

Distinctive Practices of the Vegetarian Festival）的〈斗母与九皇爷〉（The 

Goddess Doumu and the Nine Emperor Gods）一节中提到关于九皇爷以及

斗母的历史传说，并具有极高的学术以及参考价值。9 

  

此外，英文著作之中，珍·德伯纳迪（Jean Debernardi）在其《马

来西亚华人社区之槟城独有仪式》（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9
Erik Cohen. 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 Bangkok: White Lotus Co, 2001,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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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10中的第八章〈表现神奇力量的九皇爷庆

典〉（Performing Magical Power-The Nine Emperor Gods Festival）收录了

关于九皇爷信仰相关内容。珍·德伯纳迪根据她在槟城时对于九皇爷信

仰的观察，描绘她在九皇爷庆典时看到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及表演，同时

也在文中对九皇爷信仰来源、功能、庆典方面也作了一番简单的梳理。 

 

黄存桑于其著书《节令研究》（A Cycle of Chinese Festivities）中

的〈九皇爷〉（Nine Venerable Sovereigns）整理了九皇爷信仰来源、庆

典与仪式、持素等方面。关于九皇爷信仰来源，黄存桑多着笔于槟城清

观寺，并描绘了当时（60 年代）庆祝九皇爷圣诞的情况，可谓是重要的

史料。 

 

从这些学者的中、英文著作当中，可作为考据的资料不少。本论

文以二条路斗母宫研究为主，是第一大区别。此外，本论文尝试从这些

学者的论著中梳理出一般九皇爷信仰的情况，再根据二条路斗母宫的状

况作出一个对照，企图标榜出九皇爷信仰在马来西亚的多样性，此是第

二大区别。多样性是民间信仰的常态，但原促成多样性的原因则未必一

样，在标榜出九皇爷信仰在马来西亚的多样性之同时，也尽力厘清二条

路斗母宫信徒对于九皇爷信仰来源、功能、庆典等方面多样性的原因。 

 

除了上提与九皇爷信仰有直接关系的文章外，笔者延伸到其他与

华人宗教及信仰相关的研究资料，如侯娟〈一个村庄的民间信仰———

                                                 
10

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n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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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沟古村落初探〉11、李亦园〈中国人信什么教〉12、维克多∙特纳、伊迪

丝∙特纳〈宗教庆典仪式〉13、郑志明《传统宗教的传播》与《宗教生命

关怀》、陈来水《庙宇文化-新加坡民俗导览》、王琛发《华人民间节日

研究》、陈志勇〈道教“九皇神”与民间戏神信仰考〉、维多•巴素〈马

来亚华侨特殊情况-马来亚华侨宗教〉、夏诚华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文

集》、康健、李高峰《中国风俗史》、连横《台湾通史二册》、苏庆华

〈独立后华人宗教〉及〈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史概述〉、郑晓云《文化认

同与文化变迁》、王海光〈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考察〉、金泽〈关注

民间信仰的三种取向〉等。这些资料都具有各自的参考价值，但对华人

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均无一提出阐释与分析。 

 

尽管已有上提直接与间接的九皇爷课题研究，但资料依然不足以

诠释九皇爷信仰的全貌与其多样性。故本论文以槟城二条路斗母宫为

例，从信仰来源的多样性，信徒对于九皇爷信仰功能的多样性，庙宇化

的过程，庆典的多样性的方面一一厘清，了解造成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

信仰多样性的原因，不仅可加强对九皇爷信仰的认识更加整体，也可以

在总体上提高人们对九皇爷信仰的多样性之认识与掌握。 

                                                 
11侯娟：〈一个村庄的民间信仰———后沟古村落初探〉，高生记：《沧桑》2007 年

04 期，沧桑杂志社。 
12李亦园：〈中国人信什么教〉，李亦园：《宗教与神话论集》，台北县新店市：立绪

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 
13维克多∙特纳、伊迪丝∙特纳〈宗教庆典仪式〉，（美）维克多∙特纳编，方永德等译，

潘国庆校：《庆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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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贡献 

在马来西亚，以九皇爷信仰为专研尚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研究课

题。有关这方面的专书论述或著作至今为止并不多，在这方面作出一番

较有系统的、深入的分析与探讨的专研研究学者只有以英语著作的周福

堂，以及几篇以九皇爷为主题的文章论述，但是以二条路斗母宫为专研

的中文论文尚是一片荒芜（周福堂的博士论文以吉隆坡安邦南天宫为主

要研究对象）。这也让笔者感觉到对这一课题作出梳理的需要，故笔者

希望能在掌握相关资料蒐集的基础上，对这项课题进行开拓研究。 

 

虽然民间以及学界对九皇爷信仰都有论著，但是其中关于九皇爷

的来源、祭拜仪式、功能都有出现分歧。笔者希望整理这些分歧，再加

上通过田野调查方式作为论点支持，以便梳理出九皇爷信仰中的多样

性，以突显九皇爷信仰在马来西亚的多元化，让九皇爷形象更具立体

性。 

 

笔者也探讨九皇爷之所以能够在马来西亚如此盛行的原因。笔者

将尝试分析九皇爷的在信仰者心中的象征，及信仰者如何在仪式及庆典

中体现对九皇爷信仰的虔诚。九皇爷信仰如何在马来西亚华裔的社区塑

造地方认同这一点是很值得去发掘的，此外，笔者也希望能发现九皇爷

信仰对其周边的社会起着一种怎样的影响以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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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是民间信仰的常态，但是促成多样性的具体原因及情况却

未尽相同，信徒背景的不一样，往往也可能是导致信仰功能的不一致。

论文结语部分除了作为前几章论述的概括性总结、整理出研究成果之

外，也将指出此具研究的意义以及未来可加以拓展的层面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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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关于九皇爷信仰来源的多样性 

 

“民俗信仰又称民间信仰, 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

产生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14民间宗教与西方

的宗教有着明显的差异，中国或华人传统宗教的特色在于“普化的宗

教”（Diffused Religion），这有别于西方宗教的“制度化的宗教”

（Institutional Religion）。“制度化的宗教”是指一个民族的宗教在教义

上自成一个体系，且有具体的经典刊物出版，在教会组织上也自成一个

严格的系统。而“普化的宗教”是指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并没有系统性

的教义，没有严格的教会组织，信仰内容也和一般的日常生活融合，没

有明显的区分。15民间信仰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了神明崇拜、祖宗崇

拜、生命礼俗等等，融合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文化。而多样性则是民间

信仰的常态，信仰来源的多样性则是导致民间信仰多样性的原因之一。 

 

关于“宗教”一词的定义，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与伊迪

丝∙特纳（Edith Turner）在〈宗教庆典仪式〉追溯到拉丁词的 religio，因

为它赖以滋养的土壤，是一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即西欧的文化传统。他

们转引了卡塞尔（Cassell）的《新拉丁文词典》，religio 意指“对宗教仪

                                                 
14侯娟：〈一个村庄的民间信仰———后沟古村落初探〉，高生记：《沧桑》2007 年

04 期，页 62。 
15李亦园：〈中国人信什么教〉，李亦园：《宗教与神话论集》，页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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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和道德方面的良知良心的严格遵守，某种崇拜的对象，圣物，或圣地，对某

个具体神祗的崇拜，人与众神之间的某种契约关系”。 16 

  

华人的宗教组织与社会组织原本就是紧密的结合，以公众祭祀的

公共性集体活动来整合区域民众的生活需求。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公众

祭祀如祭神、迎神的绕境赛会活动。这是民众共有的精神归宿，因此有

人群会合的地方，首先就要建庙，成为公共祭祀场所，也满足了居民社

会的娱乐需求，成为社区重要的共同场所。17 华人因为方言族群的不

同，信仰形态有所差异，在主神崇拜上是相当多元的，各自有其特殊的

文化传承以及乡土风格。 

 

九皇爷为马来西亚华人民间信仰之一。海外华人因移民族群的差

异，在形态上有着不同的变迁与发展特色。华人在海外定居有其不同的

背景和因缘，各有着自成特色的族群网络与经营形态。九皇爷，既非马

来西亚民间“土生土长”的信仰，也非完全引自中国的北斗信仰。九皇

爷信仰在传入马来西亚这片土地时经过了一番的辗转。在其从中国传入

泰国，再从泰国传入马来西亚之际，糅杂了地方信仰特色，逐渐形成今

日独具特色的九皇爷信仰。 

 

                                                 
16卡塞尔：《新拉丁文词典》，转引自维克多∙特纳、伊迪丝∙特纳：〈宗教庆典仪

式〉，（美）维克多∙特纳编，方永德等译，潘国庆校：《庆典》，页 254。 
17郑志明：《传统宗教的传播》，台北市：大元书局，2006，页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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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传入的过程中经过一番辗转，在传入马来西亚的时候糅杂

了地方信仰特色，而这些地方信仰的特色不尽相同，而且经过人传人的

方式，尤其在信仰追溯方面，九皇爷信仰比一些传统的多样性更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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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有关于九皇爷信仰来源的说法 

 

九皇爷的由来和传说向来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同時

也欠缺正式的文献记载。由于缺乏文献记载且经过时间、口耳相传的九

皇爷历史与传说，极可能经已因时间和在口耳相传的当儿模糊与增删了

部分真实的历史，也不排除有可能在原来的历史上被人们想象出了一个

全新的九皇爷来历。是以在采集或者学者研究的记录当中，既容易发掘

到情节类似、但是人物时间地点不一样的传说版本，又或者是人物一

样、但是情节完全不一样的传说，也有好些内容完全不一样的传说出

现。在众多的版本当中，何者为最原始和真实的历史到目前为止依然没

有一个准确的结论，这也是多位本土或外籍研究者如周福堂、黄存桑以

及李永球、王琛发等试图寻找以及诠释的答案。 

 

以下是笔者尝试综合口述、他人研究，以及有限的文档资料后，

试图针对已经收集到的传说做一个梳理以及归纳。九皇爷来源大致可分

为四种，即（一）斗母娘娘与九子；（二）九位革命烈士；（三）北斗

七星；（四）其他传说。 

 

在民间流传的九皇爷来源众多版本之中，其中最为普遍的是九皇

爷为斗母的九个儿子之说。其中的传说内容略有偏差，但大致上都离不

开九皇爷为九个兄弟，且均为斗姆之子。据周福堂〈东南亚半岛的九皇

爷庆典〉（The Festival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in Peninsular 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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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最早的九皇爷传说之一是九皇爷为九个国王的化身（The Nine 

Human Sovereigns）。相传在几千年前，九皇爷是中国的九个国王的化

身，他们是天英、天任、天柱、天心、天禽、天辅、天冲、天芮、天

蓬。天英是最年长的，有时被称为“Jiutoushi”。他们是斗母（The Big 

Dipper）的儿子。斗母有时也被称为天姥（Tian Lao, The Grand One in 

Heaven）、斗母(The Mother of the Way)、斗母天尊（The Heaven-

Honoured Bushel Mother）18。 

 

黄存桑（CS Wong）在其《节令研究》（A Cycle of Chinese 

Festivities）中把九皇爷译为“Nine Venerable Sovereigns”或称为“Kiu 

Ong Yiah”。黄存桑在文中称，根据中国神话，斗母具有控制生死的能

力，祭拜斗母的人们可以延长寿命。但是根据印度土著（Native of 

India），斗母与周御的王，辰祭从结婚。斗母有九个儿子就是后来具有

神性的人皇，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天英、天任、天柱、天心、天禽、天

辅、天冲、天芮、天蓬。在马来西亚，他们被福建人称为九皇爷（Kiu 

Ong Yiah），是一个可以带来运气、财富、长寿以及医疗疾病的神明。19 

 

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也提出九皇爷和斗母为母子，而九皇

爷则为九个兄弟。九皇爷原为“Polar Star”即北斗星辰，是天上星辰神

                                                 
18

Cheu Hock Tong, The Festival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in Peninsular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on the Chinese Religion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Subang: Pelanduk Publications (M) Sdn Bhd，1993, p.20. 
19

C.S.Wong. A Cycle of Chinese Festivities, Singapore: Malaysia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1967, p.152. 



35 

 

格化的神明。20根据黄存桑向槟城清观寺创办人之一黄锦文的孙子黄玉涨

的访问，清观寺于农历九月初九举行九皇爷庆典是因为九皇爷是九个兄

弟。21 

 

另外，李桃李记录泰国普吉內杼（Kata）斗母宮的说法，谓九皇

爷为中国古代传说的九个人物，即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

喾、尧、舜以及夏禹。而吉隆坡安邦南天宫谓九皇爷为九个反清复明的

烈士以及明皇后裔。太平古武庙认为是北斗九星。李桃李亦引《诸神圣

诞日玉匣记》之“初一至初九日，北斗九皇降世之辰，世人斋戒此九日，胜

常日，有无量功德”，相信九皇爷为北斗，并推测中国称为北斗九皇、北

斗九星君，但东南亚称为九皇大帝的原因为源自北斗九皇中的天皇“大

帝”及紫薇“大帝”。22 

 

如高丽珍所言，从道教经典考证“九皇”崇拜的学者一般认为：

“九皇”就是北斗（天枢、天旋、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与

南、北斗，或者是由“斗姆”所化生的“九皇道体”（天皇、紫薇、贪

郎、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九星）。23 

 

                                                 
20

Erik Cohen. 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 p.21-23. 
21

C.S.Wong. A Cycle of Chinese Festivities, p.152. 
22李桃李〈九皇大帝是什么神？〉，张少宽主编：《斗讯》2001 年创刊号，页 44-48。 
23高丽珍〈“神道设教”与海外华人地域社会的跨界与整合：马来西亚槟城的实例〉，

《台湾东南亚学刊》，页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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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说法大致上将九皇爷传说分为两种，即北斗（在天空排列

成斗形的七颗亮星，即天枢、天旋、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24）

之说、九皇爷为明朝九个义士或九个古代传说人物（伏羲、神农、黄

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以及夏禹）二种。 

 

根据《史记》记载，北斗七星，“谓‘旋、玑、玉衡，以齐七

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

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为帝

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
25。北斗七星，七现二隐，其帝皇太尊精神

也。26流传汉代时相关霍光家有个叫作车还典衣奴子，突见二星出现在北

斗星中，乃拜而还，遂得岁年六百。 

 

但是，在《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的解释，“九皇”的

意思为：九皇，一说为天、地、人各“三皇”。道教中的初皇、中皇、

后皇亦称为“九皇”，谓其形象各异，或人面蛇身、人面龙身。另说，

九皇指“北斗九皇大道君”，即北斗九星。27 

 

据周福堂，与上述传说较为不同的是，此次九皇爷的身份是明朝

末年的九个义士，他们帮助明朝最后一个王子逃至福建省的一个渔村。

在北斗星的引导之下，九个义士保护王子从福建省至云南，然后到达泰

                                                 
24杨金鼎主编：《中国文化辞典》，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页 339。 
25

[汉]司马迁著，[宋]裴駰集解：《史记》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页 1291。 
26陈永正：《中国方术大辞典》，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页 241。 
27岱浩存、何青剑：《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页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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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宋卡。令人惊奇的是，北斗星在他们抵达宋卡后逐渐暗淡消失，王子

和九个义士也随着慢慢消失。过后人们便在宋卡海边发现九个香炉。也

有人说事情是发生在普吉岛。这九个义士相信已经升天到了南天。他们

每年都会经过南洋巡视华人的社会。泰国的神庙依然在迎接和欢送九皇

爷仪式中用香炉作为九皇爷神灵的乘骑（vehicles）。28这就是九皇爷的

由来的其中一个说法。 

 

