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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海岸的歷史輪軸 

•1走在大肚山，看見千年古物 

•2大肚王國，解答百年疑惑 

•3鄭成功開墾東都明京 

•4林成祖、張達京帶來大批閩粵人 

•5漳泉壁壘分明 

•6繁華的遺跡 

•7社區新造 

•8留下努力與即時紀錄 



1走在大肚山，看見千年古物 
大肚頂街遺址 



王三派筆記 



牛罵頭遺址 



2002年影像 



沙鹿南勢坑遺址 



鹿寮瑪瑙玻璃珠 



珍貴的巴圖 



大肚王國與成功 



遷善社祭典 



遷善社祭典 



巴宰祭典 



巴宰走鏢 



道卡斯背大旗 



職貢圖與番社采風 



遷善社群 



大肚王國，曾很有名，地方欠缺資料 

《諸羅縣志》載，鄭氏先鋒楊祖以一鎮之兵為諸
番阻於大甲溪，無一生還者。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起殖民臺灣 

• 1638年，已知大肚王國的存在，但未派兵征服。 

• 1642年荷蘭征服北臺灣後，為連通南北道路。從海盜處獲情報，知在
中部馬芝遴計22社（彰化鹿港一帶），另大甲溪以南18社由甘仔轄·
阿拉米（Kamachat Aslamie）所統轄。 
1644年，荷蘭上尉Piter Boon率兵遠征北臺灣未臣服的原住民，戰勝
後南下打通陸路，因為遭遇拍瀑拉族的抵抗而未成功。翌年再度進攻
，摧毀了13座反荷部落，Kamachat Aslamie只得接受范布鍊（Simon 
van Breen/1643-1647）牧師的協調。 

• 1645年4月荷蘭人召開南部的地方會議，Kamachat Aslamie跟荷蘭東
印度公司訂約，表示服從，不過直到1662年荷蘭人離開臺灣為止，大
肚王國都維持半獨立狀態。大肚王國不肯接受基督教，只讓歐洲人通
過領土而不准定居，也無荷語的翻譯員。 

• 大肚王國在1645年左右所統轄的範圍主要是大肚溪流域，大約是大甲
溪北岸的臺中市后里之南至大肚溪流域。脫離的這十餘社據考證大約
位於大孜溪南岸一帶，意味著大肚王國的勢力曾及於大孜溪南岸，是
跨部落的統治或聯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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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肚王國抗鄭 
•1661年鄭成功領兵渡海攻打荷蘭東印度公司軍隊，取得福

爾摩沙統治權，大肚王國頑強抵抗鄭軍，導致鄭成功等人
認為他們受到荷蘭的煽動。而當時由於鄭軍當時尚未攻下
孜帄，就已缺糧，因此下令往北屯墾，就地取糧或種植，
因此與大肚王國諸社發生激烈衝突，此次衝突，鄭軍將領
楊祖陣亡，一鎮之兵（約一千多人）「無一生還者」。鄭
成功下令不准干擾原住民。 

•1670年8月，（鄭成功卒後第8年）大肚王國轄下的沙轆社
抵抗鄭氏侵略，遭鄭氏政權將領劉國軒強力進攻，屠殺至
僅剩六人，幾乎滅族，史稱劉國軒屠村事件。 

•斗尾龍岸番叛，鄭經督師，右武衛劉國軒討之，經此事件
，沙轆社數百人僅餘六人潛匿於海口。從此大甲至彰化間
帄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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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到三十九歲 
在臺灣13個月 

•附近土番頭目，俱來迎附鄭成功，鄭成功令厚宴，並賜正
副土官袍帽靴帶。由是南北路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
各照例宴賜之。 

•4月12日，鄭成功駕親臨蚊港，觀社民向背何如。駕過，
社民男婦壺漿迎者塞道。藩慰勞之。 

 



