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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林爽文事件案首王勳神化崇祀考 

林翠鳳  

【提要】  

王勳，清乾隆年間臺灣沙鹿蔴園人。清宮檔案與方志皆名「王

芬」，沙鹿鄉親尊稱「王勳大哥」，鹿港當地稱「王恩大哥」。性

格豪邁，慷慨尚義。加入天地會，與林爽文聯手武裝抗清，封「平

海大將軍」。在清領朝廷眼中，王勳與林爽文二人並稱賊首。王勳起

事後不久被殺，頭在鹿港，身在清水，心繫沙鹿。民間奉祀稱「王

勳千歲」、「福興公」。現今臺灣主祀王勳的宮廟，已知有六處：

沙鹿蔴園福興宮、鹿港福靈宮、清水永定宮、鹿港寶成工業福靈宮、

龍井福興公廟、西屯林厝庄無名小廟，皆香火連綿不輟。 

由凡人升格成為神明的「神化」過程，一般需要具備二項要素：

一為強大的人格魅力，二能有騰於眾口的豐偉功績，二者缺一不可。

王勳是道地的臺灣本土神明，形象突出，性格豪邁，事功顯著，早

已累積獨特的魅力與廣受流傳的功業事蹟。世代子弟蒙受王勳盛靈

陰助守護者多矣，八方善信領受千歲神威庇佑者無數。 

本文依據清廷史料、地方志書、民間傳說，以及筆者廟宇田野

調查所得，綜述王勳的生平事蹟、成神經過、民間信仰概況，以為

探討臺灣本土神明典型特徵的參考。 

【關鍵詞】王勳、王芬、林爽文、沙鹿、福興宮、福靈宮 

一、前言  

清朝統治臺灣，自康熙 22 年(1683)派遣施琅發兵攻滅臺灣明鄭王朝起，以

迄光緒 21 年(1895)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予日本為止，前後共計 213 年。

二百餘年間，大陸來臺移民快速增加，墾荒隊伍前仆後繼，開發建設快速成

長。但隨著明鄭「反清復明」意識的遺存，加之以清廷在臺吏治不良、民間

墾荒衝突時起等等因素，臺灣內部衝突不斷，分類、械鬥、抗官、革命等暴

動反抗事件頻傳，據統計，清代臺灣大小反抗暴亂事件竟高達百餘次，而規

模較大者至少四十餘次 1，與俗諺所稱臺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恰

                                                 
 林翠鳳，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教授 
1 根據《臺灣省通志•人口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年)統計，清領時期臺

灣共有 42 次民變；張菼〈臺灣反清事件的不同性質及其分類問題〉(《臺灣文獻》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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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謀而合。其中最為震動的三大民變事件，乃是康熙 60 年(1721)的鳳山朱

一貴事件、乾隆 51 年(1787)的彰化大里杙林爽文事件，及同治元年(1862)的彰

化四張犁戴潮春事件。  

在清領朝廷的立場而言，叛亂無分大小，皆是罪無可逭，按律必當處死懲

治。只是，這些朝廷眼中的亂臣賊子，在民間卻不盡然被視為是罪人，有些

甚至受到百姓同情、愛戴、感念，甚至暗中奉祀。例如：朱一貴在高雄市內

門區「興安宮」與臺南市小南門「城隍廟」都入廟受祀；戴潮春夫婦在其本

家臺中市北屯區「合福祠」、戴氏本人在嘉義民雄「廣興宮」都入廟受祀 2。

類似的情況，再如：屏東縣內埔鄉「逆杜君英庄界」石碑小祠奉祀與朱一貴

並肩起事的杜君英、南投竹山鎮「聖義廟」奉祀戴潮春的部屬張阿乖 3、新北

市八里區「漢民祠」奉祀日治時期義賊廖添丁等，凡此諸香火都至今不絕可稽。 

前所言三大民變的領袖中，卻唯一只有林爽文未見入祠廟，但地方上以其

名為學校、道路、公園等命名紀念他的所在多有 4，這也是其他民變領袖所少

見的 5。林爽文雖未受祀，而當年抗清陣營中地位僅次於林爽文的第二號人物

--王勳，則不僅生前受林爽文倚重，冊封為「平海大將軍」，身後更受百姓供

奉，受饗香火至今，且有大小共計六座祠廟奉祀他為主神。較諸於前所言多

位本土神明，供奉規模如此之廣，是極其罕見的，十分特殊的。  

王勳，清乾隆年間沙鹿蔴園車埔(今台中市沙鹿區北勢頭福興里)人。參與

林爽文事件，起事後不久被殺。鄉人及中部地區多處立廟崇祀至今。 

王勳，史上確有其人。也作王芬、王溫、王恩，諸名稱在臺語發音上都極

為相似。現今則以靈明的神威受到信眾崇祀，稱王勳大哥、王勳千歲、王府

千歲、福興公、王芬公等，各地域稱名稍異而顯赫則一。在清宮檔案與清代

                                                                                                                              
1975)，統計清領時期臺灣「反清民變」總共發生 116 次；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