 上述说法也为新加坡《庙宇文化》一书所认同，九皇爷的其中一

个传说与反清复明的义士有关，相传有义士就义后，被抛入水中，由于

义士所为深入民心，人们就自发到水边，捞起一体祭拜，后来渐渐演化

为神明。29 

 

根据以上的九皇爷的传说，然传说内容各异，但九皇爷的共同点

为斗母之子，为九个兄弟。九皇爷原为北斗七星，北斗系为九星，七明

二暗，由天上星斗而神格化，此乃是九皇爷信仰传说的源头。 

 

“民间对九皇大帝的来历，则另有拟人化的传说，以为他们是抗暴或保

皇失败而被杀的义士，或说是被官府斩杀的海上势力领袖。”30珍·德伯纳迪

提出九皇爷信仰其中一个来源就是九皇爷是反清复明的九个义士。31尽

                                                 
28

Cheu Hock Tong, The Festival of The Nine Emperor Gods in Peninsular Southeast Asia, in 

Chinese Beliefs and Practices i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on the Chinese Religion in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1993, p.24. 
29陈来水主编：《庙宇文化-新加坡民俗导览》，新加坡：焦点出版有限公司，2005，

页 19。 
30王琛发著《华人民间节日研究》，雪兰莪：艺品多媒体传播中心，2001，页 124。 
31

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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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这些传说的可信度不高，而且马来西亚不同的州属可能就会有不同的

版本。民间传说和严格意义的历史有本质的区别，传说概不是真实人物

传记和历史事件，但其中可能包含有真实历史的一些因素。民间传说的

流传往往有地区性，一些影响深远的民间传说常与当地的风土人情结

合，并在流传的过程中提炼加工。 马来西亚民间关于九皇爷的传说便是

如此，王琛发举的传说便可以发现具有很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 

 

此外，另有一种较少人主张的说法为，旧时候的戏班也有信奉“九皇

神”的,每年九月初一至初九，戏班会斋戒茹素并称之为“九皇会”。32

陈志勇在〈道教‘九皇神’与民间戏神信仰考〉中提及，民国时期粤东

《平报》曾刊载《九皇佛》的文章，文中认为九皇爷信仰源于东南亚暹

罗华侨的回传。报刊中也记录了关于九皇爷庆典事宜：“潮安、澄海、饶

平三县迷信的人们，有结社崇拜九皇佛的事。到了阴历九月的时候，就设坛迎

佛呀，演剧颂经呀，守坛吃素呀。男男女女一连闹了十多天……在各处底庵寺

里头，却没有这个九皇佛的名目，听说是由暹罗输入的。”33报刊中描绘的正

式九皇爷庆典的仪式，虽然地点不同，但是设坛迎接、守坛吃素等与本

土九皇爷的祭祀方式雷同。 

 

此外，还有一个较不盛行的说法，维多•巴素(Victor Purcell)最为

特别，他认为阴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是九皇爷圣诞，九皇爷实在的诞日是

在初六日。同时维多•巴素认为九皇爷是海龙王，在印度教中称作“那

                                                 
32陈志勇：〈道教“九皇神”与民间戏神信仰考〉，《道教研究》1994-2010,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宗教学研究》2009 年第 3 期，页 8。 
33转引自陈志勇：〈道教“九皇神”与民间信仰考〉，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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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naga）龙神，海龙王原属于印度教，后为释教所借用，传入中

国。在中国，海龙王被认为是海、河与湖的守护神，通常人们说有八至

十位，但这里所言为“九”位，显然为一体者。据维多•巴素于〈马来亚

华侨特殊情况〉一节中形容一般善男信女，“于初六日至初九日，即至清

观寺祭祀。寺中以素菜款待信仰者。在初九晚，善男信女至码头把九皇爷送入

海中。”34不过此说在其他文章、访问中鲜少被提起。 

 

 此外亦有另外一中说法，即九皇爷本为水鬼，后升格为神。水鬼

若要轮回是需要找替死鬼的，其中一个水鬼由于善良，每次见到有人要

投海自尽，皆设法救人，错失自己投胎的机会。玉皇大帝获知后，感念

其善信，故封其为九皇爷。由于其本来水中，故需到水里接他，据说他

也特别照顾靠海为生的人，因此沿海的善信较多。35 

 

 除了以上的说法，对于九皇爷的来历，民间亦流传一些其他的版

本，如“九皇爷是洪门天地会领袖万云龙、又说是明太祖第九代孙鲁王、也有

说是反清举兵到了台湾的郑成功
36”。张少宽指出，九皇爷被认为与反清复

明有关，人们提出的其中证据为，斗母天尊手持日月二轮，合则为明。37

此外，相信民间尚有其他未及收录的传说。 

 

                                                 
34（英）维多•巴素著，刘前度译：《马来亚华侨宗教》，槟城：光华日报有限公司，

1950，页 95-96。 
35黄荣梅〈九皇爷诞传说多〉，张少宽主编：《斗讯》2001 年创刊号，页 59。 
36陈来水编：《新加坡民俗导览-庙宇文化》，新加坡：焦点出版有限公司，2007，页

49。 
37张少宽主编：《斗讯》2001 年创刊号，页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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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种说法以北斗为主，从传统传说中可以发现，九皇爷为斗母

之九子，为北斗星，但是九皇爷本身的色彩并不鲜艳，其形象反不如斗

母鲜明。但是在比较本土的传说，九皇爷比斗母在信徒中占据更重要的

位子，神性也比斗母明显。也就是表示，本土斗母宫拜祭的九皇爷是主

神，斗母反而沦为旁祀。斗母与九皇爷的重要性被扭转了。这也就是南

洋九皇爷与中国拜斗（北斗）最大的差异： 

 

“九皇爷信仰原是礼拜星辰习俗的延续，不过传到南洋后，其仪式已经

改变了，丧失了原来的面貌。” 38 

 

中国的拜斗于南洋的九皇爷的最大差异性为，在中国北斗为道教

神明，而本土九皇爷则比较倾向民间信仰。而北斗原为天上星系，在马

来西亚民间庆典仪式中，九皇爷却和“水”有着重要的联系，甚至九皇

爷的神灵被信仰者相信是来自海中，并必须靠近海才能请得九皇爷的神

灵回庙宇。这极可能是因为九皇爷南迁过程中糅杂了其他当地色彩所导

致的。 

 

在马来西亚一些传说中， “九”和“水”成了九皇爷信仰不可或

缺的一点。九皇爷被认为九个兄弟或九个义士。而九个义士的说中有说

九皇爷曾漂浮在海中，故和水是有着重要的联系的。而民间九皇爷仪式

中重要的一环是，从庆典开始前，必须至海边迎接九皇爷；庆典结束之

                                                 
38夏诚华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文集》，新竹：玄奘大学海外华人研究中心，2005，

页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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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也必须将九皇爷恭送至海中。从这一仪式可以发现，信仰者相信九

皇爷本灵原是在海中，故需要从海边迎接以及恭送。 

 

九皇爷历史其中一个说法则为九皇爷香火是由莆田人士出洋谋生

的时候，将之带到泰国普吉岛以便采锡时供奉，后辗转带来马来西亚，

以供奉在锡广场内。由于九皇爷灵验，故香火遍布，善信多往庙里膜

拜。后安邦香火被善信请到全马以及新加坡分炉，甚至东马沙巴州。39  

 

《帝京岁时纪胜》中形容：“九日各道院立坛礼斗，名曰九皇会。自

八月晦日斋戒，至重阳，为斗母诞辰，献供候戏，燃灯祭拜者甚胜。供品以鹿

醢东酒、松茶枣汤，炉焚茅草云蕊真香。
40”另外，杭州除设坛礼斗外，初

六、七还朝天上表，全程遍贴。台湾除了吃斋九天外，亦有到宫中拜

斗，即在盛米的斗上插铜镜、古剑、小秤、剪刀、尺、纸刻得红伞、灯

盏。41其形容的部分仪式与本土九皇爷相似，可见就九皇爷非本土的神

明，是从中国流传至东南亚的。《台湾通史》中描述九月的庆典为“九

月初九日，谓之重阳，以麻糬祀祖。儿童放纸鸢，系以风筝。自朔日起，人家

多持斋，曰九皇斋，泉籍为尚。
42”，其中虽有九皇斋反而没有提到礼斗的

仪式。虽然本地九皇爷的仪式中虽然仍有保留拜斗，但是在游行时的表

演方式，反而和泰国的庆典拜祭情况更为相似。 

 

                                                 
39张少宽主编：《斗讯》2001 年创刊号，页 34。 
40康健、李高峰编《中国风俗史》，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页 216。 
41康健、李高峰编《中国风俗史》，页 216。 
42连横：《台湾通史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页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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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在其结论中表示，尽管泰国九皇爷信

仰及庆典如此盛行，但是支撑庆典的传说却是模糊以及不可靠的。（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festival is sketchy and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unreliable.）43 

 

民间传说的流传往往有区域性，并常于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结合

及在流传过程中提炼加工。民间传说与严格意义的历史有着本质的区

别。传说既不是真实人物的传记更不是历史事件记录，虽然其中或许包

含真实历史的因素，“传说是人民群众的艺术创作
44”。许多九皇爷的传

说，只是民间的想象力以及附会之说，反而流传在民间各个版本的传

说，盖过了九皇爷本来的原貌。 

 

在传统社会，既是穿凿附会，一旦成为人群的共识，想象也可以

升华为集体的信念或信仰。传播久远过后，也会成为信守不渝的信仰传

统，不论是真是假，真实状况为何，这并不是最为重要的。对信仰者来

说，心里得到了依靠以及凭据，疑惑得到了解答。45这才是信仰赋予的心

理力量。 

  

星宿信仰是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的民族意象,王琛发认为九皇诞之所

以盛行，代表了人们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承继。九皇诞的举行，涉及社

                                                 
43

Erik Cohen. 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 p.184. 
4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 I》，北京：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页 541。 
45郑培凯：〈序言〉，郑培凯：《宗教信仰与想象》，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7，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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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许多家庭及个人的集体行为，形成了有助于社会集体自觉本族宗教文

化的存在，这就是九皇爷信仰的社会意义。 

 

北斗之说极为可信，北斗七现二隐，符合了九皇爷的“九”之

数，且中国北斗仪式与九皇爷的拜祭仪式拥有相似之处。相信九皇爷原

属于中国神明，在辗转下流传至泰国，故仪式中参杂了泰国民间信仰的

特质，后又传入马来西亚，成为本土的九皇爷信仰。综合以上各个说

法，由于并无实证去确认那个也说法最为正确，但也不能完全抹杀任何

可能性。尽管九皇爷传说众说纷纭，但这也恰恰的体现出民间信仰之信

仰来源多样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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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信仰来源 

 

承上所述，信仰来源的多样性是民间信仰多样性之一而已，但是

二条路斗母宫的多样性的原因是什么，是本节需要探索的重点。 

 

黄存桑于《节令研究》曾提到槟城龙尾山清观寺九皇爷的传说

（上一节第二种说法），九皇爷九个兄弟中有七个已经升天，第八个逗

留在半空，而第九个兄弟就留在人间保护人们。九皇爷化身为五个华

人，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结果他们在龙尾山（Paya Terubong Hill，

Penang）看到了九皇爷的幻象，于是在 1880 年于该地建了清观寺。至于

为何以及从何时开始每年会在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前往清观寺拜九皇爷

就不得而知了。根据黄存桑向清观寺创办人之一黄锦文的孙子黄玉涨的

访问，清观寺于农历九月九日举行九皇爷庆典是因为九皇爷是九个兄

弟。46 

  

苏庆华在〈马来西亚华人宗教概述〉认为，早期的香火均传自泰

国。南天宫的香火传自宋卡、香港巷九皇大帝传自通扣（Tong Kah，普

吉昔称通扣，往日以生产锡米著称）、太平古武庙传自普吉岛的內杼县

（Kathoo District）。其后，“数十年前，有些九皇爷的香火乃由太平而引至

                                                 
46

C.S.Wong. A Cycle of Chinese Festivities,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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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马之吉醮，再由吉醮传入东海岸的吉兰丹”47这支自国内九皇爷庙分香，

并跨洲立庙形成的九皇爷庙群，显示其本土化的倾向。 

 

根据二条路斗母宫理事郑金山，也是二条路斗母宫建庙其中一个

发起人郑焕仁48之子于 2007 年访谈中，他提出九皇爷“是没有金像，是

捏造”的说法。这符合了民间流传“九皇爷也与一般神祗不同，他是众多神

祗中，唯一没有形象的”49。一般的斗母宫的正殿内，只有九皇爷的牌位

以及香炉，并无九皇爷的神像，这是九皇爷崇拜神秘之处。50 

 

关于九皇爷有无神像这一问题，苏庆华在其〈马、新两国的九皇

爷信仰概述〉一文有提到民间九皇派分两支，一支有供九皇爷神像，另

外则不供九皇爷神象。51以二条路斗母宫为例，若以苏庆华的分析，则二

条路斗母宫属于不供九皇爷神像的派系。另外，据笔者观察，槟城头条

路斗母宫是有供奉九尊九皇爷神像的。 

 

郑金山对于九皇爷的来历提出了四个可能性，但没有明说二条路

斗母宫九皇爷的来历是哪一个。他提出，九皇爷极可能是从泰国传来、

中国海贼、从马六甲传来以及是属于星斗（斗母）。从郑金山的访谈中

                                                 
47苏庆华：〈独立后华人宗教〉，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

人史新编》，吉隆坡：华总-华龙历史研究基金，1998，页 454。 
48二条路斗母宫中唯一的牌匾《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建宫及扩建后楼缘起》其中一段文字

中记载：本宫初建坛于土桥尾，系由林成宗、邱吉章、郑焕仁、李九庆、伍德发、邱

亚岜、林针忠等及该地区众信士所创立，坛主为王探花与林小代。 
49黄荣梅〈九皇爷诞传说多〉，张少宽主编：《斗讯》2001 年创刊号，页 59。 
50陈来水编：《新加坡民俗导览-庙宇文化》，新加坡：焦点出版有限公司，2007，页

49。 
51苏庆华在其〈马、新两国的九皇爷信仰概述〉，陈爱梅：《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

特刊》2008 年，页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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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测，一般信仰者对于九皇爷的来历不是很了解，也没有刻意要去

追根究底，九皇爷的来历可以有很多的猜测，但是信仰者对九皇爷这一

信仰是表示认同的。从种种迹象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九皇爷并不是

本土的神明。而九皇爷不管其来历如何，在信仰者的心中九皇爷是具有

神威神力，且能够保佑信仰者平安，甚至是可以达成信仰者的祈愿的神

灵。这就是信仰者对九皇爷信仰的群体认同。 

 

郑金山的这一推测倾向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之求生的功能。在早期

移民过程中，人们初到新的环境，内心惶恐不安。人类在挣扎求存的过

程，面临困难与挫折等问题，转而向信仰求助，希冀神明能够给予人类

某种助力，加强人类心奋斗生存的信心。诚如科恩所言： 

 

“从有限的资料中不足以判断以前九皇爷如何在中国实践，以及

在福建省的九皇爷信仰与福建移民带到普吉岛的九皇爷信仰有何相似之

处。”（The Data are insufficient to determine how and in what scope the 

festival was performed in China in past, and hence to establish the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festival as it used to be performed in Fujian province at 

the time Hokkien immigrant came to Phuket, and on the island today.）
 52
 

 