一鎮孚熱蘭遮城，一鎮孚海面，一鎮孚普
城。餘分駐各地，亦兵亦農，收稅取糧草 

宜蘭頭城中興宮 



1661年，鄭成功與荷蘭人的消耗戰 

•6月中旬（農曆五月中），鄭軍缺糧嚴重，鄭成功
下令派約一萬多人至中北部屯田。約五千多人至
南部。承天府僅留士兵三百人。另約有五千人封
鎖熱蘭遮城。（梅氏日記） 

•鄭軍每一將官，手下約有一千至一千二百人。他
們每二百人為一群，努力種田，必須種很多番薯。
國姓爺搜集上千隻的牛，及很多農具，發給士兵。
各村社的荷蘭人也需要耕種。如虎尾壟住教堂裡，
二林就睡在藍天下。左虎衛何義屯虎尾。（梅氏
日記） 



三十八歲(1661年) 
將士犯過罪及主帥 

•《諸羅縣志》載，鄭氏先鋒楊祖以一鎮之兵為諸番阻於大甲溪
，無一生還者。 

•梅氏日記記載著：Middagh大酋長一帶的原住民，無法忍受自己
上門作客的中國人粗暴無禮，幾個村社結合起來，乘夜間中國
人酒醉睡覺時突襲，殺死一千餘名軍隊。 

宜蘭五結加禮宛開山廟 



撫番與鐵砧山劍井 

大甲鐵砧山國姓井 

•因缺糧，令民間輸納
雜子蕃薯，發給兵糧
。7月，援勦後鎮、後
衝鎮官兵激變大肚土
番叛，衝殺左先鋒鎮
營，楊祖與戰，被傷
敗回，至省病，死之
，國姓爺下令不准攪
擾土社。 

 



明清之戰：沉東京浮福建 

• 1661年6月，鄭成功著手劃分行政區域。把
臺灣改稱為「東都明京」，將台南一帶稱
為承天府，北部設天興縣，南部設萬年縣，
並在澎湖島設安撫司。又親自率領軍隊，
往探原住民部落示威鎮壓。鄭成功以東都
為明王朝的復興基地，並未僭越稱帝，僅
停留於「藩主」的地位。 

• 不是自然現象。 



大肚王國抗清 

•1731年（雍正九年），清廷官吏對原住民指派勞
役過多，引起原住民群起反抗，發生大甲西社番
亂（大甲西社抗清事件），清軍利用岸裡社「以
番制番」，翌年被鎮壓下來，各族人陸續逃離原
居地，遷往埔里（南投縣北部）一帶，大肚王國
翌年亦告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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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鄭成功信仰很精彩，清水更精彩 



清水地區國姓廟為全台密度最高 

• 全台約有150座主祀鄭成功廟 

• 宜蘭有28座為最多，臺中居次26座。 

• 清水有11座。主要功能為水神。 



•1大甲鐵砧山開臺聖王廟    1清水國姓里鎮孜宮 

•2大甲文曲里鎮孜宮        2清水高南里永奠宮 

•3大甲武陵里明聖宮        3清水臨江里鎮元宮 

•4大甲鄭成功紀念館        4清水田寮廣聖宮 

•5大甲區義和里廣聖宮      5清水高北里開山宮 

•6大甲太白開臺聖王香位    6清水武鹿開化宮 

•1大孜福住開臺聖王廟      7清水高東里聖文宮 

•2大孜西孜慶孜宮          8清水舊庄里聖王宮 

•3大孜溪洲延帄宮          9清水田寮聖賢宮 

•龍井區龍津順福宮        10清水街成功宮 

•大肚成功里國聖廟        11清水區高美里聖興宮 

•中區大墩里國姓廟          石岡上坑開台聖王廟 

•大雅區大楓里國聖宮        新社開臺聖王廟 
 

 

 



清水國姓里鎮安宮 

神像 

大肚國聖宮 

法器 
清水高西文興宮 

神像 

各地國姓神尊 



各地地方印象 

台南南鯤鯓 
代天府 

   

 

 

 

 

 

 

 

 

                  

               

 

 

              南投國姓          

二水國聖王 



清水三塊厝鎮孜宮創建於乾隆年間。先廣東人因土
地開墾及避水難、除惡疫等，在大甲溪南岸建小祠
。後來福建人居住，繼續供奉並加以修繕。 



花蓮16股，咸豐元年開墾旗 



築圳須拜開臺聖王 



農曆8月1日下午，鎮孜宮開臺聖王等神尊，前往舊
大甲溪陸橋旁，舉行拜溪頭祭典，祈求大甲溪不再
有水患，祈求堤防堅固，不要發生潰堤；同里水汴
頭庄則在不同地點舉行拜溪頭祭典。 



