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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簡簽
 

承辦人：鄭思琪
電話：05-2717066
電子信箱：szuchi@mail.ncyu.edu.tw

 

擬辦：
一、教育部體育署函轉國立臺南大學辦理「做陣西港香、戊戌

香科藝陣文化體驗」活動報名簡章乙份。
二、擬上網公告週知並副知民雄學務組。
三、文陳閱後存查。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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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做陣西港香 

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 

報名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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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陣西港香 

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報名簡章 
更新日期:2018/4/30 

發行日期:2018/4/23 

壹、 計畫源起 

    臺南號稱「眾神之都‧藝陣之鄉」，有「臺灣第一香」之稱號的西港仔香，

始自「八份姑媽宮」甲辰科(乾隆 49 年、西元 1784 年)的香科繞境開始，清道

光三年(1823 年) 第 14 科起改由西港慶安宮接辦，其每逢丑、辰、未、戌之年

的農曆四月中下旬舉行，三年一科的盛會，道光 27 年(1847) 因重建廟宇落成

而舉行首科王醮，開始有王船祭典，並擴大遶巡香境，爾後逐次擴展，其規模

為南瀛地區迎王、香科祭儀之首，涵蓋區域包括曾文溪南北兩岸 96 庄頭、200

多公里，成為「臺灣第一大香」。主要內容分「刈香遶境」和「王醮」兩部分，

是屬於「香醮合一」型的民俗廟會活動。歷次遶境均由上百文武陣頭、藝閣及

神轎隨同主神「千歲爺」以出庄車乘，入庄步行方式巡行。其陣容龐大的香

陣，具有傳統、本土與草根特性，也是本土陣頭文化的寶庫。 

 

一、文化部基於「西港刈香」至今歷 230 餘年，三年一科未曾間斷，彰顯民眾

信仰，並具有自發性；儀式完整，地方陣頭活絡，香境涵蓋 96 村鄕，成為

台南在地陣頭最大匯演場域；其具歷史性、地方文化性、藝術性與典範

性。因而於 2009/02/17 公告為「重要民俗」。 

二、遶境隊伍約有 70 頂神轎、50 陣文武陣頭參與，泰半為香境村落子民自組

而成。因參加「西港香」而訓練的庄頭武陣，包含宋江陣、金獅陣、白鶴

陣及五虎平西陣共 16 陣，自組數量之多、陣容之強傲視全台。 

三、「西港刈香」是以「轎、陣分離」模式進行遶境，陣頭通常在一早到慶安

宮報壇之後，即脫離神轎先行趕赴當天行程，爭取表演時間及執行其他宗

教性的任務。各陣在「必須前往遶境路線所列各廟壇參拜」原則下，其活

動內涵均自行安排，行程不一，抵達各廟壇的時間，旁人難以掌控。 

四、通常文武陣頭表演內容會因時間空間是否允許及彼此的交陪關係有所斟

酌，而若干擁有傳統文武陣頭之廟壇或者香科地位較特殊、演練空間較足

夠、觀眾人口較眾的宮廟，往往陣頭會安排較多時間停留演練，在「輸人

不輸陣」的氛圍下，久而久之便形成香科陣頭的傳統「戰場」。 

五、本計畫為吸引更多香客進入觀賞與體驗陣頭藝術之美，從而引起群眾與社

會廣泛關注為發動核心，來加強村莊傳承陣頭文化的榮譽感與使命，並激

勵在地的新血加入陣頭意願，作為發展藝陣文化之重要渠道。 



3 

 

貳、執行內容及策略方法 

一、建立「臺南香科」網路平台 

1. 「臺南香科」網站(http://tnsc.nutn.edu.tw/)，將作為臺南香科介紹、遶境路

線、藝陣順序等多功能交流平台。本次先行開發「西港刈香」網路平台，開放

各界使用，擴大影響層面。在日後中長期的發展上，希望未來可擴及藝陣即時

訊息及台南各地祭典，作為台南藝陣文化特色專屬的網路平台。 

 

二、辦理「做陣西港香、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  

1. 本體驗活動依循三日刈香活動期間，尋求藝陣表演與中餐時間互相銜接並且

場域足夠之適當廟宇，找出最適合舉辦藝陣文化體驗活動的廟宇，且能提供參

與體驗學員用餐服務（與當地藝陣相同之餐點）。 

2. 本體驗活動將辦理三梯次，六月一日(五)300 個名額、六月二日(六) 300 個名

額、六月三日(日)500 個名額，期望共有 1100 人次參與「做陣西港香、戊戌香

科藝陣文化體驗」。活動現場將聘請專家針對「西港刈香」藝陣文化特色及行程

要點進行說明，參與報名體驗活動的學員，將免費提供與藝陣人員相同且具有

當地特色餐點。 

3. 參與藝陣文化體驗活動的學員，須先上網在網路平台報名系統登錄，輸入參

加者個人資料，報名成功後系統即會回傳活動序號及一組條碼，屆時請參與者

自行列印該活動序號及條碼，或是自行照相存檔。至指定時間與報到地點，經

掃描確定後完成報到手續，領取「做陣西港香、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手冊

及當日午餐券。 

4. 在所架構的「臺南香科」網路平台」，除公告本次藝陣文化體驗所舉辦三梯

次廟宇地點，及觀看香陣活動須知，也提供藝陣文化體驗學員，交通工具行進

路線建議、各藝陣定點演練時間……等等，讓學員較可掌握藝陣表演時間及地

點，而不致錯失或空等。 

 