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曾经在其《普吉岛的华人素食庆典》

（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一书中提出，尽管不能确切的

肯定九皇爷信仰的来历以及其何时传入泰国普吉岛，但是相信当初是由

                                                 
52

Erik Cohen. 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 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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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的移民带进泰国，直到形成今日泰国普吉岛盛行的九皇爷信仰。53

本土九皇爷信仰则相信是由泰国普吉岛流传进来的。 

 

从以下的抽样调查中可以发现，大部分信徒对于九皇爷的来历并

不清楚。17 分抽样调查中，就有 8 人表示不清楚九皇爷的来历，2 人认

为是天上来或天上神灵，对于九皇爷的来历启示并不清楚。而有 3 人认

为九皇爷是北斗或星斗的化生。3 人认为是海贼。这表示从这些被访问

的二条路斗母宫信徒中，除了大部分不清楚九皇爷的来历外，海贼与北

斗的版本还是较为人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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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 Cohen. The Chinese Vegetarian Festival In Phuket. p.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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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二条路斗母宫信徒有关九皇爷信仰来源抽样调查 

族裔/籍贯 宗教信仰 问题：九皇爷的由来 

潮州普宁 佛教/道教/民间 不清楚 

惠安 佛教/道教 不清楚 

广东 民间宗教 不清楚 

客家大埔 佛教/道教 不肯定 

福建晋江 佛教/道教 不清楚 

泰国福建人 民间信仰 天上神灵 

新加坡籍罗马人 道教 一些民间故事 

福建 拜神 天上来 

潮州 民间信仰 海贼 

惠安 道教 星斗 

惠安 道教 北斗降世 

惠安 道教 不清楚 

福建 佛教、道教 不清楚 

惠安 佛教 连地亚尾请来 

福建 民间信仰 不清楚 

印裔 民间信仰 1）海贼 

惠安泉州 佛教 1）北斗星 

2）九个皇爷/九个海贼 

注：以上为 2008 年九皇爷庆典期间在二条路斗母宫的 17 份抽样调查，调查多

以当地福建话回答，答案依据信徒的回答记录尽量不另作修饰，以保留资料的

原始性。抽样调查尚收录其他与九皇爷信仰有关的问题，以上抽取的是和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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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信仰来源有关的内容。公开抽样调查中的受访者姓名因或违研究伦理，故在

表中隐去。 

 

从这份抽样调查中可以发现，大部分二条路斗母宫的信徒对于九

皇爷的来历并无追溯的意图，对于他们来说，九皇爷是神明并具有保佑

他们的能力就已经足够。至于九皇爷是何方神圣，从何而来反而成了次

要。 

 

在进一步剖解信仰者结构之前，首先必须阐释以及了解的是，民

间信仰没有一定的入教仪式来判定一个人是否为信仰者，故信仰者以及

非信仰者之间是很难区分的。民间信仰的仪式以及活动较不具排他性，

并开放给予诚心的人士。故一个人通常不限定于一个庙宇、宗教的仪式

活动，而是持有多方参与的态度。比如一个信仰观音的信仰者，家里供

奉观音神像，初一十五茹素。于清明节时也将前往扫墓拜祭祖先，但同

时他亦会参与卫塞节（Wesak Day）的绕街活动。这就是民间信仰的弹

性以及兼容性，也是使之能够深入民间的原因。 

 

每年农历九月也参与九皇爷庆典，同时前往不同的斗母宫上香。

因此，前往二条路斗母宫上香的人们，未必只是在二条路斗母宫膜拜，

但应该都是属于九皇爷的信仰者。他们除了有参与二条路九皇爷的庆

典，也会参与自己居住地区的斗母宫活动包括上香、捐缘、参与游行甚

至是出席九皇大帝的联欢宴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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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观察，二条路斗母宫的信仰者大致可划分为二类。即具有地缘

性的居民，其中多是受父母家人影响的，或自小在二条路长大，后移居

其他地区甚至是国外；二是为一般信仰者，即在二条路斗母宫上香，但

本身也许是参与其他斗母宫的活动。 

 

在二条路斗母宫，地缘性非常明显，而这里所指的地缘性，并非

来指祖辈故乡，而是指从小在连地仔尾移、过港仔、土桥尾、二条路等

区域附近的成长以及生活过居民。基于此项特征，具有地缘性的居民，

他们从小已经“习惯”前往二条路斗母宫的九皇爷上香，或参与二条路

斗母宫活动并成为理事会成员。他们会间接影响家里年轻一代，相继参

与二条路斗母宫的庆典活动，或成为理事会成员。 

 

此外，也有自小于二条路附近长大，后移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

每年也会习惯性的回来二条路斗母宫上香的信徒。其中一个受访者表示

从小在二条路长大，但是出嫁后居住在浮罗山背一带，虽然附近也有供

奉九皇爷的庙宇，但据她所言，即使她本身行动不方便，且二条路斗母

宫离浮罗山背并不靠近，但她已经“习惯”在二条路上香，所以每年九

皇爷庆典期间一定要回二条路斗母宫上香。这也许就是情感依归，要回

到原初地方，也代表着信仰者与斗母宫之间有着特别的情感。 

  

九皇爷信仰并无严格强制规定信仰者必须属于哪一间斗母宫，不

过大致上，通常信仰者会每年固定前往一家斗母宫上香，但亦会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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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其他斗母宫上香。到了绕街游行时，该信仰者将会跟随该间斗母宫

的游行队伍。而斗母宫以及斗母宫之间，亦会为了表示友好，每年成立

进香团，到其他地区以及州属的斗母宫进香。由此可见，这些信众成为

九皇爷信众的原因，或因家庭关系、地缘关系，斗母宫缺乏为信众讲解

九皇爷信仰的习惯，所以信众出现如表二对九皇爷信仰的模糊认知，也

就不足为奇了。 

 

二条路斗母宫的信徒对于九皇爷信仰的来源并不清楚，这种情况

有别于槟城头条路斗母宫，头条路斗母宫在其《庆祝成立一百零五年暨

理事会五十周年金禧记念特刊》之〈宫史〉里清楚的记载，九皇爷香火

是于清光绪年前由前人李先生从中国把香火传入槟城。54二条路斗母宫的

九皇爷相信是从泰国传来，故仪式中参杂了泰国民间信仰的特质。但由

于信徒对九皇爷信仰来源并不清楚及没有具体的认识，所以对于九皇爷

的来源才有很多的说法，造成了信仰来源的多样性现象出现。

                                                 
54陈爱梅〈宫史〉，陈爱梅主编《庆祝成立一百零五年暨理事会五十周年金禧记念特

刊》2008 年，页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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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九皇爷信仰功能的多样性 

 

地方性的民间信仰有其组织形态、秩序及逻辑，并制度化于百姓

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家庭、庙宇，或是社区活动之中。社区信仰形式是

按照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以及意愿而形成的。当教派领袖、神明或经典进

入村落的地盘时，它们的意义即被转变以迎合人们的需求，即“祈福驱

邪”以及“趋吉避凶” 55。而九皇爷信仰以及其庆典仪式，恰恰符合了

以上的各项特质。 

 

至今为止，东方民间信仰研究中比较少直接采用人类学的理论。

但著名的人类学家李亦园则善于使用人类学的理论并将之与民间信仰挂

钩。李亦园认为：“人类对神灵活超自然存在最基本的态度不外乎认为神是

善的或恶的，或者更严格一点说，认为神是能保佑给恩惠予人的或者是会惩罚

作祟于人的。自然在这一对基本态度之下，仍可不断再加以分别，例如神的保

佑赐恩与惩罚作祟都可分为是有条件的或是有原因的以及无条件的或是无常

的。换而言之，人可以认为神的惩罚作祟是无常的或是因为人犯错、不遵守规

则而引起的，同样的，人也可以认为神的保佑赐福是无条件的或者是因为人的

行为满足了神的要求而带来的。有条件的保佑赐福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

是消极性的，也就是只要人虔诚服从，就可以得到神的保佑，另一方面则是积

极性的，也就是依赖人举行各种仪式以祭神，才能得到神的恩惠。举行仪式也

                                                 
55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神明、圣徒、灵媒和绕 境 ——从中国文化观点比

较地方民间信仰传统〉，郑培凯：《宗教信仰与想象》，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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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类的差别，有些仪式是属于巫术性的，也就是带有强迫性地要求神灵给予

人所希望的东西，有些仪式则属于祈求性的，祈求神的怜悯而赐福的。”56 

 

李亦园认同史拜洛（Melford Spiro）的宗教的社会功能，即生存

的功能（adaptive function）、整合的功能（integrative function）与认知

功能（cognitive function）。57在求生过程，人类面临天灾、疾病、伤亡

等困难与挫折等等的问题，而宗教都能适时地给予人类某种助力，使人

有信心奋斗生存。生存功能对早期形成的社会起着安定恐惧心理的作

用。而九皇爷信仰能够流传，苏庆华相信与早期矿场流行的疟疾有关。

当初矿工对流行的疟疾感到无助，所以从泰国迎来据说“解厄消灾非常灵

验的九皇大帝香火
58”以“驱逐当时流行于矿区的疟疾者

59”，九皇爷信仰因

而得以鼎盛。 

 

                                                 
56李亦园：〈信仰与文化〉，《宗教与神话论集》，页 3-4。 
57李亦园：〈宗教的社会责任〉，《宗教与神话论集》，页 118。 
58苏庆华：〈独立后华人宗教〉，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

人史新编》，页 454。 
59苏庆华：〈独立后华人宗教〉，林水檺、何启良、何国忠、赖观福合编《马来西亚华

人史新编》，页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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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有关于九皇爷信仰功能的梳理 

张少宽于〈南洋独特的九皇爷信仰〉一文中相信早期九皇爷信仰

具备驱逐瘟疫的功能，烧皇船的庆典即是表示将瘟疫驱逐出境。虽然时

至今日瘟疫早已送尽，却成了传统的民俗活动。60 苏庆华曾经提出

“驱逐当时流行于矿区的疟疾者” 61，九皇爷信仰因而得以鼎盛。从这里

可以发现，九皇爷早期得以香火鼎盛，最主要的原因是具备驱逐瘟疫的

能力。 

 

到了后来，九皇爷的信仰功能逐渐增多，这是九皇爷本来具备的

功能，还是顺应社会需求而增的，已经无法考究了。以下表三收录目前

部分学界及民间关于九皇爷信仰功能的资料： 

 

表三：现有关于九皇爷的信仰功能 

作者 九皇爷的信仰功能 

不详／〈九皇爷南天

宫〉 

保佑阖家平安 

不详／〈九皇爷圣诞

大街小巷 信徒持素

还愿祈平安〉 

管理信徒们的健康、寿命和财富 

珍·德伯纳迪/ 

Penang Rites of 

Belo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延长寿命、运气、成功、和健康（医病） 

高丽珍/〈“神道设

教”与海外华人地域

社会的跨界与整合：

马来西亚槟城的实

例〉 

凝聚群体的向心力 

自我提升、自我增值，藉着九天的庆典共同斋

戒，增长福慧，并广泛举办活动，推广行善消灾

普化天下的理念。 

                                                 
60张少宽：〈南洋独特的九皇爷信仰〉，《斗讯》2001 年创刊号，页 63。 
61苏庆华：〈马来西亚华人宗教史概述〉，苏庆华著：《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

选集》，吉隆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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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丹州斗母宫

九皇爷成立简史〉 

（1）已生恶令断灭、（2）来生恶令不生、（3）

未生善令生起、（4）已生善令增长。 

张少宽／〈南洋独特

的九皇爷信仰〉 

具备驱逐瘟疫的功能 

苏庆华／〈马来西亚

华人宗教史概述〉 

“驱逐当时流行于矿区的疟疾者” 

陈湘／〈记九荒斋家

庭总动员〉62 

保佑家人出入平安，孩子身体健康，事事顺利 

陈爱梅／〈庆祝九皇

爷大帝圣诞系列活

动〉63 

祈求身体健康 

童乩赤手提炼的风油：缓解恶寒恶风，舒解头

痛、腹痛、扭伤、肌肉酸痛 

巡境游行：保合境平安 

童乩耍“红柑”64：祈求神明保护、风调雨顺、安

居乐业 

过添寿关／平安关：祈求身体健康，添福添寿 
注：部分九皇爷的信仰功能是从文章中梳理出来，如陈湘〈记九荒斋家庭总动

员〉。 

 

 

根据〈丹州斗母宫九皇爷成立简史〉中有提到关于九皇爷信仰的

主导方向是“求善断恶，四劝：（1）已生恶令断灭、（2）来生恶令不生、

（3）未生善令生起、（4）已生善令增长。时时下全副功夫去净化自己的内

心，才能达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65。从中可以发现九皇爷信仰强调心

存善念，且要常常检视自己，避免做出恶事。 

 

                                                 
62陈湘：〈记九皇斋家庭总动员〉，《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槟城：槟城头

条路斗母宫，2008 年，页 72。 
63陈爱梅：〈庆祝九皇爷大帝圣诞系列活动〉，《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2008

年，页 51-64。 
64“红柑”是指在炉子里烧了三天三夜的铁球。童乩以赤手空拳耍“红柑”，把“红

柑”往空地上抛掷。（见陈爱梅：〈庆祝九皇爷大帝圣诞系列活动〉，《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2008 年，页 58。） 
65〈丹州斗母宫九皇爷成立简史〉，《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2004 年，页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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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讯》第三期〈九皇爷南天宫〉一文66收录该宫九皇爷董事部交

际洪玉智的意见，他认为目前连年轻人也前来该宫求平安。此外，受访

的张月珠信徒也表示每年前往南天宫膜拜，祈求九皇爷保佑阖家平安。67

可见信徒相信“保佑平安”是九皇爷神职功能之一。 

 

 此外〈九皇爷圣诞大街小巷 信徒持素还愿祈平安〉一文中除了提

及九皇爷能够保平安外，“九皇爷管理信徒们的健康、寿命和财富，因

此有许多人相信，向九皇爷求愿，十分灵验，而唯一的条件就是以持素

来还愿。”68从中可以发现人们相信，九皇爷的功能还包括了管理健康、

寿命和财富，而回报或报答九皇爷的方式就是持素。 

 

珍·德伯纳迪提出人们相信九皇爷具有控制命运的能力。69九皇

爷具有控制人类命运的能力，通过向九皇爷祈愿，希望九皇爷可以让他

们的生活及运气更转好。（In praying to the Nine Emperor Gods, who 

control human fate, and in seeking inner transformation, people express their 

desire to transform theirs lives and to exchange bad luck for good.） 

 

珍·德伯纳迪也表示人们祈求九皇爷帮助他们延长寿命、运气、

成功、和健康（医病），但人们也害怕九皇爷并小心翼翼地遵守禁忌，

以避免冒犯神灵。因为据说会导致疯狂，甚至死亡。这些华人祈求九皇

                                                 
66〈九皇爷安邦南天宫〉，《斗讯》2003 年第三期，槟城：马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

会，2003，页 165。 
67〈九皇爷安邦南天宫 斋戒沐浴年年爆满〉，《斗讯》2003 年第三期，页 167。 
68〈九皇爷圣诞大街小巷 信徒持素还愿祈平安〉，《斗讯》2004 年第四期，槟城：马

来西亚斗母宫九皇大帝总会，页 24。 
69

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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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来帮助他们化解社区的不幸，因为九皇爷具有可以捕捉并驱逐邪恶灵