8月30日高美地區拜溪頭，孜五營 
農曆9月1日前一天下午，高美五里居民備妥壽金、四方金、銀箔、更衣
等金銀紙錢與祭品，前往大甲溪南岸堤防，各里公廟也紛紛迎請主神上
轎或搭乘神明車到文興宮溪頭營集合，準備進行一年一度的拜溪頭儀式
。 



•文智武略皆備，國家棟材，中日臺荷西皆肯定。 
•家族富豪，以愛國、忠臣，留芳後世。 
•以己資財，養兵護國，史上難找第二人。 
•治軍嚴謹，不論親疏，造成叛逃，反噬己軍。 
•開墾臺灣，禮遇土著，部下犯過，罪及主帥。 
•大甲溪、濁水溪沿岸，鄭成功轉為水神。 
•宜蘭、花蓮地區，鄭成功是開墾保護神。 
•臺灣近150多間鄭成功廟，多數人不認識鄭成功。 

 

大肚國姓廟 



龍井蔗部社區 



龍井蔗部社區 



水裡港的 

開港總理 

 

大肚中堡五
十三庄總理 



海埔厝順福宮登記開臺聖王廟 



唐山過台灣 



堂號是士族的代表 
隴西堂 隴西家聲 隴西衍派 隴西世家 



金馬玉堂：漢代的金馬門，是學士待詔的地方；玉堂指「玉
堂殿」，供侍詔學士議事的地方。舊指翰林院或翰林學士。 
晉邑莊際昌家族，恩澤惠邑。 



祖籍是落葉歸根的涵義 
晉江 晉邑 溫陵 泉州 



大甲溪 

大孜溪 

大肚溪 

淡水廳 

彰化縣 

康熙雍正年間，非有墾照，不得北越大甲溪，但有例外 



清水觀音亭
53庄 清

水 



清水王勝記 



清水蓮塘蔡，蓮塘又稱豐山 



銀同汀溪楊 



梧
棲 

龍
井 

清
水 梧棲大庄媽

53庄 

沙
鹿 



沙鹿保安宮 
建於乾隆十年（1745）。汀洲客家人為其隨身保佑帄孜，恭請六尊三山國王神像
由塗葛堀登陸，孜座於今中正街福利宮土地公廟址，後與土地公互換，遷至現址
。因客家人固執不讓「河洛人」進廟朝拜，引起「河洛人」不滿，故意募款興建

天公廟，此年王爺廟前井水變濁，客家人惶恐而遷往東勢。 



清水紫雲巖沙鹿朝興宮 
的清水祖師 



梧棲鴨母寮媽 



大
肚 

大肚頂街媽53庄 

龍
井 

烏
日 



大肚的禮節特殊 



別人疏忽後自己變特殊 



水裡港敬神 



興隆 德化 感恩 遷善 



道卡斯族
的林武力 



興隆 德化 感恩 遷善 



水美山屬於虎頭山地形 



虎腳尻的由來 

水美山 

六分 
永豐 



虎眼圳灌溉大甲大孜農田 



浩天宮 
禁示碑 



「正堂嚴禁私墾」 

•原由係由沙轆大庄、陳厝庄、南簡庄等地呈
稱上、下西勢牧埔履遭民番私墾，後彰化縣
官府明訂牧埔乃各庄課田牧養之地，不得私
墾。其界址東抵課田界；西抵海界；南抵八
張犁車路界；北抵小槺榔大溝界。 

•此碑立於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原存於
大庄浩天宮廟埕南面之牆，後因道路拓寬而
遭拆除，字跡斑剝，碑文提彰化縣正堂李延
璧；台灣知府汪楠；分巡台灣兵備道糜奇瑜
；而鎮憲武則為台灣鎮總兵武隆阿。 

 