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3.9)則認為民變共有 73 次。 
2 臺中市北屯區仁美里「合福祠」，以「查封公、查封婆」之名奉祀戴潮春夫婦。嘉義

縣民雄鄉松山村「廣興宮」，以「戴代王公」之名奉祀戴潮春。參林翠鳳《陳肇興及

其陶村詩稿之研究》(臺中：弘祥出版社，1999)，頁 5。 
3 林文龍〈悲劇英雄今已矣--「平海大將軍」崇祀探源〉，《臺灣中部的人文》(臺北：

常民文化事業公司，1998)，頁 148。 
4 以「林爽文」之名命名者如：臺中市大里區爽文路、爽文國中、爽文壘球場、爽文公

園；南投縣中寮鄉爽文村、爽文國中、爽文國小、爽文派出所；苗栗縣卓蘭鎮爽文

路等。 
5 朱一貴在高雄市內門區有朱一貴文化園區；戴潮春在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有潮春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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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中所見皆記名「王芬」，在其故鄉沙鹿則後輩鄉民皆尊其為「王勳大哥」，

鹿港當地則有稱「王恩大哥」。有以其神格崇高敬稱為「王府千歲」，有不敢

直呼名諱因尊稱為「福興公」。作為人的王勳，及作為神的王勳千歲，有歷史

事實作基礎，而放大了他的神奇事蹟。 

作為一個「人」的王芬，他的事蹟第一次見諸於史料文獻，便是清廷剿滅

林爽文事件時的往來奏疏檔案。在此之前的生平，乃由民間口耳相傳的見聞

傳說所累積。作為一個「神」的王勳千歲，則在其身後屢屢不絕的靈異事蹟

中，推高了信眾的緬懷與虔敬信仰，更從歷史後端的崇拜向前逆推，放大了

王勳的生平經歷。  

神祇的形成大致有二種途徑：一是人們想像塑造的，如玉皇大帝、王母娘

娘、倉頡等；另一是凡人離世後演變而成的，如關公、孔子、朱一貴等。不

論是想像塑造，抑或是由人演變成神，在將凡人高舉至神明地位的「神化」

過程中，都需要具備二項基本要素：其一，需具備強大的人格魅力，其二，

擁有騰於眾口的豐偉功績，二者缺一不可。 6此二者相互連結，從而塑造神祇

的獨特職能性格，讓信仰精神得到形象化的體現，反射出人們內在的心靈想

望。人可得神之助而圓滿如意，神能得人之力而顯赫綿長，相輔相成。正如

臺灣俗語所謂的「也得要人，也得要神」。王勳千歲如何由人而神？現今的崇

祀又如何？本文試為耙疏探索之。 

二、王勳大哥的形像特色  

凡人之所以成神，往往有異於常人的異相、玄迹或奇遇，從而凝聚成其

獨特的形象魅力。王勳其人，在隨林爽文起事之前的經歷，據其故鄉《沙鹿

鎮志》記載： 

王勳(1749-1786)，又名王芬，曾參與反清活動。清乾隆年間，生

於大肚山西麓的蔴園車埔(今福興里)，長於田仔湖(六路里過洋仔

湖)，祖籍福建省泉州府晉江縣。幼時入書房求學，鑽研兵法，喜好練

武，性格豪邁，急功好義。 

二十餘歲，體格魁梧，臂力驚人，頭如斗大，身高七尺，孔武有

力，揮舞百二十斤大刀，鄉里異之。時大肚上盜匪猖獗，搶劫商旅，

王勳遂率鄉民壯丁，圍剿盜匪於公山口(今弘光科技大學附近)，盜匪

                                                 
6 林翠鳳〈臺灣文昌信仰研究--從文昌到六文昌〉，廣州道教協會、香港道教學院主辦

《第 2 屆道教與星斗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2014 年 12 月 13-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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懼而逃遁，騷擾遂止。王氏保衛鄉里的義舉，一時傳為美談，從此庄