魂的能力。(“People pray the divine kings for long life, luck, success, and 

healing, but they also fear them and carefully observe taboos(Malay:pantang) 

in order to avoid the “spiritual collisions” (chiongdiok, chongde) said to cause 

aillness, madness, or even death. Chinese also invoke the divine kings for 

assistance in ridding their communities of misfortune, since these gods have 

the power to capture and expel evil spirits.”70)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发现人们相信九皇爷具有延长寿命、运

气、成功、赐予健康，与驱逐不幸或邪灵的能力。但是若冒犯神灵，则

会招来不幸。从中，大致可以将九皇爷的功能归纳为具有庇佑平安、健

康、成功、运气、长寿及驱逐不幸的能力。 

 

另外，亦有小部分人，由于在上香膜拜时向九皇爷许愿，并应允

若心中所求若能达成，将会每年回来膜拜。更有着将会在绕街游行时，

铁枝穿颊，参与游行，借此还愿。这也是本土九皇爷吸引游客参观的特

色。这一习俗应是受到泰国地方信仰的影响，因此类活动较常出现在泰

国、马来西亚的九皇爷庆典绕街游行中，在中国拜斗仪式中，其实并无

此项特色。 

 

每年九月初一至初九的斋戒期间，信徒通过縞素、持九皇斋、过

火除祟等仪式，象征“通过”与自我成长，並且借助迎神绕境、犒軍、

                                                 
70

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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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皇船等祭典仪式，凝聚群体的向心力。高丽珍从观察头条路斗母宫得

出的结论是，九皇爷的信徒标榜团队合作、自我提升、自我增值，藉着

九天的庆典共同斋戒，增长福慧，并广泛举办活动，推广行善消灾普化

天下的理念。71 

 

 

                                                 
71高丽珍：〈“神道设教”与海外华人地域社会的跨界与整合：马来西亚槟城的实

例〉，《台湾东南亚学刊》，页 7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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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条路斗母宫的九皇爷信仰功能 

 承上所述，信仰功能的多样性是民间信仰多样性之一，至于二条

路斗母宫的信仰功能之所以异于其他九皇爷的原因是什么，是本节将勘

探的对象。 

  

剖析九皇爷信仰的功能需从两个方面出发，即九皇爷信仰本身的

神祗功能，以及九皇爷信仰对社区的功能。在于对社区功能而言，二条

路九斗母宫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与团结力，尽管二条路斗母宫平

时庙门深锁，大部分信徒与信徒之间、会员与会员之间并无频密的保持

联系，但是每年一到九皇爷诞期间，这些人将会到二条路斗母宫进行膜

拜以及尽义务。而这段时间恰恰也是会员与会员之间联系感情、互相了

解近况的最佳时机。 

 

表四：二条路九皇爷信仰功能的抽样调查 

族裔/籍

贯 

宗教 

信仰 

问题： 

对九皇爷信仰的看法？ 

祈求范围 赌博

习性 

持九皇爷斋的原因 

潮州普

宁 

佛教/道

教/民间 

对九皇爷有心，九皇爷

也会照顾你，去那里都

拜 

平安、健康 有 母亲生病，发愿 

惠安 佛教/道

教 

平安、对身体好、想到

神灵不敢做坏事 

平安、健康 偶尔 吃素心清、不杀生 

广东 民间宗

教 

吃素 平安、健康、读

书 

没有 受到家人影响 

客家大 佛教/道 灵验 平安、健康、财 没有 自己决定要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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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 教 富、事业 

福建晋

江 

佛教/道

教 

很灵验、有求必应 平安、健康、财

富、事业 

偶尔 拜九皇爷一定要吃

素 

泰国福

建人 

民间信

仰 

平安 平安、健康 没有 平安 

新加坡

籍罗马

人 

道教 拥有强大的能力，很多

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Very powerful, a 

lot people got 

different idea) 

世界和平，家人

健康（World 

peace and 

family health） 

- 相信吃素会带来健

康,跟随禁忌

(Believe in 

vegetarian,80% 

vegetarian for 

health, follow 

pantang) 

福建 拜神 每一间神庙都去，什么

神都拜 

平安、健康、财

富 

没有 因为九皇爷生日 

潮州 民间信

仰 

九皇爷最好，救人、帮

助人 

平安、健康、事

业 

有 心里想吃 

惠安 道教 灵验 平安、健康、顺

利 

有 吃了心清 

惠安 道教 一年下来一次，主张立

场慈悲好善，要和平，

不杀生，要信徒向善 

平安 没有 跟父亲吃 

惠安 道教 做醮 平安，健康，生

意兴隆 

偶尔 求平安，发展，生

意兴隆 

福建 佛教、

道教 

喜欢神明 平安，健康、财

富 

有 受到家人影响 

惠安 佛教 神明庇佑 不求 - 保佑平安 

福建 民间信

仰 

灵验 平安、健康 没有 受到母亲的影响 

印裔 民间信 心好、人好、心想事成 平安、健康、财 没有 自己想吃，觉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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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富、事业、有求

必应 

素会好 

惠安泉

州 

佛教 相信有这样的神，正在

研究道教 

希望国家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

槟州人民可以找

到吃 

没有 工作关系（负责九

皇爷花车的灯光）

开始吃素 

注：以上为 2008 年九皇爷庆典期间在二条路斗母宫的 17 份抽样调查，调查多

以当地福建话回答，答案依据信徒的回答记录尽量不另作修饰，以保留资料的

原始性。抽样调查尚收录其他与九皇爷信仰有关的问题，以上抽取的是和九皇

爷信仰功能有关的内容。同样因考虑到研究伦理问题，故将受访者姓名隐去。 

 

 神祗的司职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综合以上抽样调查所得出的答

案，前往二条路斗母宫膜拜的信徒大致向九皇爷祈求：（一）平安；

（二）健康；（三）财富；（四）事业；（五）其他。 

  

 信徒每年于九皇爷庆典期间持素及上香诚心祈求，最主要的原因

是希望九皇爷能够保佑自己或家人乃至所求的人平平安安。借由持素以

及虔诚，希望能够获得神灵庇佑。 

  

 此外，部分信徒持素乃是祈求九皇爷能够保佑信徒身体健康，通

过持素的行为，以换得神灵保佑，同时获得心灵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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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北斗主生、南斗主死”，一般相信九皇爷具备延寿的能

力，信徒也希望通过持素斋戒的行为，希望能够为自己或所求之人获得

九皇爷的保护，得以消除疾病或延寿。 

 

 陈爱梅于《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之〈庆祝九皇爷大帝

圣诞系列活动〉中列明头条路斗母宫的九皇爷的功能有祈求身体健康；

童乩赤手提炼的风油能够缓解恶寒恶风，舒解头痛、腹痛、扭伤、肌肉

酸痛；巡境游行怎能保合境平安；童乩耍“红柑”是祈求神明保护、风

调雨顺、安居乐业；过添寿关／平安关为祈求身体健康，添福添寿。72二

条路斗母宫和头条路斗母宫的不同之处，是头条路斗母宫拥有明文载明

九皇爷的功能，让头条路信徒可以清楚的知道九皇爷的功能，虽然这不

代表头条路的信徒相信九皇爷的功能只局限于特刊中所言。 

 

但在许多二条路斗母宫的信徒除了祈求最基本的平安与健康外，

财富与事业也是信徒们所关注的。信徒相信九皇爷具备保佑他们获取财

富和事业顺利的能力。在二条路斗母宫信徒心里，九皇爷是属于无所不

能的神明，祈求的范围和信徒的生活与事业是息息相关的。信徒除了希

望九皇爷赐福，保佑平安、健康、财富、事业这四种最基本的诉求外，

亦包括其他的要求。如抽样调查中的郭廷源为当时槟城双溪槟榔区州议

员，而他向九皇爷祈求的则是“希望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槟州人

民可以找到吃”。这种现场的产生，即可能是因为信徒背景来自各个层

                                                 
72陈爱梅：〈庆祝九皇爷大帝圣诞系列活动〉，《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2008

年，页 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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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如在抽样调查中的受访者就已经包括了印度人、泰国人、甚至是新

加坡籍罗马人；同时他们信仰佛教、民间信仰、道教的都有，因为背景

的来源广泛，故信徒所求的内容都不一致，导致了九皇爷信仰在信徒心

目中，是具备了各种功能的神明，形成了九皇爷信仰多样性的现象。 

 

信徒向九皇爷祈求的范围除了平安、健康、财富、事业之外，就

是有求必应，信徒亦相信九皇爷能够有求必应。信徒在祈求九皇爷时，

若所求的并非普通的愿望，在强烈希望所求的事情能够如愿时，通过许

愿并答应神灵，若所求之事得以成功，则会做出一些动作以还神恩。比

如一些人为表诚意，应允九皇爷若所求之事得以成功，将会在来年的九

皇爷诞出游以铁枝刺穿身体，随队伍巡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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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关于九皇爷信仰庙宇化的多样性 

信仰是为了满足人类心理上的需求。当信仰有了传说与功能的支

撑后，相关的庆典活动满足了信徒的需求，而庙宇化的重要性在于，该

场所可以重复性的满足需求。庙宇化的产生，也是信仰制度化的表现之

一。 

 

九皇爷信仰在马来西亚传播之前，或应该说在马来西亚这片土地

未曾有九皇爷之前，九皇爷信仰是不存在于马来西亚的。但第一尊九皇

爷，或九皇爷的信物（或象征物）被信仰者带到马来西亚，才开始有了

九皇爷的信仰。早期，当九皇爷香火由泰国传来，就开始有一小部分的

个人对此信仰的认同，而这一部分人，影响了当时槟城部分居民的认

同，再由这部分的人去影响更多人，慢慢形成了群体认同。九皇爷信仰

可以如此盛行的原因之一，不容忽视其兼容性，即信仰者可以在九皇爷

庆典期间膜拜吃斋，但是在其它时候，可以自由饮食。而且信仰者可以

在信奉九皇爷的同时，信奉居民本来的信仰，如祖宗崇拜，其他神明的

崇拜等。 

 

地理环境与群体文化认同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九皇爷最

初的根据地，就是沿海一带，这虽然是因为早期人们以船运为主要的通

商管道，但这与九皇爷的司职有着很大的关系。沿海一带的人们多靠海

而生。朱金涛认为“一般华人信仰者多相信九皇爷是注生死之神
”73 

                                                 
73转引自苏庆华著：《马、新华人研究—苏庆华论文选集》，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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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华侨史》是巴素根据 1937 至 1938 年间所收集得材料写

成的。维多•巴素在第二卷〈马来西亚华侨的特殊情况〉中的第六章〈马

来亚华侨宗教〉提到了九皇爷的信仰。“阴历九月初一至初九是九皇爷圣

诞，九皇爷实在的诞日是在初六日。我认为九皇爷是海龙王，海龙王原属于印

度教，后为释教所借用，传入中国。在印度教中，他称作‚那加‛（naga）龙

神。在中国，海龙王被认为是海、河与湖的守护神，通常人们说有八至十位，

但这里所言为‚九‛位，显然为一体者。一般善男信女，于初六日至初九日，

即至清观寺祭祀。寺中以素菜款待信仰者。在初九晚，善男信女至码头把九皇

爷送入海中。”他对于九皇爷是海龙王的论点固然有待考证，但是至少证

明，在 1937 年至 1938 年期间或更早前，九皇爷信仰在槟城已经是相当

的盛行，并且引起了维多•巴素的注意。 

 

到了 60 年代，九皇爷信仰在槟城乔治市已经相当成熟。当时二条

路斗母宫未建成之前，据当时坛主王探花的外孙女林宝贝所言，“九皇

爷庙原本是林家的神明（坛主王探花的夫家）。平时神像收藏在林家，只有在

九月时才搭棚让众信仰者上香。” 

 

当年（1972 年）建庙铜牌撰写人黄文汉回忆说“九皇爷原本在土桥

尾空地，土桥尾的九皇爷有一段时期停办。后来把九皇爷的信物或象征物分配

给三间九皇爷庙宇，即现在的头条路斗母宫，香港巷斗母宫，以及二条路斗母

宫。后来在二条路的空地（现址），此地原本属于柯公司所有，举行九皇爷庆

典。九皇爷原本收在林家，这里只是在九皇爷庆典时搭起铁皮屋，然后把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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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从林家请出来，供信仰者向九皇爷进香。林氏与王探花有亲戚关系。当时王

探花有名气，很多神庙募捐以及申请准证都用她的名字。二条路斗母宫竣工过

后（1972年），有心人士才筹钱铸造香炉。” 

 

郑金山在口述中也表示林伟众、张纲娘为当初的林家管理人。林

乌洋则为 50 年代斗母宫的领导人。林不水（林伟众儿子）则为第二次连

地仔尾发起人之一。郑金山提出当时斗母宫的相关人物皆与林姓有关。

从中可以发现林家人与二条路斗母宫的确拥有很深的渊源。 

 

此上述三人所言，二条路斗母宫最初的九皇爷的信物原由林家人

保管，王探花与林家是有着亲戚关系的。后来部分的信物才由现在的二

条路斗母宫接管供奉。这也表示，二条路的九皇爷信仰原本由林家人信

奉，后来影响越来越大，而群体认同由一个较小的区域，渐渐扩散。 

 

当九皇爷信仰获得的群体认同已经形成，在此环境中成长的孩

子，自小受到父母影响，长大后受到环境的影响，影响了他的个人认

同，故在接受九皇爷信仰的这一认同上，则比较容易接受。有一位自小

在二条路附近生活，后嫁至浮罗山背的受访者不讳言，她膜拜九皇爷，

每年九皇爷庆典期间都会回到二条路斗母宫上香祭拜，原因是因为“习

惯”了。而当笔者问之，浮罗山背一带不也有九皇爷庙宇，就近膜拜对

行动不大灵便的她而言，应该比较方便。但她竟表示，从小在二条路祭

拜，有“感情”了。九皇爷信仰在北马之盛行，庙宇渐多，而二条路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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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老庙之所以香火鼎盛，“感情”以及“习惯”似乎是原因之一。这

也是群体认同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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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有关于九皇爷庙宇化的梳理 

庙宇的建立除了信仰为基础外，基金亦是重要的元素之一。九皇

爷庙宇化大致都属于民间自发的行动，由于资金不足，香火传来后，或

以租借空地的形式、或以小庙的形式逐渐兴旺起来。兴旺后，或向政府

要求拨款、或集民间力量筹募拨款，以便重建庙宇或将庙宇建得更加金

碧辉煌。 

 

而庙宇化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几种。一般上为香火传来后，以小

庙方式经营，于庆典期间借场地进行九皇爷庆典，后信徒渐多，即筹募

基金建庙。后期亦有本来就已经是庙宇，为顺意民需而引进九皇爷香火

以供信徒膜拜。 

 

表五：现有关于九皇爷庙宇化的分期 

庙宇 早期 中期 后期 

大山脚斗母

宫 

（1977年至 1981

年）九皇爷庆典

期间以借用空地

方式，以作为临

时庆典场地。 

于 1981年成立建

宫委员会筹募建宫

基金，并得到信徒

大力支持，筹得款

项后于大山脚购置

一座半独立洋楼，

成为九皇爷的宫

殿。 

信徒逐年增

多，于１９９

０年在该宫后

座和旁侧扩

建，以方便信

徒前往上香祈

愿。 

槟城头条路

斗母宫 

从中国把香火传

入槟城，早期并

无固定宫址，每

年庆典期间在头

条路一带向人租

赁屋子，以作为

临时庆典场地。

庆典结束后，香

炉就由下一任炉

1956年，该届炉主

邱清来建议为九皇

大帝建立固定庙

址。是年，建庙筹

委会成立，以筹备

款项。隔年，建庙

筹委会在头条路门

牌 100号购置一栋

双层屋宇，装修成

1970年前，本

宫受州政府发

展光大计划影

响而被令搬

迁。1988年，

100号宫址被

政府收取，后

暂移至头条路

88号。后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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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带回家供奉，