三、做陣西港香、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當日活動流程表 

    活動中透過當日講師的經驗講解「西港刈香」藝陣文化特色。時間表會因

各場次廟宇的傳統往例，藝陣入廟表演集中時段，而有所上下移動，但整體流

程時間表如下: 

1.六月一日(五) 佳里南勢九龍殿體驗，本場次限額 300 人參與。 

  報到地點: 仁愛國小學生活動中心二樓      當日停車場:仁愛夜市 

09：30 ~10:00 

人員報到 

學員報到，領取「做陣西港香、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

手冊、餐券、識別貼紙等資料。 

10：00 ~ 12:00 

活動說明/講師講解 

承辦單位:體驗活動行程要點說明。 

黃文博:講解「西港刈香」藝陣與禁忌。 

http://tnsc.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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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4：00 

午餐 

引導參與藝陣文化體驗活動的學員輪流用餐 

 14：00 ~17：00 

藝陣觀賞/臨場解說 

南勢九龍殿廟埕觀看「西港刈香」各藝陣表演 

17：00 ~17：30 宣佈本場次結束，人員隨後自由參觀 

 

2. 六月二日(六) 西港玉敕慶安宮體驗，本場次限額 300 人參與。 

報到地點: 西港國小(文華館)   當日停車場: 西港國小校園內 

09:30 ~ 10:00 

人員報到 

學員報到，領取「做陣西港香、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

手冊、餐券、識別貼紙等資料。。 

10:00 ~ 10:30 

開幕式 

做陣西港香、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開幕式 

相關長官致詞 

10：30 ~ 12：20 

活動說明/講師講解 

承辦單位:體驗活動行程要點說明。 

謝國興講解：宋江、獅陣、家將：台灣南部廟會的巫覡陣

頭。 

12：30~14：00 

午餐 

引導參與藝陣文化體驗活動的學員輪流用餐 

14：00~ 15：00 慶安宮王李子峯:講解西港慶安宮科醮祭典之王府行儀。 

15：15 ~17：00 

旗牌官回宮參拜 

觀看西港刈香「歷屆旗牌官回宮參拜」活動。 

觀賞朝興宮、德安宮金獅陣表演及參觀「王船廠」。 

17：00 ~17：30 宣佈本場次結束，人員隨後自由參觀。西港國小將於下午

6:20 關上大門，停車在西港國小校園者務必於 6:20 之前將

車開出校園，否則須等到周一早上才會再開門。 

 

3. 六月三日(日) 佳里三五甲鎮山宮體驗，本場次限額 500 人參與。 

報到地點: 仁愛國小學生活動中心二樓      當日停車場: 仁愛國小校園內 

09：30 ~ 10:00 

人員報到 

學員報到，領取「做陣西港香、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

手冊、餐券、識別貼紙等資料。。 

10：00 ~ 12:00 

活動說明/講師講解 

承辦單位:體驗活動行程要點說明。 

林森澤:講解「西港刈香」起源與發展。 

12：00~14：00 

午餐 

引導參與藝陣文化體驗活動的學員輪流用餐 

14：00 ~17：00 

藝陣觀賞臨場解說 

佳里三五甲鎮山宮廟埕觀看「西港刈香」各藝陣表演 

17：00 ~17：30 宣佈本場次結束，人員隨後自由參觀。仁愛國小將於下午

6:20 關上大門，停車在仁愛國小校園者務必於 6:20 之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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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開出校園，否則須等到周一早上才會再開門。 

※藝陣文化體驗當日流程表承辦單位保有變更之權利。 

活動注意事項 : 

1. 本活動不收取任何費用，承辦單位將會為報名參加之學員投保旅遊平安險，

但為更周全起見，請參加學員自行增投各項相關保險。   

2. 報到地點為當日室內課程上課地點，請依規定時間自行前往報到，體驗活動

安排在廟宇廣場。六月份台南地區正值炎熱酷暑，藝陣文化體驗又在戶外，請

大家確認自己身體狀況，是否合適再決定報名與否，參加學員請預先做好防曬

抗暑措施。網路平台會提供路線及注意事項等資料，請出發前先行關注。    

3. 報名成功後，請務必牢記【活動序號及條碼圖案】，請先自行列印、或照相

儲存，活動當天請主動出示，將依據該序號及條碼作為進入停車場之許可，及

辦理報到手續。  

4. 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者，須以 E-Mail: tnsc@pubmail.nutn.edu.tw 聯絡，不得