民尊稱他為「王勳大哥」。(〈人物篇〉)7 

王勳，乾隆十九年(西元一七五四年)生於蔴園車埔庄(福興里)。

父王丁，母陳月雲，世居福建省晉江縣安海西街第八島，以農為業。

王勳，自幼習武，臂力驚人，慷慨尚義。先以砍材燒炭為主，後改駕

大車(即牽牛車)，為人搬運貨物，往來於沙轆、牛罵頭、大莊、梧棲、

大肚和鹿港之間。是時漳泉械鬥頻仍，他常出面排難解紛，並掃蕩地

方賊匪，鄉里得以安寧，人尊之為「大哥」。(〈宗教篇〉)8 

《沙鹿鎮志》〈人物篇〉、〈宗教篇〉分別記述王勳的生平傳略，雖此兩單

元所記生年彼此歧異，但就人物形象事蹟的記載可互補有無，從而呈現王勳

的早年樣貌風格。 

在形象上，王勳以「體格魁梧，臂力驚人，頭如斗大，身高七尺，孔武

有力，揮舞百二十斤大刀」為最大特色，突顯出壯大、高強、有力、霸氣的

強者姿態，宛如一座大山般的穩重可靠，而「鄉里異之」強調了他的非凡特

異。且以百二十斤的超重大刀作為其武器，更具像地強化了王勳過人的武壯

力量，可令暴者望而生畏的同時，也足令弱者產生依賴感。王勳的大刀就像

是關公的大刀，可以在輕鬆揮舞中除暴敵而安良民，也藉此延伸了人們對王

勳更多可能性的想像。 

在性格上，透過「幼時入書房求學」、「自幼習武」的文武養成歷程，

王勳被形容為具有「鑽研兵法，喜好練武，性格豪邁，急功好義，慷慨尚義」

的俠義性格，這樣的性格為他後來的人生際遇作了很大的伏筆。王勳好於鑽

研兵法，可見不是愚勇的莽夫；他練武而能好義，故而不是欺壓善良的惡霸；

他急功慷慨，應該是不拘小節的率性男兒。凡此豪邁而正派，已是英雄的性

格了，將為小老百姓所仰望。 

在事功上，王勳藉由先天條件及後天培養上所累積的根柢，由小我而及

於群體，王勳「率鄉民壯丁，圍剿盜匪，盜匪懼而逃遁，騷擾遂止」、「漳泉

械鬥頻仍，他常出面排難解紛，並掃蕩地方賊匪」。王勳故鄉沙鹿地區背山面

海，群盜時出，擾亂鄉民頻仍，而乾隆年間臺灣各地分類械鬥嚴重，是社會

亂源，百姓深受其苦。青年王勳將其武勇發揮為保鄉衛里的義勇，將其好義

                                                 
7 見王仲孚總編纂《沙鹿鎮志•人物篇•先賢先德》(臺中：臺中縣沙鹿鎮公所，1994

年)，頁 603。 
8 見王仲孚總編纂《沙鹿鎮志•宗教篇•福興宮》，頁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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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發揮在排解漳泉械鬥的紛爭上，他的義行保護了良民、維護了鄉里安寧，

更成就他在地方上受到尊崇的地位。庄民尊稱他為「王勳大哥」，不僅是一

時傳為美談，其實還延續至今不絕，地方上一句「王勳大哥」，仍然是安定

人心最有力的呼喚。王勳，不只是個英雄，其實更像是有膽識、有能力，卻

無比親和的自家「大哥」，是地方百姓心中的依靠。 

從形象上、性格上、事功上來說，王勳有型、有心、有能、有力，彷彿

天生注定不凡。在民間傳聞中，還可以看到比方志上更為豐富生動的描述 9。

而大致上他的英雄性格與形象已具骨架，這對現實生活中常感到無力或無奈

的人們而言，無非是具有吸引力的。加之以王勳所從事的是砍材燒炭、駕車

運貨的辛苦工作，從基層出身的形象鮮明，更貼近一般民眾。更何況正是這

樣的經歷，得以往來於沙轆、牛罵頭、大莊、梧棲、大肚和鹿港之間，結交

八方豪傑，溝通南北聲氣，為他日後與天地會和林爽文的相遇搭起了橋梁。

作為真正英雄，還需要更豐偉的事功。 

三、林爽文事件中王勳將軍的武烈事蹟 

市井小民王勳躍登歷史舞臺，在於他加入天地會，之後還與林爽文一同

起兵抗官，動搖臺灣治安，震驚北京朝廷。史載：「(乾隆)四十八年，有漳人

嚴烟者，渡臺傳天地會，爽文與劉升、陳泮、王芬，及淡水之王作……等均

入會。其法隨處聚眾，設香案歃血瀝酒，誓為黨援。」10天地會以反清復明為

號召，聚眾糾黨與朝廷對立。臺灣有明鄭遺脈素懷漢志者多，加以社會不良

結黨自保者不少。王勳本來慷慨好義，豪邁熱血，加入天地會與角頭林爽文

等兄弟同結聲氣，必想有一番作為。 

民變之舉，固然林爽文是整起事件的主要核心，但從檔案資料中在在都

清楚顯示：事件興起時，王勳與林爽文是會黨中地位並駕齊驅的二大巨頭，

是朝廷眼中的一雙賊首、首惡。早在乾隆 51 年(1786)12 月 14 日臺灣道永福移

稟福建巡撫徐嗣曾向乾隆報告林爽文事件時，王芬即與林爽文並稱：「訪聞

北大里杙等莊，有奸民林爽文、王芬等結黨搶劫。」11直至剿滅後期，仍以林

爽文、王芬二人並稱論究，如乾隆 52 年(1787)1 月 29 日上諭：「至林爽文、

                                                 
9 民間傳述刊行者中，以王憲堂《福佬人英烈--王勳大哥傳奇》(臺中：海洋文化事業出

版社，1999)內容最豐。 
10 周璽編《彰化縣志•雜識志•兵燹》(臺灣文獻叢刊第 15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

研究室，1961)，頁 363。 
11 清高宗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一•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五十二年正月初三

日》(臺灣文獻叢刊第 10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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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芬二犯係此案首惡渠魁，如經官兵生獲，著該督等派委妥幹員弁解京審辦。」