来年再觅合适地

点设坛庆祝。 

为永远宫址。 得槟首长林苍

佑医生承诺拨

槟州展局在五

条路的填海地

皮，以每尺五

元的价钱售

卖，以充当槟

城头条路斗母

宫重建新宫的

用途。 

太平古武庙 泰国普吉带来九

皇大帝香火，初

期安置于租借的

亚答屋中。 

后辗转在都拜区

（即今天的古武

庙）山芭觅得一个

小地方作为宫址。 

1924年庙宇重

建，获得各地

善信捐款并多

次扩建始有今

貌。 

槟城日落洞

斗母宫 

槟城日落洞斗母

宫原本并无固定

的宫址，据说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已存在，每年

庆祝九皇爷圣诞

时都是借用场

地，临时搭宫

所，初九后拆

除。 

后于 1979年在该

宫当时的主席陈清

海提议之下，进行

筹募建宫活动，并

在 1986年在日落

洞律购置宫宇，即

今日之槟城日落洞

斗母宫。 

 

北海新芭观

音亭斗母宫 

早期于九皇爷庆

典期间并无任何

庆典仪式，只是

在庙内持斋膜

拜。 

该庙主持释广如法

师为弘扬宗教场

所，于 1966年农

历八月前往槟城水

路观音亭奉请九皇

爷香火来该庙安

奉，并开始于农历

九月九皇爷圣诞期

间进行庆典。 

 

柔佛麻坡五

马路斗母宫 

于 1912年创建，

早期以亚答庙宇

形式，经年累月

破损不堪。 

后 1963年获得政

府拨款资助及善信

捐献重建。遂于

1984年修建后殿、

持斋宿舍、大将军

府、厨房、金亭及

树荫宫建筑，即今

天麻坡五马路斗母

宫的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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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九皇爷庙宇化的过程因应各庙宇之间的情况而不同，此表根据收录在《斗

讯》、《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与《庆祝成立一百零五年暨理事会

五十周年金禧记念特刊》中收录的一些九皇爷庙宇的建庙历史所整理。大致上

庙宇化的过程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是指九皇爷信仰被供奉最初的形

态，中期则是九皇爷信仰的发展，而后期是指该庙宇目前的情况。 

 

以大山脚斗母宫为例，早期以借用空地形式进行庆典活动。根据

〈大山脚斗母宫九皇大帝史略〉，大山脚斗母宫于成立初期期间，从

1977 年至 1981 年的九皇爷庆典期间，都是由该宫发起人之一陈禄初惠

借空地，以作为临时庆典场地。后来由于每年庆典须大量人力物力搬迁

一些工具，故拟购置庙宇作为固定的场所。该宫于 1981 年成立建宫委员

会筹募建宫基金，并得到信徒大力支持，筹得款项后于大山脚购置一座

半独立洋楼，成为九皇爷的宫殿，并沿用至今。后来前来上香的信徒逐

年增多，原有的空间已经不敷使用，于１９９０年在该宫后座和旁侧扩

建，以方便信徒前往上香祈愿。
74
  

 

槟城头条路斗母宫创於清光绪年前，由前人李先生从中国把香火

传入槟城。当时并没有固定宫址，每逢农历九月，九皇大帝圣诞期间就

在头条路一带向人租赁屋子，临时结坛以供各界善男信女膜拜。光绪壬

寅年（公元 1902 年），泰国高罗啤（Krabi）杨文恭赠送头条路斗母宫

“斗母宫”木制匾额及一对九皇大帝对联。乙丑年（公元 1925 年），李

孔鸟赠送一座大红神轿於本宫，以答谢神恩。该神轿每年都会在花车上

随众出巡。信众在临时神坛膜拜，庆典结束后，香炉就由下一任炉主带

回家供奉，来年再觅合适地点设坛庆祝。1956 年，该届炉主邱清来率领

                                                 
74

 黄瑞桦〈大山脚斗母宫九皇大帝史略〉，《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2004

年，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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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善信在庆祝九皇大帝圣诞期间发动建议，为九皇大帝建立固定庙

址。是年，建庙筹委会成立，以筹备款项。隔年，建庙筹委会在头条路

门牌 100 号购置一栋双层屋宇，装修成为永远宫址。每逢农历九月，槟

城头条路斗母宫成为市中心华人膜拜九皇大帝中心之一，极其热闹。

1970 年前，本宫受州政府发展光大计划影响而被令搬迁。1988 年，100

号宫址被政府收取，本宫就只好暂移至头条路 88 号。在当时担任槟州首

席部长政治秘书许子根博子的安排下，本宫已故黄金山，已故杨景狮局

绅，已故万清河、杨龙水及总务林请土等理事代表会见槟城首席部长林

苍佑医生，槟州政府秘书及槟城发展局，结果获得首席部长林苍佑医生

的首肯，承诺拨槟州发展局在五条路的填海地皮，共一万五千方尺，以

每尺五元的价钱售於本宫，充当槟城头条路斗母宫重建新宫的用途。本

宫理事会在获得消息后立即召开会员大会，筹建新宫委员会即时成立。

1993 年，获得市议会批准入宫准证，理事会决定在 9 月 26 日（农历八

月十一日）迁进新宫春安圣座。1995 年 12 月 2 日，本宫正式举办新宫

落成开幕典礼。槟城头条路斗母宫虽然已经搬迁至五条路，但依然沿用

“槟城头条路斗母宫”的名称75 

 

太平古武庙的香火是由移民泰国普吉的中国福建同安人王奕（此

字上鱼下大）从泰国普吉带来九皇大帝香火，初期安置于租借的亚答屋

                                                 
75陈爱梅〈宫史〉，陈爱梅主编《庆祝成立一百零五年暨理事会五十周年金禧记念特

刊》2008 年，页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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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后辗转在都拜区（即今天的古武庙）山芭觅得一个小地方。1924 年

庙宇重建，获得各地善信捐款并多次扩建始有今貌。76 

 

槟城日落洞斗母宫的建庙过程也有类似情况，原本并无固定的宫

址，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存在，每年庆祝九皇爷圣诞时都是借用

场地，临时搭宫所，初九后拆除。后于 1979 年在该宫当时的主席陈清海

提议之下，进行筹募建宫活动，并在 1986 年在日落洞律购置宫宇，即今

日之槟城日落洞斗母宫。77 

 

北海新芭观音亭斗母宫初期乃是一间亚答庵，后搬迁到现址后即

命名为新芭观音亭，早期于九皇爷庆典期间并无任何庆典仪式，只是在

庙内持斋膜拜。该庙主持释广如法师为弘扬宗教场所，于 1966 年农历八

月前往槟城水路观音亭奉请九皇爷香火来该庙安奉，并开始于农历九月

九皇爷圣诞期间进行庆典。 

  

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于 1912 年创建，早期以亚答庙宇形式，经

年累月破损不堪，后 1963 年获得政府拨款资助及善信捐献重建。遂于

1984 年修建后殿、持斋宿舍、大将军府、厨房、金亭及树荫宫建筑，即

今天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的现貌。78 

 

                                                 
76〈太平古武庙承香普吉的经过〉，《斗讯》2001 年创刊号，页 37/38。 
77〈槟城日落洞斗母宫历史资料及发展状况〉，《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

2004 年，页 86。 
78〈麻坡五马路斗母宫史略〉，《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2004 年，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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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斗讯》、《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纪念特刊》与《庆祝成

立一百零五年暨理事会五十周年金禧记念特刊》特刊收录部分九皇爷庙

宇建庙的历史，惜大部分宫史并无交待该宫九皇爷香火是哪里传来，早

期在非九皇爷庆典时期，九皇爷香火如何安置。从手头上的资料并无法

确认部分宫宇早期的九皇爷是以社庙或家庙的形式，但大致上早期的九

皇爷香火传来之际，都是由少数人供奉，且初期九皇爷庆典时多以租借

地方搭棚的方式供信徒前来上香。后信徒越来越多时，由民间人士自发

带领进行筹募基金，筹得款项以作购置庙宇宫址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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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条路斗母宫庙宇化的过程 

承上所述，信仰的庙宇化（制度化）是民间信仰多样性的一个重

要面向，二条路斗母庙宇化的过程和特别情节，以致构成庙宇化多样性

的总体面貌，是本节需要勘探的。 

 

二条路斗母宫成立过程的文件记载极少，很难知道确切的情况以

及详细的日期。唯有从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后裔凭着回忆口述记录，然而

对于详细事件经过以及确切的时间已经无法完整记得或呈现模糊，但依

然可以从相关的口述资料加以梳理当初二条路斗母宫历史的一个概况以

及缘起。 

 

二条路斗母宫是由民间自觉发起筹募建宫，但由于发起人多是普

通人士，即非会馆为首统筹，也无铭文记载、亦无管理上的一些条规，

更无出版任何庙宇刊物，故可以考据的文物以及文件少之又少。二条路

斗母宫后楼的《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建宫及扩建后楼缘起》牌匾则是建庙

考究的重要根据之一。牌匾为黄文汉所撰写。以下为二条路斗母宫中唯

一的牌匾《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建宫及扩建后楼缘起》内容，抄录如下： 

 

本宫 于公元 1972 年原拟购地重建，乃由李针中、李九庆、林亚强、

杨双财、陈财德、朱鸟木、徐添旺、徐天福、李国师、荣隆号、增文求、曾国

保、黄文汉等信士击发等筹购地建宫基金，获得各界信仰者鼎力赞助，成绩斐

然，但因为未有适当宫址，乃暂搁置，适至一九七四年九皇爷圣诞时方兴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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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翌年再经上述诸位信士筹款，并蒙各信仰者再次献捐，扩建后楼，本宫始

告落成。 

 

 兹将献捐建宫及扩建后楼基金各信仰者芳名及银额汇集一并携匾，藉表

赞扬，并向协助工作各项信士致谢忱。 

 （本宫初建坛于土桥尾，系由林成宗、邱吉章、郑焕仁、李九庆、伍德

发、邱亚岜、林针忠等及该地区众信士所创立，坛主为王探花与林小代。）
79
 

 

图二：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建宫及扩建后楼缘起 

 

从牌匾以上内容可以得知，二条路斗母宫原欲于 1972 年购地重

建，但因为无法找到适当的地址而搁置。故拖延多年后，即 1974 年才兴

建斗母宫前殿，次年方扩建后楼。据牌匾内容所述，斗母宫当时是“重

建”，故从中可以猜测二条路斗母宫极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迁移至此的。 

 

                                                 
79引文标点符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见图二“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建宫及扩建后楼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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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爷的香火由泰国传来，由泰国戏班 Kau Ka Ban（福建音译）的

船带来。最初到连地仔尾，由林氏家族的人接管以及管理，献出来让众人

拜。”80郑金山提出了这么一个说法，唯并无其他证据的支持。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五十年代时（当时的九皇爷庙宇至少已经

有 70 年的历史），英国政府下令关闭土桥尾的九皇爷。在没有办法之

下，就把九皇爷信物分配给予二条路、头条路以及香港巷斗母宫。二条

路斗母宫分配到的信物是圣旨以及皇船，头条路斗母宫则分得香炉，香

港巷斗母宫获得经书。在当初，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回銮路线的终点是

姓林桥。头条斗母宫则是送至姓王桥、车水路斗母宫送达姓陈桥、而香

港巷则是送往姓杨桥。后来在 80 年代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回銮才转换路

线送至新关仔角。至于绕街路线以及时间是早已经有安排的。历来都必

须由二条路斗母宫先走（晚上九点），香港巷（晚上十点），头条路(晚

上十点半)，车水路（晚上十一点）。因为要表示尊敬二条路斗母宫（因

为当时分配信物时二条路斗母宫取得圣旨）。
81
 

 

九皇爷的信物在连地仔尾时候已经开放给众信仰者，由协理以及

坛主管理。于九皇爷庆典过后就必须将九皇爷信物还还给连地仔尾林

家。虽然二条路斗母宫的刀桥有从连地仔尾带过来，但是现在已经没有

让信仰者过刀桥，而刀桥现在只保存了刀，楼梯已经不见了。不过刀桥

目前被收藏在九皇爷内殿，并不对外开放参观。 

                                                 
80二条路斗母宫建庙发起人之一郑焕仁儿子郑金山口述。 
81

2008 年 10 月 3 日于二条路斗母宫的访谈记录，唯受访者并不愿意公开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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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探花外孙女林宝贝口述，二条路斗母宫的香火传自连地仔尾

（即后来的 Noordin St. Gt 十七层范围），当时坛主为王探花（连任多年

的总务黄明财乃是其外孙）。据林宝贝阐述，九皇爷原本是林家的神明

（坛主王探花的夫家）。平时九皇爷的信物收藏在林家，并不开放给其

他信仰者膜拜，只有在九月时才搭棚让众信仰者上香。其坛在日据时期

前就存在，由当时的“黄巴” (Ooi Ga，福建音译，即黄色巴士公司

yellow bus)老板陈求生（音译）、大华戏院经理郑财团（音译，福建音

为 Tey Zai Tuan）求得九皇爷香火。王探花的是跳观音的，（真实年份

不祥）早期在社尾巴刹，每年在九皇爷庆典期间以搭棚的形式，让信仰

者前来进香。后来九皇爷的移至土桥尾（现已经改建为公路），以同样

的形式延续十多至二十年左右。约 1930 年，“黄巴”老板陈求生、大华

戏院经理郑财团（音译）等为发起人并提议建庙。 

 

于是在二条路一片空地，在获得空地业主柯公司允许之下，以借

的方式，1976 年在空地上建庙，即为现二条路斗母宫的现址与现观。此

说与宫内黄文汉所撰之建庙牌匾《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建宫及扩建后楼缘

起》的内容相符：“于公元 1972 年原拟购地重建，乃由李针中、李九庆、林

亚强、杨双财、陈财德、朱鸟木、徐添旺、徐天福、李国师、荣隆号、增文

求、曾国保、黄文汉等信士击发等筹购地建宫基金，获得各界信仰者鼎力赞

助，成绩斐然，但因为未有适当宫址，乃暂搁置，适至一九七四年九皇爷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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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方兴建前殿，翌年再经上述诸位信士筹款，并蒙各信仰者再次献捐，扩建后

楼，本宫始告落成。”82 

 

理事人员透露，二条路斗母宫多年在只有重新油漆和修补残破的

地方，并没有经过大事装修，是以该庙依然保持当初的样子。据理事吐

露，理事会有意重建该庙，目前正在筹款当中。 

 

据当年建庙牌匾撰写人黄文汉先生的访谈，九皇爷原本是在土桥

尾的空地，土桥尾的九皇爷有一段时期因事停办。后来把九皇爷的信物

分配给三间九皇爷庙宇，即现在的头条路斗母宫，香港巷斗母宫，以及

二条路斗母宫。后来在二条路的空地（现址），此地原本属于柯公司所

有，举行九皇爷庆典。九皇爷原本是收在林家，这里只是在九皇爷庆典

时搭起铁皮屋，然后把九皇爷从林家请出来，供信仰者向九皇爷进香。 

 

黄文汉补充说林氏与王探花有亲戚关系。当时王探花有名气，很

多神庙募捐以及申请准证都用她的名字。二条路斗母宫竣工过后（1972

年），有心人士才筹钱铸造香炉。香炉铸造完成后，很多人要在香炉上

放名字，是以香炉中的很多名字是后来才加刻的。可惜的是相关的资料

并没有保存。 

 