轉讓活動序號，違者取消往後報名資格。  

5. 提供參加體驗活動者之當日午餐，報名時請務必表明葷、素食。 

6. 活動集合時間及地點若有變動，將會在網路平台上公布，出發前請務必詳細

閱讀網路平台活動訊息。參加體驗營活動學員，交通工具請自理以機車、腳踏

車為主，汽車鼓勵共乘。  

7. 體驗活動承辦方會規畫停車場地，但不負責車輛保管，車輛安全請自理。因

停車位有限，請參加人員自行列印停車證，憑證進入停車場，先到先停，停滿

為止。停車場設置地點:六月一日(五):仁愛夜市、六月二日(六):西港國小、六月

三日(日):仁愛國小校園內，體驗活動承辦方只租借到當日下午 6:20，學校將於

當日下午 6:20 關門上鎖，車輛須於當日下午 6:20 前開出校園，否則須等到隔周

一早上開門，才能取車。 

8.報名須填寫資料: 

姓名、出生年次、身份證字號、行動電話、地址(居住地)、緊急聯絡人姓名電

話、E-Mail、註明葷、素食、群組報名(限定六人以下)(是否同意之後接收網站

資訊)。 

做陣西港香，戊戌香科藝陣文化體驗活動 

指導單位: 文化部、教育部體育署 

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西港玉敕慶安宮 

承辦單位: 國立臺南大學 

協辦單位: 佳里南勢九龍殿、佳里三五甲鎮山宮、仁愛國小、西港國小。 

活動日期: 107 年 6月 1 日(五) 至 107 年 6 月 3 日(日) 

報名日期: 107 年 5月即日起，額滿為止。 

參加對象:參與任一日「西港刈香」藝陣文化體驗之學員 



6 

 

附件: 

歷屆旗牌官回宮讌王 

作者:   蕭曉鈴 

    「旗牌官」原本是明清兩代的舊制，以上面寫有「令」字的藍旗和圓牌授

給朝廷命官，賦予他們便宜行事的標記，掌旗牌的官即稱「旗牌官」，西港王醮

深受清朝遺風，因此亦有「旗牌官」的設制。  

  旗牌官隸屬中軍府，醮典期間奉千歲爺之王命，身負考察境內民情的重任，

香期內在駕前護衛的前導下，持捧「中軍爺令」騎馬巡視各村鄉，故被視為等

同香科司令官。 

    在「西港刈香」活動中旗牌官地位崇高，可在香科中擇時奉令回家豎旗祭

祖，有光耀門楣之意，且「中軍令、二八宿令及千歲爺王令」在圓醮後歸旗牌

官所有，可奉回鎮宅，因此是眾信徒熱烈爭取的神職。西港王醮旗牌官產生的

方式，是以公開擲筊杯選決定。 

    西港玉勅慶安宮歷經二百多年來 79科的香科，對於旗牌官並無詳細的記

載，故於本香科戊戌香科起，成立「歷屆旗牌官聯誼會」，除了能詳細記錄歷屆

的旗牌官之外，也能讓歷屆的旗牌官能互相交流聯誼。另外也在此次香科舉辦 

「歷屆旗牌官回宮讌王」活動，將於香科第二日 6月 2日(農 4月 19日) 下午

3點 30分由兩金獅陣(本淵寮朝興宮金獅陣、竹仔港麻豆寮南王社德安宮金獅

陣)和本身的排班，共同護衛旗牌官前往西港區公所前迎接歷任旗牌官，歷任旗

牌官一人騎乘一匹馬，各由一位引導員引領回慶安宮，並共同於王府內進行

「讌王」，兩金獅陣則在慶安宮廟埕前進行表演。 

活動行程: 

時間:第二日香 6月 2日(農 4月 19日)下午 3:30 由慶安宮出發 

一、人員配置: 

(一)現任旗牌官及其排班、護衛、竹仔港及本淵寮金獅陣、慶安宮委員會、引

導員、內班人員，下午 3:15前在衙門前集合完畢，待旗牌官領令後整隊出發迎

接歷屆旗牌官。 

順序:前導車、排班、現任旗牌官(護衛)、委員會、內班人員、引導員、隨行信

徒。金獅陣在兩側護衛。 

(二)歷屆旗牌官及隨行人員、馬匹請在 3:15前請在西港區公所集合準備就緒。 

請歷屆旗牌官提前至區公所內更衣整裝休息等待。 

 

二、迎接流程: 

  (一):現任旗牌官到達時，歷屆旗牌官雙手恭奉中軍令，現任下馬後亦同，並

趨前相互以中軍令揖禮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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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金獅陣到達即開始接禮表演，由歷屆代表送禮金紅包給獅頭。 

  (三):接禮完成，全體在區公所前合照。順序為中間現任，右邊三位、左邊三

位歷屆，依年代排列。 

  (四):內班人員輔助旗牌官上馬。(注意中軍令的保護) 

  (五):回程:前導車、排班、現任旗牌官(護衛)、歷屆旗牌官、委員會、隨行

信徒，金獅陣仍在兩側護衛。 

  (六):每位旗牌官都有一位引導員，位置在所引導的旗牌官馬匹之左前方，內

班人員在引導員之後，旗牌官之左側。 

(七):回宮時直入衙門內，現任先入，歷屆一次一位，需待前者馬匹牽出後一

位再進入。 

 

三、新舊任旗牌官共同於王府內進行「讌王」，兩金獅陣則在慶安宮廟埕前進行

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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