12再如，同年 2 月 2 日上諭曰：「至賊首林爽文、王芬二犯，及此外有名頭目，

如經官兵生獲，即選派員弁解京審辦，以彰憲典。」13又 2 月 7 日上諭：「務

將賊首林爽文、王芬及此外有名頭目擒拿解京，盡法懲治，不可任其逸入內

山。」14條條所稱俱是與林爽文相提並論，可見王勳地位之重要，也可見清廷

必欲去之而後快的惱恨深重。 

王勳加入天地會結識林爽文，尊林爽文為首，積極拉攏各路英豪一同入

會。從清廷的檔案中，也可以看到王勳號召了許多人加入會黨，在陣營中擁

有一定的群眾勢力。王勳邀招的夥伴，包括有乾隆 51 年(1786)3 月招彰化西門

大街林萬，5 月招彰化莿桐腳張文，夏季招彰化大肚陳樵，10 月招彰化莿桐

腳朱開、彰化咬走庄劉實(黃實)等人，這些人紛紛受王勳邀請感召入會，並於

日後參與大小戰役。如：林萬 11 月 29 日隨王勳攻入彰化縣，並留守城中，堅

守至 12 月 12 日官兵收復彰化時被殺；朱開參加 11 月 27 日大墩之役，29 日

隨王勳攻入彰化縣；劉實(黃實) 與彰化下埔姜崙庄林天球等人也於 11 月 29

日隨王勳攻入彰化縣 15。此外，還有郭盞、吳帶、陳榜、吳汴、李積、郭卻、

阮擇、薛指、林倚、趙榮、林載生等人，都是投赴王勳而入會的弟兄 16。 

林爽文被認為是角頭大哥，王勳本來就為百姓尊為大哥，兩位大哥領導

了這次的武裝抗官民變，聲勢浩大。林爽文起兵帶領的是以大里杙為中心的

台中山屯地區的聯盟，王勳則是以沙鹿沿海地區的聯盟，山線與海線聯手抗

官，再加以天地會的號召、其他縣城的呼應，對官府造成的威脅很大，顯得

來勢洶洶，聲威驚人。在這場戰役中，王勳不僅要保鄉衛土，更要反清復明；

他不僅是大哥，而且是平海大將軍；他不僅要行義舉，更要起義革命。他自

地方大哥，一躍而成為民族英雄、臺灣英烈。 

                                                 
12 乾隆 52 年 1 月 29 日上諭命軍機大臣傳諭閩浙總督李侍堯、兩湖總督常青。清高宗敕

撰《清高宗實錄選輯•選輯(二)•乾隆五十二年春正月》(臺灣文獻叢刊第 186 種，臺

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329。 
13 乾隆 52 年 2 月 2 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藍元枚、徐嗣曾。清高宗敕撰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初五日》，頁 150。 
14 乾隆 52 年 2 月 7 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黃仕簡、任承恩。清高宗敕撰

《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二月初六日至十一日》，頁 157。 
15 清高宗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五•二月初六日至十一日》，頁 162。 
16 清高宗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卷四•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初五日》，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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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爽文事件的起事，從醞釀之初，王勳即是決策核心人物之一 17。乾隆 51

年(1786)11 月 27 日夜，林爽文與王勳協力帶領天地會眾揭竿起事，首先襲擊

大墩(今臺中市)，知縣俞迅即遇害。29 日攻陷彰化縣城 18，出榜建元「順天」，

隨後黨眾擁護林爽文為盟主，封王勳為「平海大將軍」19。12 月初八日王勳率

眾攻竹塹城，20之後返回沙鹿蔴園，為同鄉紀春、蔡運世等人聽聞，遂糾眾包

圍追擊，王勳寡不敵眾遭到襲殺，時在乾隆 51 年 12 月底 21。 

還原王勳慘遭殺害的歷史詳情，據學者許雪姬爬梳當年審訊供單等史料

文獻後描述 22：住在牛罵頭(今臺中市清水區)的同鄉紀春，探知王勳回到蔴園，

乃向義民首同鄉蔡運世、饒凌碧兩人報知，一同前往蔴園。王勳見勢不佳，

騎馬逃去。義民鄭岱趕上前去，用長槍戳倒王勳，予以生擒，押送回蔴園庄，

隨後帶之前往牛罵頭。時有陳秀成者，「因王芬從逆作亂，一時痛恨，拿刀

將他砍死，割下頭顱手足」，「用石灰腌貯桶內」，以待時機送官領賞。乾

隆 52 年(1787)1 月 6 日，福建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二千人到達鹿港增援 23。蔡

運世等人於 9 日得知此消息，乃和陳秀成等將屍桶送往鹿港。為證明所送呈

頭顱確為王勳本人，甚至將王勳曾穿過的狐皮、馬褂與腰帶一同送往。提督

任承恩甫抵臺灣，即收到義民送來的王勳頭顱一顆的大禮，經問明後，遂將

                                                 
17 見《平臺紀事本末》載：「乾隆五十一年，……當是時，林爽文之勢漸張，附合者

日益眾。於是以林泮、陳奉先、王芬、劉井、林禮生、嚴煙、董喜之徒為謀主，以……

等為羽翼。」(不著撰人，臺灣文獻叢刊第 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頁 2。 
18 乾隆 51 年 12 月 27 日(丙寅)，閩浙總督常青奏言：「十一月二十七夜，彰化俞知縣