由于当时王探花有名气，是当时华社在民间信仰筹募方面较具影

响力的人士。故二条路斗母宫借助王探花的名义进行募捐，后于 1972 年

                                                 
82图片附录二建庙牌匾《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建宫及扩建后楼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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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拟购地重建，筹购地建宫基金，此事获得信众热力赞助，但因为未

有适当宫址，是以搁置。直至一九七四年方获得空地业主柯公司允许之

下，在九皇爷圣诞时方兴建前殿，次年再经筹款献捐，扩建后楼，即为

现二条路斗母宫的现况。该庙多年在只有重新油漆和修补残破的地方，

并没有经过大事装修，是以依然保持当初的样子。 

 

此说与当时二条路斗母宫建庙发起人之一郑焕仁之子郑金山的说

法以及王探花外孙女林宝贝是一致的。他也表示九皇爷庙最初在连地仔

尾，第一任坛主是王探花，第二任坛主是林德福（不确定名字）。九皇

爷的香火由泰国传来，由泰国戏班 Kau Ka Ban（福建音译）的船带来。

最初到连地仔尾，由林氏家族的人接管以及管理，献出来让众人拜。 

 

黄存桑在其《节令研究》曾经提到在九皇爷庆典期间有路人吴熙

功（音译，原文为 Goh Hee Kong）目击二条路斗母宫有乩童玩红柑的一

幕。1962 年 10 月 8 日，星槟日报有一则关于槟城市长黄田秀（音译，

原文为 Ooi Theam Siew）参与二条路斗母宫送九皇爷回銮的报导。83二条

路斗母宫本有过刀桥、玩红柑以及油锅的表演。后来因为缺乏乩童，这

些表演也因此没有再继续下去，直到今日。 

 

在 70-90 年代，二条路斗母宫于初一十五、年尾尾牙（十二月十

六）、年初头牙（正月初三）时是有对外开放，平时有时候也会开放，

因为以前有人照看。哪吒生日的时候曾经有庆典庆祝（仅此一次），后

                                                 
83

C.S.Wong. A Cycle Of Chinese Festivities. 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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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再没有举行任何庆典庆祝哪吒诞。相信这是二条路斗母宫缺乏人员

看顾所致。到了后期，二条路斗母宫只有在九皇爷庆典时才开放给予信

仰者前来膜拜。当时九皇爷庆典期间的工作人员都是自愿人士，这些自

愿人士多是连地仔尾以及土桥尾的居民，外人若愿意的话也可以留下帮

忙。这些自愿人士将会在庆典期间的 10 天在斗母宫内留宿，而酬劳只有

一封红包以及包伙食。 

 

综合上述三人所言，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香火的迁移过程相信是

从连地仔尾移至过港仔，再从连地仔尾传去土桥尾，最后从土桥尾传至

现在的二条路斗母宫，当时坛主为王探花。九皇爷原本是坛主王探花的

夫家，即林家的神明。后来移至土桥尾，以同样的形式延续十多至二十

年左右。后来当九皇爷在土桥尾时，因事不得不将九皇爷的信物分派出

去，而二条路斗母宫获得其中的信物及香火后，初期在属于柯公司的二

条路的空地（现址）举行九皇爷庆典。九皇爷原本收在林家，这里只是

在九皇爷庆典时搭起铁皮屋，然后把九皇爷从林家请出来，供信仰者向

九皇爷进香。 

 

二条路斗母宫正式由家庙转向社庙后，成立二条路斗母宫的理事

会管理斗母宫，成员是由理事投票选举，理事会成员多由当初居住在土

桥尾或连地仔尾的居民组成的。而其中的理事和当初建庙发起人有着亲

属的关系。在二条斗母宫理事会成员，其中大部分拥有地缘以及亲缘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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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二条路斗母宫二零零八年至二零零九年度理事会职员表”，

除了最上方的名誉会务顾问其中大多由政治人物以及对二条路斗母宫有

过财务上或其他方面的贡献的人。 

 

理事结构与当初建庙发起人的后人以及《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建宫

及扩建后楼缘起》牌匾中的后人占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其中，林家的后

人分别在理事会中持有要职。王探花的孙子黄明财蝉联多届总务，查账

林清生为林家后人。以上几人皆有亲属关系。名誉主席郑金山则为当年

发起人之一郑焕仁之子。 

 

此外，斗母宫理事会的另一特色是，理事成员中多有亲属关系，

无形中表示，参与庙里的活动不只是个人的事，是一个家庭甚至家族的

事。正主席准拿督郭建发、副主席郭福祥、副财政郭翰祥为父子关系。

正财务黄明财、查帐林清生、系为表亲、具有血缘关系。  

 

如苏庆华在〈马来西亚华人宗教概述〉所述，南天宫的香火传自

宋卡、香港巷九皇大帝传自通扣，但二条路斗母宫具体从那里传来，是

否如郑金山所言，是由泰国戏班 Kau Ka Ban（福建音译）的船带来这一

点虽然暂无实际的证据证明。但综合建庙牌匾及其他受访者所言，二条

路是由家庙专程社庙，迁移过程则是从连地仔尾移至过港仔，再从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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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尾传去土桥尾，最后从土桥尾传至现在的二条路斗母宫的说法极为可

信。 

 

有别于槟城头条路斗母宫庙宇化的过程，头条路斗母宫，早期并

无固定宫址，每年庆典期间在头条路一带向人租赁屋子，以作为临时庆

典场地。这和二条路斗母宫的由家庙转社庙后，公开给信徒上香的雷

同，但头条路斗母宫的香炉就由下一任炉主带回家供奉，来年再觅合适

地点设坛庆祝，这与二条路斗母宫则又不尽相同。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

宫早期以亚答庙宇形式，后获得政府拨款资助及善信捐献重建。这方面

则和二条路斗母宫完全是民间自动发起募捐建庙的情况略为不同。从这

些建庙过程中的同中有异，凸现了九皇爷信仰在庙宇化中多样性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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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九皇爷庆典的多样性 

据王海光〈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考察〉，王海光认为九皇爷信

仰被带进了马来西亚后发生了四个变异。一是九皇爷信仰渗入中国南部

尤其是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民间信仰；其二为马来西亚的“九皇爷”

信仰与中国南方信仰中的代天巡守“王爷”混合附会；三是渗入了帮会

组织的仪式；最后则是发展成为各地社区庙会，促成了每年一度摊贩经

营相约活跃。84王海光认为，九皇爷信仰糅合了道教、佛教、甚至儒家思

想等中国文化因素。王海光的论点确实精辟，但其却忽落了九皇爷信仰

在传入马来西亚民间是其实亦已经渗入泰国地方信仰的特色。这一点极

为正确，也恰恰体现出了民间信仰的融合性。 

 

信仰通过仪式来表达。庙宇神龛看似不动, 庆典的仪式却将民间

信仰流动起来。每年特定日期举行的仪式活动中， 信仰得以一遍遍传达

与认知、规范与重申。九皇爷庆典于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九举行，具

浓厚的民间信仰特质。而这段时间，九皇爷庆典、绕街游行、黄色、素

食等，这些都有很强的连贯性。九皇爷庆典不再只是神庙内部的行为，

更已经变成了区域性的节日。每年农历八月尾，会员们将会在二条路斗

母宫进行迎接九皇爷的准备。另外，沿街的素食摊口亦作好准备迎接九

皇爷庆典前来膜拜的人潮。戏台的棚子亦已经搭好，一切准备妥当，只

为迎接九月初一九皇爷庆典的开始。 

 

                                                 
84王海光：〈马来西亚华人宗教信仰考察〉，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卷

第 1 期，2008 年 3 月，页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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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迎接仪式开始筹备前，理事必须事先向市政局申请，并预

先提呈八月三十以及九月初九的绕街路线以及取得所要申请的所有准

证，包括向市政局租借以庆典十天为期的停车位以作斗母宫前搭棚之

用，以及戏台表演的相关准证。九皇爷期间重要的仪式包括犒军仪式

等，皆以简单的书写方式记录在仪式表，并贴在显眼的地方、过平安

关、集合去外坡上香、会员大会、送九皇爷回銮游行，供信仰者参考。

一切以不触犯当地法律为大前提下，除了绕街准备，戏台表演以及素食

摊口等皆已经取得准证。在准备就绪后，就等着迎接九皇爷。 

 

农历八月的最后一天晚上即会举行迎接仪式，将九皇爷的香火迎

接至斗母宫内。在信仰者未前往迎接前，必须先喝符水。这表示净身，

是一个象征。虔诚的信仰者聚集在二条路斗母宫，准备随同队伍，前往

迎接九皇爷。迎接九皇爷也就是表示九皇爷庆典正式开始。在庆典期

间，人们借由上香膜拜、庙里求谶、持九皇素、绕街游行等活动来参与

九皇爷庆典。 

 

民间宗教的特点之一是，信徒可以直接地呈现在神明或圣徒面

前，与神对话、倾吐、倾诉他们的祈求和担心。信徒可以从占卜求谶来

了解神明的回应。而神灵能够直接呈现在眼前的信念，可以反映在透过

被神明附身或神灵俯身而成为灵媒的形式上。在俯身的状态下，暂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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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得神圣的力量和能力，而能忍受肉体上的疼痛、为他人治病、或驱

邪赶鬼等85。 

 

在九皇爷绕街游行时庙宇将会派出乩童，计有济公、哪咤等。许

愿者自愿铁枝穿颊，跟随队伍绕街游行。较之其他庙宇如北海斗母宫，

二条路的此类表演规模较少，理事会也较不鼓励。但是这些表演确实是

增加了游行队伍的娱乐性。更有随行的信仰者，忽然在参与游行中忽然

“感应”神明召唤当场“跳乩”。据随行者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

时常发生的事情。 

 

“仪式活动是文化传统具有象征性与表演性的整套行为模式，是带有着

增强作用的集体情绪与社会整合现象，表示出庄严神圣的礼仪权威，当旧有的

礼仪已失去整合群众的信仰作用时，必须随着社会的变迁建构出符合群体利益

的新时代礼仪。
86” 

 

庆典与人类的关系之密切，一直是人类认识自己、探索自身奥秘

的重要途径。社会学家视庆典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交叉

点，成为三者中最生动、丰富、集中的表现模式。
87
从祭祀到礼仪的建

立，是早期人类与周遭生存环境自行设定的沟通方式，发展成集体生活

共同遵循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礼仪，作为稳定阶级秩序和加强统治的一种

                                                 
85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神明、圣徒、灵媒和绕 境 ——从中国文化观点比较

地方民间信仰传统〉，郑培凯：《宗教信仰与想象》，页 1-18。 
86郑志明：《宗教生命关怀》，台北市：大元书局，2006，页 23。 
87（美）维克多∙特纳编，方永德等译，潘国庆校：《庆典》，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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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88而透过九皇爷庆典及其仪式，除了可以发现华社对信仰的虔诚，

也探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之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一些端

倪。 

 

金泽提出民间信仰的三种取向，即“宗教取向”、“政治取向”

和“整合取向”作为把握其影响的走向和参考。“宗教取向”指信仰在

层面上与正统宗教或意识形态是否兼容或兼容空间的多寡。民间信仰的

“政治取向”指它们在政治层面上与国家政权的逆顺态度。民间信仰与

国家政权可能有着正向的顺从关系或反向的对立关系。双方不一定完全

的两极，有许多中间状态，不同层面的顺逆关系会形成不同的组合。民

间信仰的“整合取向”，指的是它们在文化层面上与主流宗教散聚关

系，是分化还是整合。从民间宗教到民间信仰以及民间宗教和主流宗教

依然有着能否整合、是否整合与整合的程度等问题。89 

 

宗教的祭祀仪式的最基本社会功能就是为了为维持社会之存在，

换句话说，不论宗教的功能是什么，宗教的最初是“为了保存与造福社会

而存在
90”。 

 

 庆典的作用之一是群体的凝聚向心，源于庆典的群体同一性，而

参与对象一般是该文化群落的全体人员。91每年为期 10 天的九皇爷庆

                                                 
88郑志明：《宗教生命关怀》，页 19。 
89金泽〈关注民间信仰的三种取向〉，卓新平、伯玲、魏克利主编《信仰之间的重要相

遇》，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 年 6 月，页 290。 
90张珣：《仪式与社会：大甲妈祖祭祀圈之扩展与变迁》，林美容主编：《信仰、仪式

与社会》，台北市：中研院民族所，2002，页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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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恰恰最能表现出华社凝聚力。而九皇爷绕街游行，更能表现了它的

群体凝聚力的社会功能。虔诚的信仰者有着特意为了参与九皇爷绕街游

行请假、有者（已经移民者）为了九皇爷庆典特意回国，人们放下日常

的生活模式，并试图在这期间参与此活动，这则显现了信仰活动凝聚力

的力量，以及华社在华人社区活动中的团结力。 

 

从筹备、申请准证、庆典、庆功，这决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

的，需要的是群体团结以及合作的力量。这表现的是一种信仰的凝聚

力。 

 

九皇爷庆典是宗教仪式的一种表现方式，且具有整合社会的功

能，九皇爷的传说则是九皇爷庆典的信仰依据，而九皇爷庆典就是其传

说与信仰的演示形式。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区别于理性认知的其他意识形

态，正是宗教信仰本身，而宗教的特殊本质在于它具有一种非证实性的

“神秘”。九皇爷庆典因为有信仰及具有神秘色彩的传说作为依据，通

过九皇爷庆典得以表现、演示。在庆典中，阶级性暂时消失，被宗教信

仰的同一性所取代。肤色、种族、籍贯于九皇爷信仰的同一性在此则不

明显，由于九皇爷信仰具备了民间信仰的弹性，故使之跨越了血缘、地

缘的门槛，扩大了信仰群，因此泰人、印裔、华人等都可以是九皇爷信

仰崇拜者。这也代表九皇爷信仰也深受其他群体的认同。而庆典中浩繁

                                                                                                                                
91（美）维克多∙特纳编，方永德等译，潘国庆校：《庆典》，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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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仪式、游行中使用的物品，不同的物品先后出现以及出现时的排列顺

序方式、庆典的时间、活动的程序，是一种约定俗成，而这一切都赋予

了特殊的“指称”或象征意义，是一种符号体系。92 

 

象征是一种群体性的、约定俗成、传习的思维方式。人际交流

中，人们常常隐藏真正的意思，只说出或只显示能代表或暗喻某种意义

的表象。象征一般由两个互为依存、对等的部分构成，西方术语称之为

“能指”及“所指”。象征领域涉及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神话传

说、礼俗仪式、节日等，无所不在。如“九”，其所以盛行，与人们的

心里想象不无关系。93九皇爷信仰善用各种象征，并使这些象征成为了九

皇爷信仰的特殊符号。九皇爷庆典中，黄色、白色，黄蜡烛、皇銮、斗

灯，黄旗、海边迎接等，都成为九皇爷信仰的一种符号。庆典中不只是

规定哪些符号一定要出现，更规定哪些符号不准出现，这就是禁忌。 

 

象征在宗教生活中非常重要，既是神灵角色的标志，又是沟通人

与超自然联系的桥梁。其中祭祀是宗教信仰者通过供奉祭品的行为，向

想象中的神灵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方式，成为人们对神灵寄予的特殊希

望和要求。94 

 