后里人不准喝大甲溪水 

•為調解五福圳水權之爭奪所立的碑，因大肚上堡
蔡源順等控墩仔腳（今后里），張程材等爭水滋
鬧一事，後由台灣府正堂斷定大肚上堡原有三分
之水，而墩仔腳本無水分，且其毗鄰大孜溪，應
儘可設法開濬引灌，各自凜遵，不得再啟爭端。 

•此碑立於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現存於大庄
浩天宮三川門內北邊門後牆上，石碑上端刻「五
福圳告示」，內文提台灣府正堂陳，為台灣知府
陳文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8%82%9A%E4%B8%8A%E5%A0%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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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6%96%87%E9%A8%84


歷史事件須取得和解 



大肚山槺榔遍佈 
台灣海棗和台灣油杉、台灣穗花杉、台東蘇

鐵並稱「台灣四大奇木」。 



大肚山頂的台灣百合 



馬鳴瀧 

神秘洞 

艱鉅的水圳
工程 



大甲鎮瀾宮收藏，浩天宮、紫雲
巖、真武宮亦有收藏 



鄉土保衛戰—戴潮春之役(浩天宮) 



清水槺榔福德祠 



清水大楊福德祠 



將人潮從高美濕地帶入村庄 



不一樣的九畷護  高美 



清水文興宮 



王船 頭目公 與海洋文化 



梧棲 
萬興宮 



梧棲富美宮 



梧棲斗美宮 



清水大楊油庫 



清水社口楊家 



梧棲朝元宮—湄洲媽 



梧棲朝元宮 
•1684年（康熙23年），靖海將軍施琅提督，自湄
洲島升天洞奉請聖駕隨軍庇佑收復臺灣戰事，隨
後由鹽務司爺恭請來臺，迄今已330餘年歷史。 

•據傳，湄洲升天洞中原有六尊開基媽祖，朝元宮
之開基媽祖即是由此請出，故稱此聖像為「開基
媽」。 

•湄洲開基媽祖，聖像莊嚴，慈眉善目，眼神慈悲
地注視著前方，並以右手持笏板，左手置膝。在
神像底座刻有福州賽西天佛店正莊。 

•1871年晉邑商船戶蔡隆順感念朝元宮天上聖母神
恩，敬獻"永康四海"一十 



發掘並記錄
廟孙特色 



梧棲真武宮—玄天上帝 



梧棲真武宮—飛天裝飾 



梧棲大庄福德祠 



後壁厝 
福德祠 



明正宮—惠邑頭北厝 



水裡港福順宮 



大肚萬興宮--頂街媽 



大肚飛媽  再移民 



大肚永和宮—下街媽 



大肚福興宮—玄天上帝 



20庄迎媽祖歌 

船仔頭烏、營埔雨、籃仔爁糊糊、勞胥讓雨縫、
王田燒死人、山仔頂去探聽、社腳講無影、大肚
戲相拼、汴仔頭驚人去、崁仔頂圍竹刺、寮仔雙
棚戲、茄頭頂庄黑、下庄雨、三間店仔舉水壺、
海口著烏魚、海埔仔笑哈哈、田中央仔賢相打、
崙仔輪二庄，媽祖相爭扛、竹坑龍眼厝、山仔腳
石頭地、頂街人客相蓋多 



大肚20庄迎媽祖  換香 



4月14日，水裡港遶村境 



4月14日，水裡港走大轎 



水裡港五營 



大肚金浦趙氏 



大肚金浦趙氏 



王田民孛 



烏日湖日社區－過大肚溪 



龍井南寮社區 



梧棲朝元宮文化藝廊 



麗港社區導覽 



龍井蔗部社區 



龍井蔗部社區南寮資料 



龍井南寮的創意 



要穩合當地習慣 



網路創意資料 



留下地方故事與影像 



走過，看過，要留下影像，才能永續 



住家附近的景點最能深入－梧棲魚寮 



龍目井 



龍目井 



龍泉岩 



清水大湳湧泉 



三田萬石第 



為地方建立資料 



卂與活動增長知識－隨萬興宮往湄洲進香 



累積經驗與知識，就能倡談與為文 
王船概念 



相互溝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