在大墩地方拏匪，遇害。彰城失陷，路途梗塞，不能前進。」見清高宗敕撰，《欽

定平定臺灣紀略•卷一•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至五十二年正月初三日》，頁 102。 
19 《平臺紀事本末》：乾隆 51 年 11 月 29 日「彰化縣既陷，官吏皆被執。賊目分居官

署，出榜安民曰：順天元年，大盟主林為出榜安民事。…林爽文自為大盟主，於是

眾賊目各授偽職。以王芬為大將軍，陳泮、何有志為左右都督，董喜、陳奉先為軍

師，其餘授職各有差。」(不著撰人，臺灣文獻叢刊第 1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

究室，1961)，頁 6。 
20 〈軍機處月摺包奏摺錄副〉，乾隆朝，038815 號，王茶(葫蘆墩人)供詞。 
21 王勳率眾攻竹塹城失敗，於 12 月 15 日回蔴園老家。後遭蔡運世等人襲殺。乾隆 52

年 1 月 6 日，福建陸路提督任承恩率兵增援鹿港。蔡等人於 9 日得知此消息，一夥人

乃將王勳頭送往鹿港領賞。因推知，王勳乃於乾隆 51 年 12 月 15 日~乾隆 52 年 1 月

6 日之間遭到殺害。見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

《故宮學術季刊》21：1，頁 194，2003 年 10 月。 
22 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頁 181-214。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清代台灣農民起義史料選編》(福州 : 福

建人民出版社，1983.11)頁 123。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6 期 

8 

王勳首級梟示警眾。 

王勳是這次民變中的首惡渠魁，他的被義民殺死是一件歷史大事。官方

文獻《平臺紀事本末》僅以「圍蔴園，殺王芬」六字輕輕帶過 24。但對於所謂

義民送來的頭顱究竟是不是王勳本人？乾隆皇帝卻是十分謹慎，一再指示務

必「著覆驗明確……不可不慎也。」25經過再三審查訊問方才確認，始終不敢

大意。 

王勳敗亡而使大業功敗垂成，民間對於王勳的死，不得不接受，但遭遇

不幸的歷程則似乎在情感上是不大願意接受。首先是王勳的死在距離與林爽

文一同起事大約一個月前後，深有壯志未酬身先死的遺憾；再則，以堂堂大

將軍而慘死於無名小輩之手，其時間之短暫、死況之不堪，實難滿足對於英

雄神威的期待。民間的傳說紛紛，多多少少都加添了些想像與美化，以便較

為符合民眾內心的期待。此於如陳炎正〈北勢頭王勳大哥軼聞〉、丁正雄〈民

族英雄王芬撰略〉、王錦賜〈反清復明的王勳先生〉26等篇章中均可得見，而

情節辭采突出的王憲堂《福佬人英烈--王勳大哥傳奇》，尤堪稱為皇皇巨著。

即使是作為地方志書的《沙鹿鎮志》，關於王勳遇害一節，也承襲民間傳說，

未與史實同步。《沙鹿鎮志》提到王勳計有宗教篇、人物篇、藝文篇三處，

其中收錄於〈藝文篇〉的王緒侯〈王勳大哥傳〉可為代表。錄示如下： 

乾隆五十三年，林爽文失敗被捕，王勳逃至虎頭山亦為清兵所執，

就地正法。(〈宗教篇〉) 

林爽文被俘，勳仍以孤軍奮戰，與清兵週旋到底。(〈人物篇〉) 

爽文先生被俘後，革命之大計便落在王勳先生的肩上，呼號奔走，

                                                 
24 參《平臺紀事本末》，頁 22。又，《天地會》(一)，頁 350。〈閩浙總督常青奏王芬

確係陳秀成所砍殺片，附：殺害王芬之蔡運世供單〉，乾隆五十二年(月日缺)，軍錄。

見許雪姬：〈誤讀乾隆、誤解清制--王芬的官家記載與民間傳說〉，頁 188。 
25 如《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載：二月十三日(辛亥)，任承恩奏言：「又王芬首級，訊之

賊黨林里生等合認屬實」，同日，上又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常青曰：「其呈出

之王芬首級，並著覆驗明確，查明系何人所殺；若此時不能詳加辨認，設將來又有

王芬其人，尚復成何事體？該督不可不慎也！」十四日，上命軍機大臣傳諭李侍堯、

常青、黃仕簡、任承恩曰：「著常青等確查覆奏。若此時未經驗明確據，將來他處

又有王芬其人，一經發覺，惟常青等是問。」見清高宗敕撰《欽定平定臺灣紀略•

卷六•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頁 168、171、174。 
26 陳炎正〈北勢頭王勳大哥軼聞〉，1962 年前後。丁正雄〈民族英雄王芬撰略〉(未載