                                                 
92（美）维克多∙特纳编，方永德等译，潘国庆校：《庆典》，页 9-10。 
93刘锡诚〈序一〉，瞿明安、郑萍著著：《沟通人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年 5 月，页 1-4 
94瞿明安、郑萍著著：《沟通人神》，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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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象征人类学，宗教祭祀是整个宗教象征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而象征符号分别包括祭祀对象，祭祀场所、祭品、祭器、祭祀方

法等不同的表现方式，均是宗教祭祀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些

特定的祭祀象征符号，往往因其具有多种不同的特征而被人们用来表达

某些相应的宗教观念。种种祭祀活动是人们生存需要与神灵观念相结合

的产物，表现人们除采取各个特殊行为举动将祭品销毁在某些象征神灵

所在的自然空间，以示意神灵享用祭品对超自然的敬畏感和依赖感，及

反映人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和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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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现有关于九皇爷庆典仪式的梳理 

庆典中的乩童、香火、鼓声、号角声、色彩、都具有激发的作

用，使人们处于“狂喜”的群体心理。这些物品、气氛，通过视觉、声

音、气味的传播，似乎具有一种文化暗示力量，使原本只是参与游行者

进入精神恍惚的“乩童”状态。95维克多∙特纳认为“一位礼仪的专家，虽

然知道如何安排某项复杂的仪式，该仪式如何由一系列程序组成，各程序如何

有各自的象征物，但是却不一定能够用语言来解释它们的含义。他具有‚操作

知识‛，就像是一位木匠知道‚木质的手感‛一般，尽管他对植物学一窍不

通。96” 

 

从 2008 年 10 月 3 日做醮道士黄亚耶（音译，Ooi  Ah Yar）的口

述访谈记录中，最能体现九皇爷庆典对于符号的要求。当在访问中问及

供奉九皇爷需要哪些用品，从斗灯、拜斗、通书、尺、剪刀、米、秤、

笔、油灯以及镜，黄亚耶能够即刻脱口而出，明确的指出所需用品。当

问及为何需要使用这些用品、这些用品又有何代表意思时。黄亚耶表示

这些都是传统拜法，原因不是很清楚。就如一般信仰者都知道，九皇爷

期间要进行茹素，即不杀生不饮酒。 

 

这也是一般信仰者、庙宇管理者、甚至宗教工作者对于庙宇以往

历史所知甚少，他们传承的只是祭拜形势，而重要的内在文化却已经在

时间的洪流中逐渐流失。 

                                                 
95

2008 年参与九皇爷庆典游行时，既有随行者进入精神恍惚状态，而当地人以及大部分

参与游行者对此并无表现惊讶。 
96（美）维克多∙特纳编，方永德等译，潘国庆校：《庆典》，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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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特定的符号外，亦有不可出现的事物，甚至衣着打扮亦有限

制。包括妇女生理期间是不许进入庙宇内殿，并被认为将会破坏“磁

场” 97。李永球曾在《斗讯》中发表《九皇斋戒答问》，并列出具争议

的 30 个关于九皇爷的常识、禁忌问答98。其中也有提到妇女不可进入庙

宇内殿，否则将会影响“磁场”之说。另外，李永球亦提出不鼓励吃九

皇爷斋戒的男女穿着暴露，因为若引起斋戒中的人心生邪念，就是一种

罪过。女生于斋戒中涂脂粉末亦含有挑逗引诱邪淫的意思，并不符合斋

戒的意义。而且在斋戒的过程中不可以发脾气，因为是修行的障碍。 

 

其中，李永球亦有提到，中国拜九皇爷并没有烧大龙香的，因为

龙香插在地上或安放在架子上的做法，招惹非议，因为被认为只有拜阴

神时才会这样做。李永球提出，龙香是马来西亚发明的产品，故本地有

烧龙香的做法，在中国则没有此类拜祭方式。故可见九皇爷信仰在流传

入马来西亚时的确是已经产生变化，与中国原始拜斗仪式出现了很大的

差异。 

 

九皇爷庆典期间的其中一个特色是九皇爷信仰者在九皇爷庆典期

间茹素的习惯，是从九皇爷在流传至本土前经已开始。对信仰九皇爷的

信仰者而言，茹素是一种对九皇爷信仰表示虔诚的方式，既是形式、亦

是一种习惯。但是对部分九皇爷庆典期间进行茹素者而言，对于为什么

                                                 
97张少宽主编：《斗讯》2005 年第五期，页 24。 
98李永球〈九皇斋戒答问〉，张少宽《斗讯》2002 年第二期，页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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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皇爷期间要进行茹素，他们表示是为了清洁、不杀生，但却提不出具

体的原因。 

 

对部分九皇爷信仰者而言，如果九皇爷庆典期间不茹素是对九皇

爷不恭敬的；换句话说，在九皇爷庆典茹素是一种对九皇爷信仰表示虔

诚的方式。对于长久以来继承下来的传统，信仰者们根据并带着恭敬的

心遵从。茹素对信仰者而言，不只是对九皇爷表示恭敬，亦是净身。部

分信仰者只知道茹素，但为何茹素，以及九皇爷期间茹素与平时初一、

十五，佛诞茹素有何不同则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九皇爷庆典最大的特色就是信仰者集体茹素斋戒，九皇爷期间茹

素，除了最基本的表示不杀生之外，还表示洁净以及圣洁。一般上可分

为茹素 10 天、9 天、3 天或 1 天不等。九皇爷庆典期间一连 9 天，很多

信仰者不杀生、禁荤吃素和净口，讲究身口意三净，清心寡欲。但是，

比起一般的持素，九皇素有更多禁忌，而坊间也流传持九皇素有很多东

西不可以吃，是属于要持戒的范围。而虔诚的理事、炉主、副炉主、乩

童还要住庙，以达到身口意的“三净”戒律。各信仰者必须身穿白衣白

裤，有些庙仪类似披麻戴孝般，头要戴白布，腰要绑黄或白色的布腰

带。 

据王琛发引用《九皇斗姥说戒杀延生真经》99，若有人发愿戒杀，

斗姥将“准予福寿”。当在疾病、无妄牢狱、遇自然灾害、无子无女，

                                                 
99王琛发：《从北斗真君到九皇大帝—永不没落的民族意象》，吉隆坡：马来西亚道教

组织联合总会，2002 年，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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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难中呼斗姥，并发愿戒杀，斗姥将会前来解援。而茹素者或劝人茹

素者，将可“前衍可释，自能遇难成祥化凶为吉，大劫之来几可免”。 

100 

 

九皇爷庆典时的茹素习俗，是在一个期限中完成。素食和荤食可

以明显的划分圣洁与非圣洁。而九皇爷庆典的场所，只开放给予圣洁

者，这表示九皇爷的场所必须是圣洁的，而圣洁，也代表了九皇爷信仰

的特色。而圣洁与否，又成了信仰者与神明之间的一个约定以及对九皇

爷信仰虔诚，一般上，平常并无持素的信仰者将会遵守这个约定或习

俗，有些未持素者甚至不敢前往庙里膜拜九皇爷，也不敢参加九皇爷回

銮的活动。 

 

换言之，在九皇爷期间持素，除了代表圣洁外，亦成了九皇爷与

信仰者之间的约定，进而成为约定俗成的礼俗，若信仰者不持素，基于

对于九皇爷威慑，不持素者是不具备膜拜以及参与九皇爷仪式以及活动

的资格。不管吃素者是基于还愿或是祈求，这是一种虔诚的表现。而

且，信仰者相信，在九皇爷期间茹素，必须非常洁净、期间信仰者必须

持全素，不仅不吃鱼肉，也不吃蛋和奶制品，也包括不食用浓烈味道极

具刺激性的五辛，即一般的葱、大蒜、香菜、洋葱、韭菜，否则违反者

极有可能受到惩罚。除了在食物上，在行为方面也必须圣洁，包括不可

以在持戒期间进行赌博。101 

                                                 
100王琛发：《从北斗真君到九皇大帝—永不没落的民族意象》，页 40。 
101张少宽主编：《斗讯》2005 年第五期，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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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居丧其实信仰者是可以持九皇素的，唯不可穿九斋服以及

进入九皇爷宫殿，必须待过七天方可。《斗讯》总编辑陈昌兴在《南洋

商报》受访时表示居丧期间持素是好事，可以将功德回向给逝世的亲

人。同样的，妇女产后坐月期间也可以持九皇素，因为这有颇大的功

德，对于产妇以及婴孩都有好处。 

 

有人认为九皇爷严格持素的严格还包括住家里须换上素食专用的

炊具以及碗筷。对此《斗讯》总编辑陈昌兴认为是不需要的，平时的用

具只需经过清洗，因为经过水洗的东西将会变得清洁。反而认为坚持换

上素食专用的炊具以及碗筷就成了执着，修行斋戒者一执着，反成为修

行的最大障碍。 102不过由于九皇爷期间持素，只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守

戒，即转换饮食习惯，所以在实践时还算方便，故持素者将会严守严格

的素食定义。 

 

表六：北海斗母宫及头条路九皇大帝圣诞千秋庆典活动 

九皇大帝圣诞千秋庆

典活动 

北海斗母宫 头条路斗母宫 

农历八月廿九日或三

十日 

起篙灯及按营、恭迎

圣驾回宫 

起篙灯、迎接九皇大帝 

农历九月初一日 敬贺南辰星君圣诞

敬、贺九皇大帝圣诞 

会进行补运、八仙贺寿

以及前往北海友宫进香

交流会 

农历九月初三日 敬贺北斗星君圣诞  犒

军、落油鼎 

有布施、八仙贺寿、犒

军以及下油锅练风油活

动 

                                                 
102张少宽主编：《斗讯》2005 年第五期，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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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九月初四日  进行八仙贺寿，巡镜游

行 

农历九月初五日 护驾巡境“神恩浩

荡”发祥应运 

进行八仙贺寿以及前往

友宫进香交流会 

农历九月初六日 犒军、预卜明年度炉

主，头家 

道士诵经做醮、八仙贺

寿、犒军、卜炉以及耍

红柑 

农历九月初七日 蹈火路 八仙贺以及布施老人家 

农历九月初八日 过平安关、敬贺斗母

娘娘圣诞 

进行八仙贺寿 

农历九月初九日 犒军、恭送九皇大帝

圣驾回銮 

进行八仙贺寿、犒军、

过添寿关、平安关、护

送九皇大帝圣驾回銮 

农历九月初十日 卸篙灯 卸高灯以及举办联欢宴

会 

注：北海斗母宫资料取自北海斗母宫官网。103槟城头条路斗母宫资料取自

《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104 

  

北海斗母宫于农历八月廿八日或廿九日海滨沐浴净身仪式，炉主头家

及众善信们前往北海海滨沐浴，这是一个净口和清心的开始。沐浴洁身

后由本宫神务顾问为善信们主持象征式的剪发及跨炉净身仪式，同时信

众也必须正式开始持素。  

 

 关于农历八月廿九日或三十日起篙灯及按营恭迎圣驾回宫，则是

庆典前夕的中午时刻，众善信合立起篙灯，为天上神明指路。告知此处

将会举行庆典和醮仪。按营即是按天上的天兵神将，分别为东、南、

西、北、以及中五个军营。庆典其间，调请五营将军出来镇守五方，保

                                                 
103〈知訊与活动〉，
http://www.towbookong.org.my/index9.php?wid=7&option=mod_content_article&mid=205

&cid=104，2011 年 3 月 28 日。 
104〈庆祝九皇大帝圣诞系列活动〉，陈爱梅：《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2008

年，页 51-62。 

http://www.towbookong.org.my/index9.php?wid=7&option=mod_content_article&mid=205&cid=104
http://www.towbookong.org.my/index9.php?wid=7&option=mod_content_article&mid=205&cid=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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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安宁。当天晚上，信徒前往海边恭迎九皇大帝圣驾回宫庆祝圣诞千

秋。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  

 

 初三、初六、初九进行犒军仪式，犒赏五军。头条路斗母宫于农

历九月初四，北海斗母宫则于农历九月初五日进行巡境。农历九月初六

日犒军预卜明年度炉主，头家。 

 

 此外，亦有过火路，寓意驱除霉运及祈求身体健康，顺顺利利的

仪式。过平安关，则是祈求神明的护庇，驱邪避恶，平平安安。到了九

皇大帝圣诞千秋的最后一天，信徒手持着香，集合宫前，恭送九皇大帝

圣驾回銮。当皇船拖入海中时，善男信女们纷纷下跪，膜拜九皇大帝，

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农历九月初十日卸篙灯。篙灯一卸下，即表

示九皇大帝庆典告一段落。 

 

 根据〈丹州斗母宫九皇爷成立简史〉，圣诞期间每年八月晦日

（最后一天），众善信游行到唐人坡河畔，乘船到河中恭迎九皇爷回

宫。香火一连九昼夜不断。每年初九晚上恭送九皇爷圣驾，皇船游行声

势浩大、花车同行，锣鼓喧天。皇船载有金库、盐、米、茶。  

 

 九皇爷庆典中最为神奇的是，乩童拥有神奇的力量，在神灵附身

后，可以做出赤手在滚烫的油锅中、铁支穿过身子、过刀桥、过火关、

耍红柑等这种高危险动作。珍·德伯纳迪在观察九皇爷庆典期间，目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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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个乩童在滚烫的油锅中洗手的情况。105让人称奇的是，乩童做出这

些动作却未受伤，这些现象是无法以科学及医学解释的。这也是信徒所

坚信的九皇爷神力。 

 

 对于九皇爷庆典，高丽珍有着精辟的见解，她认为九皇爷庆典是

“在东南亚特有的文化载体上，复合、积淀、交融、创生与再生现的结

果”106，因此除了富有传统神秘色彩的灯篙、旗纛、皇船、乩童作为共

同元素外，各地寺庙的祭典活动，并不拘泥于陈规定制，而是在各自既

有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105

Jean Debernardi. Penang Rites of Beloging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p.198. 
106高丽珍〈“神道设教”与海外华人地域社会的跨界与整合：马来西亚槟城的实

例〉，《台湾东南亚学刊》，页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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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庆典仪式 

 

承上所述，信仰庆典的多样性是民间信仰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面向

之一，二条路斗母九皇爷庆典仪式的多样性是由什么原因构成，并与其

他斗母宫有何不同，是本节需要勘探的重要面向。 

 

二条路斗母宫的庆典仪式方面大体上和马来西亚的其他斗母宫并

无多大的区别，只是在仪式和存有多样性的因素。二条路斗母宫在农历

八月三十至九月初九期间开放宫殿给予信众前来上香膜拜。在九皇爷圣

诞来临之前，二条路斗母宫已经派出人员到二条路附近“升旗”（图

三），即将九皇爷的旗帜竖立在二条路的附近区域。看见黄旗飘扬，也

就意味着九皇爷圣诞的到来。 

 

图三：工作人员齐心合力准备将黄旗竖立在二条路斗母宫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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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二条路斗母宫的宫殿不足以应付九皇爷的人潮，每年九皇爷

庆典之前，理事都必须向政府部门租借斗母宫门前的政府停车位作为搭

棚之用。 

 

图四：申请使用停车位（作为搭棚）的准证 

 

 

同样的，九皇爷庆典期间搭建戏台以及演出也是需要向政府部门

申请准证。民俗活动也是必须依据手续向政府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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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申请搭建戏棚的准证 

 

 

 

 

 

 

 



101 

 

图六：申请戏台演出的准证 

 

 

在九皇爷庆典正式开始前，信徒必须前往海边迎接九皇爷以供

奉。故在每年的农历八月最后一天，信徒便会聚集在二条路斗母宫，喝

完符水后，即启程去迎接九皇爷。 

 



102 

 

图七：农历八月最后一天，信徒迎接九皇爷前喝的符水 

 

 

在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庆典期间，二条路斗母宫在九月初三、初

六、初九都会举行犒军仪式。以下为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庆典一表： 

 

表七：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庆典仪式表 

日期（农历） 庆典活动 

九月初三日 举行犒军仪式 

前往外坡进香 

九月初四日 前往本坡进香 

九月初五日 道士做醮 

卜炉 

召开会员大会 

九月初六日 举行犒军仪式 

九月初七日 巡境游行，前往广福宫进香 

九月初八日 过平安关 

九月初九日 举行犒军仪式 

九皇大帝回銮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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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2008 年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庆典仪式表 

 

犒军仪式中必须有酒，虽则制酒材料虽然不是荤品，不过酒是大

戒，持九皇素者严禁喝酒。陈昌兴认为在犒军仪式中的极品必须有酒，

这是一种古礼，以酒犒赏天兵神将，就如古代的帝王赐酒给将帅士兵，

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仪式。107 

 

举行犒军仪式象征意义的其中一个特殊行为举动是将祭品销毁在

某些象征神灵所在的自然空间，以示意神灵享用祭品。犒军仪式具有此

特征。犒军仪式结束时，司公会将部分祭品焚烧。犒军是具有人伦特征

性饮食行为，即人们采取在日常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方式

                                                 
107张少宽主编：《斗讯》2005 年第五期，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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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消费祭品。108犒军活动后，小部分祭品焚烧外，其中的可食用祭品都

将分派给予附近的人们。而分派方式并无特殊的条规，只需信仰者前来

要求领取即会分派。 

 

随着时代变迁，仪式以及仪式所用的物品对于九皇爷庆典仪式也

产生了一些变化以及影响。部分九皇爷庆典中的仪式、祭品等起了一些

变化。如皇船的祭品，皇船粮食，本以黄布袋装百米后人手缝制，并且

只开放卖给林姓人以及其亲戚好友。普通信仰者未有资格使用皇船粮食

拜祭。后随着时代的改变，有关黄布已经被黄色塑料制作的袋子替代，

更遑论人手缝制了。而且有关皇船粮食已经开放卖给所有信仰者，只要

付上十元即可购买，不再是林姓人独享。这是一种趋势，便利成了首要

的条件。虽则斗母宫的所有收益将归入公账，但是如何吸引人潮以及便

利也是考虑因素之一。庙宇需要资金用以扩建以及支付日常运作，故此

举亦无可厚非。 

 

初三除了有犒军仪式外，上午亦会集合有兴趣的会员前往外坡进

香，进行交流活动。一般都是由理事带领。除了初三，初四下午六时另

有前往外坡进香的交流活动，唯前往交流的庙宇并不一样。初七时另有

前往广福宫的上香活动，这是较初九正式九皇爷出巡规模稍小的九皇爷

出游活动，会员在下午五时四十五分于二条路斗母宫出发，前往广福宫

出发，跟随队伍的持香信众、乩童、九皇爷皇銮等。广福宫为槟城历史

悠久的庙宇，当地人一般称之为“观音亭”，据理事解释，前往广福宫

                                                 
108瞿明安、郑萍著著：《沟通人神》，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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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香的原因是表示尊重，理事形容“观音比九皇爷大”，故前往上香是

有必要的。 

 

二条路斗母宫在初五则会进行“道士做醮”。请来道士进行打醮

仪式，并且供上九皇爷的祭祀用品，包括斗灯、拜斗、通书、尺、剪

刀、米、秤、笔、油灯，以及镜。 

 

初六则会进行卜炉仪式，从中选出炉主、头家。只要是二条路斗

母宫的会员即符合资格卜炉仪式，会员只需填妥简单的表格申请即可。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的九皇爷绕街游行依然成为槟城的一个特色，

数队以斗母宫为首的绕街游行队伍将会在斗母宫附近为集合地，数队斗

母宫将在预定的时间，根据特定路线，展开绕街仪式。而二条路斗母宫

的游行队伍，将会聚集在土桥尾（Noordin St. Gt.）一带。每年绕街游行

前必须向政府部门申请准证（图九）方可进行。2008 年时计有明显宫、

福德宫、古龙殿、莲门宫、显灵坛、忠义殿、飞山宫、广泽宫、济福醒

狮团、后天庙，以及道济观。这些队伍将会排列在土桥尾，待全部队伍

到齐并到了预定的时间，才开始绕街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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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申请九皇爷绕街游行准证 

 

 

 

二条路斗母宫的九皇爷庆典游行队伍的游行路线为 Lebuh Noordin 

St. Gt.，Weld Quay， Jalan C.Y.Choy，Lebuh Saudilaud，Lebuh MC 

Nair ，  Jalan Magazine ， Jalan Macalister ， Lorong Aboo siti ， Jalan 

Burma ， Jalan Pangkor ， Jalan Sultan Ahmad Shah 以 及  Persiaran 

Gurney。绕街队伍跟着路线绕街，部分持香的信仰者会跟着游行队伍送

九皇爷，有的则在绕街队伍将会经过的路线等待游行队伍的经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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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们或持香或持鲜花或徒手向九皇爷皇銮以及其他庙宇的花车、乩童膜

拜。 

 

在祭祀过程中，特定的法器起着沟通人与神灵关系的特殊作用，

包括鼓、槌、铃、号角等通神之器，人们在祭祀活动中，通过击鼓、摇

铃、吹号角向神灵传递信息。而九皇爷庆典中重要的一环就是恭送九皇

爷的绕街仪式。 

 

当信仰者最后将九皇爷的皇銮送至海边，司公（道士）将会进行

恭送仪式，随着仪式的进行，司公将会吹响号角，按照特定仪式将皇船

送入海中并焚烧。送入海中焚烧的这个仪式仅供特选的理事随行，一般

信仰者不具资格随行。据理事成员透露，其中一个原因是具危险性，因

为是可能出现翻船意外，故不许信仰者随行也是基于安全起见。完成仪

式后，则表示九皇爷庆典已经结束。而游行队伍也各自回宫或神庙。而

信仰者们的斋戒或茹素也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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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条路斗母宫联欢宴会邀请函 

 

 

农历九月初九庆典结束后，二条路斗母宫将会举行联欢宴会，答

谢会员及信徒在九皇爷庆典期间给予协助。理事也会趁这次的盛会公开

过去一年斗母宫的进帐以及开支表。同时联欢宴会邀请函也要公布该年

的理事职员表以及头家炉主芳名。当宴会结束，也代表着为了二条路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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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宫庆祝九皇爷圣诞而聚集的人们将随着九皇爷庆典的结束恢复平常的

生活作息，并等待来年九皇爷圣诞再次齐聚一堂。 

 

九皇爷庆典仪式是存有多样性的，如北海斗母宫有蹈火路的仪

式，但是头条路和二条路斗母宫则没有。头条路斗母宫和北海斗母宫分

别有下油锅练风油及落油鼎的活动，但二条路斗母宫则没有。二条路有

过平安关，头条路则有补运的仪式，这异同之处，都显现出九皇爷庆典

仪式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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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槟城二条路斗母宫对九皇爷信仰多样性的意

义 

 马来西亚九皇爷信仰从信仰来源、信仰功能、庙宇化、庆典方面

都存有多样性。这是民间信仰中的灵活性以及包容性所衍生出来的特

色。以二条路斗母宫为例，其看似与其他宫宇大致上相似，但是其在信

仰来源、信仰功能、庙宇化的过程、庆典方面是存在着多样性的。 

  

九皇爷信仰在其信仰来源、信仰功能、庙宇化的过程、庆典方面

是存在着多样性是事实，但是其原因却未尽相同。二条路斗母宫的对九

皇爷信仰多样性是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而从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信

仰的信仰来源、信仰功能、庙宇化的过程、庆典方面，可以一一证明。 

 

从九皇爷信仰来源方面，可以容许民间出现许多版本，而竟无一

个版本是被信徒完全承认或否认。信徒对于九皇爷信仰来源的不明来历

并不妨碍他们对九皇爷信仰的相信与尊敬。信徒可以同时相信九皇爷是

北斗星、九个反清复明的义士或九个海贼等，对于九皇爷有无神像的问

题也并不深究。信徒可以到二条路斗母宫上香膜拜“没有神像”的九皇

爷，也可以前往槟城头条路斗母宫上香膜拜“九个神像”的九皇爷。这

显示九皇爷信仰来源多样性的同时，也代表九皇爷信仰的功能远比九皇

爷信仰来源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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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路斗母宫的信徒对于九皇爷信仰来源这一方面是非常模糊

的，有别于头条路斗母宫对于九皇爷信仰来源有明文记载让信徒可以跟

随，二条路斗母宫则因这一方面的缺乏，反之让其信徒对于九皇爷信仰

来源非常模糊和充满想象。 

 

九皇爷的信仰本身也存在着多样性，信徒膜拜九皇爷祈愿时大致

上都离不开基本的生活，故九皇爷信仰功能与信徒生活息息相关，如祈

求自身或家人平安、健康，希望九皇爷赐予事业和财富。陈爱梅于《槟

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之〈庆祝九皇爷大帝圣诞系列活动〉中列

明头条路斗母宫的九皇爷的功能包括有祈求身体健康、保合境平安、风

调雨顺、安居乐业、添福添寿。109二条路斗母宫和头条路斗母宫的不同

之处，是头条路斗母宫拥有明文载明九皇爷的功能，让头条路信徒可以

清楚的知道九皇爷的功能，虽然这不代表头条路的信徒相信九皇爷的功

能只局限于特刊中所言。对于信徒而言，九皇爷具有无所不能的神力，

能够有求必应。换句话说，九皇爷的能力能够顺应信徒的不同要求。二

条路斗母宫的九皇爷信仰功能，具有保佑平安、健康、事业、财富以及

有求必应等等的功能。这种现场的产生，极可能是因为信徒背景来自各

个层面、宗教信仰（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由于信徒背景的来源广

泛，故信徒所求的内容都不一致，导致了九皇爷信仰在信徒心目中具备

各种功能，形成了九皇爷信仰多样性的现象。 

 

                                                 
109陈爱梅：〈庆祝九皇爷大帝圣诞系列活动〉，《槟城头条路 105 周年纪念特刊》

2008 年，页 5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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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九皇爷信仰在庙宇化的过程中，香火从中国或泰国传来，

后仅供小部分人供奉，香火存在个人家中或由炉主带回供奉，每年九皇

爷圣诞，相关人士再将九皇爷带到搭棚而成的临时场地，公开给公众人

士上香膜拜，待香火鼎盛及信徒渐多后，始建庙以较具规模的方式供

奉。二条路斗母宫的建庙模式也离不开这个藩篱，原先是林家人供奉，

以家庙方式提供给邻近的人上香，后香火鼎盛，由林家人献出九皇爷信

物，集合当地信徒的力量筹款建庙，始由家庙转成社庙，公开给信徒上

香膜拜。而林家人这一举动，显现的是宗教信仰上无私的奉献与分享。

虽然二条路斗母宫离不开家庙转向社庙的藩篱，但是具体情况却未尽相

同。如头条路斗母宫早期并无固定宫址，每年庆典期间在头条路一带向

人租赁屋子，以作为临时庆典场地，表面上这和二条路斗母宫的由家庙

转社庙后，公开给信徒上香的雷同，但头条路斗母宫的香炉就由下一任

炉主带回家供奉，来年再觅合适地点设坛庆祝，这与二条路斗母宫则又

不尽相同。柔佛麻坡五马路斗母宫早期以亚答庙宇形式，后获得政府拨

款资助及善信捐献重建。这方面则和二条路斗母宫完全是民间自动发起

募捐建庙的情况稍微不同。从这些建庙过程中的异同，足凸现了九皇爷

信仰在庙宇化中多样性的特征。 

 

就庆典仪式而言，每年九皇爷庆典期间，是九皇爷信仰色彩最为

浓烈的时期。这期间除了犒军、游行等活动之外，九皇爷庙宇乩童所表

演的耍“红柑”、赤手练油、过刀桥、过火关等动作似乎成了九皇爷庆

典期间的固定活动。以上乩童表演的动作已经没有继续在二条路斗母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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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九皇爷庆典期间进行，唯一保留的是铁支穿颊的表演。据二条路斗母

宫理事透露，有关表演没有延续的原因在于这些动作存在着高危险性，

故不鼓励进行，而铁支穿颊的表演之所以保留，是由于相关信徒向九皇

爷祈愿后，向九皇爷还愿。有关表演没有延续并不代表二条路斗母宫逐

渐没落，而是随着时代进步的精简化表现。此外，二条路九皇爷庆典仪

式是存有其多样性，较之北海斗母宫有蹈火路的仪式，但是二条路斗母

宫则没有。头条路斗母宫和北海斗母宫分别有下油锅练风油及落油鼎的

活动，但二条路斗母宫则没有。二条路有过平安关，头条路则有补运的

仪式，这异同之处，都显现出九皇爷庆典仪式的多样性。 

 

虽则九皇爷庆典这一种表现宗教仪式的方式并非是硬性规定的，

仪式以及社会之间有一种调节机制，尤其在新旧时代传承之间，以及经

历社会变迁时，仪式调整转化旧有的文化范畴以符合新的社会需求。二

条路九皇爷信仰从公开给外姓人（非林家人）膜拜开始，便是思想开放

与进步的表现。虽然便利以及简化是一种趋势，这不一定代表负面，而

是一种弹性的表现。这恰恰就能充分地体现出民间信仰的灵活性以及包

容性。简化的方式若更能迎合现代社会，则表示未来将有更多的人有能

力、有时间参与这些宗教信仰活动，这也是民间信仰能够继续赖以生存

以及普及化的原因之一。九皇爷信仰的多样性，使之不会沦为故步自

封，这也正是九皇爷信仰的影响能够受到信徒崇拜与继续扩散的重要原

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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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是民间信仰的常态，但是造成多样性的原因却未尽相同。

关于九皇爷信仰来源，二条路斗母宫的信徒甚至是理事大多都对于九皇

爷信仰来源并不清楚，故造成各个九皇爷信仰来源版本的存在。换句话

说，由于不清楚来源，而造成二条路斗母宫的信仰来源多样性。关于信

仰功能，由于二条路信徒来个各个层面，所诉求的也不一样，导致了九

皇爷功能的多样化。另外，二条路斗母宫在庙宇化的过程中，经过家庙

转社庙，经过迁移，由临时搭棚到有固定的庙址，在庙宇化的过程中模

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在庆典仪式中，二条路斗母宫的祭拜仪式也与其他斗母宫略有不

同，如，一般斗母宫在九皇爷庆典期间都会起篙灯，二条路斗母宫于九

皇爷庆典期间并不起篙灯。综上可见，二条路斗母宫作为九皇爷信仰的

实践，与其他九皇爷庙宇有共同的信仰现象，但也存在自身特色。虽然

多样性的情况是民间信仰共同的特点，但是导致多样性的原因各异。由

以上二条路斗母宫九皇爷信仰来源的多样性、信仰功能的多样性、庙宇

化的多样性及庆典的多样性特点可证，马来西亚九皇爷信仰的确存有多

样性，其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情形，是不容否认的。 

 

信仰的多样性不可以一概而论、大而化之、想当然耳，因为二条

路斗母宫之研究个案已经有力的指出，在信仰来源、信仰功能、庙宇化

的过程、信仰的庆典仪式方面，都有其原因或具体的情况，不可以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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