日期，未刊稿)。王錦賜〈反清復明的王勳先生〉，《臺灣教育月刊》第 256 期，19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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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為反清復明抵抗到底。天有不測，正在清水東側，鰲峰山(牛罵頭

山)麓謀策抗清兵，走漏風聲，清兵趕至。奮戰疲乏力盡，又加上清兵

團團圍住，無法突破重圍，王氏見大勢已去乃仰天大呼：「天啊！為

何不容我！」旋而將所持大刀擲棄，竟傷死二名清兵，可見力大無比，

於是就從容自願就捕，清廷本要活擄王氏進京，清兵無能，恐難如願，

又加王氏力大無比，從牛罵頭山虎頭崎押解至鹿港就地處決。(〈藝文

篇〉) 

以《沙鹿鎮志》為例來看，民間傳說所添加的架構主要有二點：其一，王勳

的死是在林爽文失敗被捕之後。其二，王勳最後孤軍奮戰與大批清兵週旋到

底，無奈形勢比人強而壯烈就義。此二項均與事實相左，但此一改變則大大

塑造了王勳勇敢堅毅威武的形象，而成就出英烈的傳奇雄姿。 

四、王勳千歲的神而聖之  

英勇偉烈的王勳，在民間添枝加葉的集體想像中，有幾分真實，也不免

參雜想像誇飾，但終究形塑了完美的人格與神格。其由凡人而升格成為神明，

則加之以更多身後助佑百姓的靈感事蹟，使得歷史的王勳首先成為傳說的王

勳，再變異為神化的王勳，累積成為至今崇祀不已的王勳千歲信仰。 

王勳身後的靈異玄奇，人們至今津樂道，茲舉數例以窺一斑： 

1.威靈顯赫始終保護家鄉  

沙鹿位於大肚山麓，是沿海居民到大墩或彰化縣城經商的重要途徑，時

常有盜匪出沒騷擾，甚至到沙鹿街上搶奪居民財貨。王勳生前曾組織地方青

年保衛家鄉，成功嚇阻盜匪。王勳遇害之後，大肚山盜匪某年月又預備再次

下山搶劫，走至山麓即將行動時，赫然看到蔴園莊內戒備森嚴，草木皆兵，

連大石頭下也藏有兵馬，頗有枕戈待旦、一觸即發的態勢。群盜嘍囉因而不

敢前來，乃速折回山。居民們都認為，是王勳大哥英靈庇佑所致。 

王勳遇害之後的乾隆晚年，臺中地區發生嚴重的漳泉械鬥，雙方死傷慘

重，大肚溪水為之變紅。唯有蔴園庄民幾無死傷。庄人以為係令漳州人懼怕

的王勳大哥顯靈庇佑所致 27。  

2.大肚山上練兵神火清晰，喝聲振振 

王勳生前常於大肚山上操練兵馬，遇害之後，居民仍時常遠遠看到大肚

山上火光飄飄，望之在南，忽焉在北，變換迅速，形似兵馬部隊移動訓練的

                                                 
27 見王錦賜〈反清復明的王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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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子，甚至彷彿可聽到兵將操練的吆喝聲。地方百姓都說：那是王勳大哥正

在操練士兵，持續保衛家園。至今耆老們仍然言之鑿鑿。福興宮中的牆壁上，

還特別刻劃了神火操兵演將、定旗拜帥等浮雕，生動地勾勒出王勳千歲的傳

奇故事，更添王勳千歲的風采。  

3.空中接炸彈護衛家鄉 

日治後期臺灣中部時常受到美國軍機投彈轟炸，生命財產損失慘重，然

海線大肚山一帶大多無事。據傳每當美軍前來轟炸時，蔴園一帶天空經常雲

霧瀰漫視線不佳，美軍因而放棄投彈。甚至曾有人看到王勳大哥顯靈，騰空

接住砲彈，使其不落地爆炸，而護衛了地方父老子弟生命家園的安全。 

4.跨海庇祐子弟平安返鄉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政府強拉臺灣本地男子赴戰場當軍伕，或誘導

擔任志願兵，遠離家鄉投入戰局。地方青年離鄉前大多會到王勳大哥聖前祈

求香火隨身庇祐。戰爭結束後，蔴園子弟陸續平安返鄉，許多人不約而同都

說在南洋戰場上槍砲激戰時，忽有動作矯健的男子在危急時將人拉入防空洞

避難，事後回到原野，只見早已中彈夷平，眾人咸認為，那正是王勳大哥顯

靈救世，跨海庇祐的結果 28。 

5.暗助乙未抗日義士 

甲午年(1894)中國戰敗，割讓臺、澎，乙未年(1895)全臺志士發起全面武

裝抗日。有志士迷失於大肚山區，據說當時王勳曾以燐火引導出路，順利協

助脫困，發揮民族義氣。 29 

6.護土衛民免受震災之苦 

例如昭和 10 年(1935)關刀山大地震，震央后里墩仔腳與沙鹿同在臺中地

區，距離並不遠。但這次日治時期最嚴重的地震，蔴園庄一帶大致完好，鄉

民咸認為是王勳大哥庇祐所致。 

凡此種種神蹟不勝枚舉，多有玄奇不可思議者。然而正是這些超乎常態

邏輯的傳說層出不窮，累積了王勳的神威靈感顯赫，特別是他對故鄉的執著

守護，不論生前死後，都同樣是家鄉父老子弟的有力保護。故鄉人對他的眷

懷依賴，因此更加綿長久遠。 

民間為王勳立神位建宮廟者，現今已知有六處，分述如下： 

                                                 
28 沙鹿福興宮主任委員陳西瓊訪問紀錄，林翠鳳採訪於福興宮，2011 年 9 月 17 日。 
29 王仲孚總編纂《沙鹿鎮志•藝文篇》，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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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沙鹿蔴園福興宮 

沙鹿蔴園是王勳出生成長的故鄉，最初，王勳遭遇斬首不幸之後，庄民

不忍其英魂飄零，以「福興公」之名潛祀供奉。在當年風聲鶴唳的緊張時勢

中，人們暗中蓋了簡易的小廟安奉香火，為避免外界注意，遂稱「王勳」。由

於王勳千歲神蹟不斷，靈威感應，居民世世感戴，香火連綿不絕。至咸豐 5

年(1855)，北勢庄民陳溪水發起興工建廟，刻木為像，向居民募捐建廟奉祀。

是年八月動土，十月竣工，名之曰「福興宮」(位於今沙鹿區福興里)。此後靈

蹟不斷，鄉民敬祀有加。以農曆六月十四日誕辰，農曆正月十七日忌辰為主

要祭典日，每年由蔴園十二庄 30信眾舉行盛大祭典 31。1966 年重修，2008 年成

立「福興宮重建委員會」重建新殿，同年 4 月奠基，2011 年 12 月正式落成，

隆重舉辦祈安入火安座安龍謝土大典。殿內配祀王勳千歲父、母、妻子等眷

屬神，及開臺聖王、天上聖母、文昌帝君、註生娘娘、神農大帝、財神等神

祇。王勳千歲的大刀重達百二十斤，同時配置於大殿，供信眾瞻仰，以顯神

威非凡。2014 年發行《王勳千歲真經》32，是王勳信仰史上的第一部經典，廟

方頌經團定期課誦，體制規模更顯周備。 

2.鹿港福靈宮 

王勳早年曾到鹿港拜少林五祖傳人洪德謙正式學武，學成之後，被禮聘

擔任鹿港八郊會館總教頭之職，保護八郊、幫助地方人士，在鹿港地區頗具

聲名，地方人士尊稱為「王芬大哥」。王勳參與林爽文事件失敗，於牛罵頭(今

清水區)遇害後，屍體就地埋葬，清軍將其頭驗收後交鹿港人士安葬於鹿港崙

仔頂，王勳竟致身首異處。鹿港人在墓塚旁建小祠供鄉人膜拜，初稱為「王

芬大哥塚」，後漸改稱「王恩大哥廟」，後擴建改為「福靈宮」(位在今鹿港

鎮復興路)，尊稱為王恩公或王芬大哥。 33福靈宮廟前早期是墳墓區，據傳王

勳氣壯專治厲鬼，也因此能常居墳塚間。 

比較特別的是，1971 年福靈宮因年久失修重建時，決定將塚桶中王勳的

頭桶掘出，並返回清水尋找王勳遺骨，欲以使之合體。果然找到了王勳屍骨，

                                                 
30 沙鹿蔴園十二庄，指北勢頭、車埔、過洋仔、坑仔底、晉江堺、六路厝、三角仔、

南勢坑、埔仔、後厝仔、三塊厝仔、鹿仔港堺。 
31 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喪祭と年中行事》(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4)，頁 308。 
32 《王勳千歲真經》，陳西瓊發行，陳火盛編輯，林翠鳳敬撰，沙鹿蔴園：福興宮印

行，2014 年季春。 
33 參〈鹿港福靈宮沿革誌〉，鹿港福靈宮牆石碑。鹿港福靈宮主任委員紀添富訪問紀

錄，林翠鳳採訪於福靈宮，2011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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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埋葬處尚發現數件早期文物，包括乾隆通寶一枚、瓷碗一件、福壽杯一件、

酒杯一件、鼻煙壺一件、大明宣德爐一件，由福靈宮保存 34。王勳生前所使用

的大刀，據說為味全企業黃氏家族保存，所以供奉於鹿港福靈宮的大刀為後

來所仿製 35。 

福靈宮後於 1986 年再度重修。以農曆六月十四日誕辰，農曆正月十七日

忌辰，逢時舉辦祭典。 

3.清水永定宮  

清水 (昔稱牛罵頭 )與沙鹿僅一線之隔，地理上很接近，也可說是王勳熟悉

的成長活動區域。只是想不到，這竟是他殞命之處。王勳正是在虎頭山區遭

到痛殺肢解，砍斷其頭手足。其頭顱被送去報官領賞，其屍體則就地草草埋

葬。傳說就在他下葬後，此地區便靈異不斷，庄人指陳歷歷，於是建一小廟

祭拜以安亡靈(在今清水區鰲峰山虎頭崎石埠邊)，廟前三株榕樹為顯著標記。

庄人有求者皆有應驗，尤其牲畜疑難如走失、染疾、求藥等多有解，鄉民崇

祀愈勤，威靈聲名不脛而走。1947 年間天降連續暴雨，洶湧的山洪將三株老

樹與小廟沖毀。當地百姓不忍，因以鐵皮搭起簡單小寮供奉神像，名為「王

府千歲永定宮」 36。 

4.鹿港寶成工業福靈宮 

位於福興工業區內，世界最大的鞋品製造商龍頭寶成工業廠區，甫一入

大門的龍邊設置一座精巧小廟，額題「福靈宮」，供奉的便是王勳千歲。據

傳，過去曾經在寶成企業宿舍內傳出鬧鬼事件，當時請來以專治厲鬼著稱的

鹿港福靈宮王恩大哥分香到此鎮壓，果然迅即恢復平靜，至今敬奉不輟。  

相傳原為味全企業黃氏家族所保存的王勳生前使用的大刀，後來已輾轉

為寶成企業所收藏，但此說目前尚未能證實 37。 

5.龍井福興公廟 

臺中市龍井區龍岡村竹師路二段 62 巷田野產業道路旁，矗立一座色彩鮮

亮裝飾華麗的廟屋，額題「福興公」，廟內供奉「福興公神位」石牌一方，

                                                 
34 丁正雄〈福靈宮沿革〉(未刊本，1974)。 
35 參〈鹿港福靈宮〉，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網址：

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temples/ChanghuaCounty/lugang/0702004-LGFLG 
36 清水永定宮主持王丁旺訪問紀錄，林翠鳳採訪於永定宮，2011 年 12 月 12 日。 
37 筆者詢問王勳大刀是否確實為寶成工業蔡氏家族所收藏？接待秘書並未證實。鹿港

寶成工業福靈宮接待秘書訪問紀錄，林翠鳳採訪於寶成工業福靈宮，2011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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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木刻神像一座，手持關刀威風凜凜，此即福興公王勳大哥，原係沙鹿蔴

園福興宮的分靈。民國六十多年大家樂風行時，一位從事土水行業的信徒有

感於福興宮王勳千歲的靈驗，特地分靈至此地建廟奉祀。原為土屋，1978 年

始建廟宇，2010 年又重建完成，佔地雖不大，而石獅、五營、金爐俱全 38。 

6.西屯林厝無名小廟 

臺中市西屯區林厝庄永興宮後方偏僻田野中，緊鄰中部科學園區廠房，

有一座由磚頭砌成的無名小廟，相傳為抗清英雄王勳大哥的英靈在此練兵，

因此村內居民時常於日落時分，望見成對火焰，於田野間，忽東忽西，忽上

忽下。居民還發現有一火焰到了現今祭拜地點便消失無蹤，經常如此。百姓

咸認為此即為王勳大哥歇息處，因此在火焰消失處建一小屋，擺上石頭祭拜，

祈求王勳大哥能安息，並保佑村民安全，從此再無火焰出現。林厝庄永興宮

主祀林、李、池三府千歲，因此每年永興宮王爺慶典時，主事者均會順道前

往祭拜，相沿成習，已為地方盛事 39。  

五、結語  

王勳由凡人而成神的過程中，其形象從體格魁梧、臂力驚人、頭如斗大、

身高七尺、孔武有力、喜好練武起，就已相當突出地形塑了強者的樣貌，加

之以百二十斤大刀的懾人武器，讓王勳與關刀緊密結合，形象特色十分鮮明。

在性格上，豪邁而正派，好義而慷慨，對家鄉充滿忠愛，對民族懷抱節義，

是熱血率性男兒。在事功上，王勳除惡保安，出面排難解紛，掃蕩地方賊匪，

功在鄉里，是奸匪的剋星，是百姓的依靠，是家鄉的守護神，生前如此，死

後依然。他加入天地會，廣結各路英豪協助林爽文起兵抗清，襲大墩，陷彰

化，挺建元，武勇剛烈，在臺灣歷史舞臺上鼓動風雲，成就個人的最大事功。 

可惜王勳終究功敗垂成，更遭到斬首斷肢，頭在鹿港，身在清水，心繫

沙鹿，如此奇悲，魂魄如何安定？二百年來，靈異何曾減少？眷懷者，設牌

位敬奉以撫慰之；憂懼者，建祠屋尚饗以安鎮之。世代子弟蒙受王勳盛靈陰

助守護者多矣，八方善信領受千歲神威庇佑者無數。王勳是道地的臺灣本土

神明，早已累積獨特的魅力與廣受流傳的功業事績，只要其靈感事蹟不斷，

則其傳奇將繼續生動地鋪寫下去。 

 

                                                 
38 龍井福興公廟主持陳火盛訪問紀錄，林翠鳳採訪於龍井福興公廟，2011 年 12 月 12

日。 
39 〈林厝庄的信仰中心永興宮〉，見《臺中鄉圖》13 期，頁 133-134，2013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