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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六堆祈福攻炮城探究 

摘要 
       我們探討攻炮城活動的由來，發現攻炮城活動的由來眾說紛紜，目前尚未

衷一是。而我們經過歷年的比賽方式分析能夠了解攻炮城活動由五溝水傳統攻

炮城演變至今，是工作團隊的創意與辛苦得來的成效，也因此能名列客庄 12

大節慶之一！我們身為客庄的一份子，實在應該更瞭解此活動的真正內涵，而

非只是放煙火式的活動帶過去。 

 

 

壹、 研究動機 
        每年元宵節前在五溝村都會辦理攻炮城活動，老師帶我們去觀賞，

並參加沙包攻炮城，連學校的客家戲劇演出都有這麼一段戲碼。參加了

這麼多年，讓我們對於它的歷史與演進產生了好奇心，於是，我們一邊

蒐集資料，一邊訪談曾經參與過的老師，以了解它的前世今生。我們更

想提供我們的創意攻炮城，說不定這個想法以後說不定會實現呢！ 

 

貳、研究目的 
 

一、 探討攻炮城活動的由來。 

二、 歷年攻炮城的比賽方式分析 

三、 炮籠、炮城與歷年祈福攻炮城活動的特色及演變。 

 

參、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探討攻炮城活動的由來。 

      我們依據鍾秀鳳、賴昭喜等「2020 六堆祈福攻炮城編篡文章」(未出版)的

資料，有以下的說法 

        1. 目的是用來訓練和團結村中青年的村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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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傳統和歷史的萬巒五溝村，對尖炮城活動有一些說法。維基百科「五溝

水忠勇祠」一文引用地方文史工作者說法，所記載的尖炮城緣由是「因於道光

十三年（1833 年）秋收，五溝大林庄三人被平埔族所殺，發生衝突，最後由

政府調解之下，平埔族居住與耕地改讓與大林庄民。死傷的羅漢腳葬於原先的

練兵地（今五溝社區公園內為了避免再次重複，應州鎮平人涂禮蘭研創出放置

火藥的竹簍。五溝村民在耕地內會束立一支竹子於田野中，在竹子尾端掛上炮

城。當遇到有任何危機狀況等，便可將附近的炮城放下引燃，通知其他村民注

意或前來解危。後來在元宵節早上當地會先祭伯公，然後下午進行稱為「殲炮

城」的慶典。」。 

  2005 年，高齡八十五歲的前村長劉寶來先生受訪時，他所敘述的與上述雷同，

惟尖炮城活動目的是用來訓練和團結村中青年的村訓活動。 

 

  2、客家原鄉傳入，旨在祈福消災 

  在地有些耆老認為尖炮城每年都配合正月十五祈福、拜新丁活動舉辦，他如

同祈福、拜新丁的習俗活動一樣，都源自於對岸的客家原鄉-梅縣、蕉嶺等地。

每年辦理這活動是為村民祈福消災，希望家家戶戶能風調雨順、五穀豐登、平

安健康。 

 

   3.涂禮蘭，召集五溝村民研商對策，研創出殲炮城。 

         另外依據大紀元報 2010-03-30 訪問地方文史工作者時報導: 

從村裡耆老得知，當時從原鄉嘉應州蕉嶺來五溝開墾的涂禮蘭，召集五溝村民

研商對策，研創出殲炮城。」 

  這報導與上述維基百科「五溝水忠勇祠」一文相同。但經查「鳳山採訪冊」

一書，並未記載當年五溝村與外族的衝突這事件，不知是不是誤植了書名。該

書所記載較接近的衝突事件，是道光 12 年(西元 1832 年)秋發生的李受騷擾事

件，當年李受以閩人成天作亂且用滅粵企圖作為藉口，教眾冒充義民，肆行焚

搶，騷擾了屏東等地區，動亂波及閩莊甚多，最後被誘殺於阿猴，粵人被斬配

二百餘名。又據五溝水忠勇公祠於大正年重修的立碑中，只談到庄人協力剪除

荊棘時，目不見其忠勇祠而獨見其跡，也未談到忠勇祠初立的因由。這座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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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的真正沿革仍須再找文獻研究。如果埋骨於此的先民是李受事件的陣亡者，

沒有立碑那是當然的，畢竟這事件被清廷視為匪亂不容許善葬的，這事件有待

再尋找文獻確認。 

                                                               

二、 歷年攻炮城的比賽方式分析 

1.地點：2021 屏東縣立運動公園(後來因疫情取消未辦理) 

（一）義勇尖炮城體驗 

 1. 活動目的：讓來參觀卻未報名參賽的鄉親體驗尖炮城的趣味。                                         

 2. 參加方式 (1) 採現場報名，以報名先後錄取前 60 隊。         

 3. 遊戲內容：每人發放 5 發鞭炮，限時 1 分鐘，徒手丟擲，體驗順序依報 名

先後進行。                                      

（三）聲光環保尖炮城 

1. 活動日期：02 月 08 日(六) 

2.  參加方式： 

(1)一人一隊，報名隊數各限 100 隊，採現場報名。 

(2)第一梯次報名時間為 17 時 30 分-18 時 00 分，18 時 00 分進行體驗， 

第二梯次報名時間為 18 時 00 分前-18 時 30 分，18 時 30 分進行體驗。 

4. 辦理內容：每人發放 5 顆彈力閃光球，限時 1 分鐘，徒手丟擲，體驗順序依

報名先後進行。 

   (四) 靚靚聲光尖泡城 

1. 活動日期：02 月 09 日(日) 

2. 參加方式：採個人賽，採賽前網路報名，報名人數限 200 名。 

3. 辦理內容： 

(1) 每人每次比賽發 5 顆彈力閃光球，限時 1 分鐘內，採積分制，比誰進最多

球。 

(2) 若相同積分則以總投擲時間長短為排名，較短者為獲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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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9 六堆祈福尖炮城活動                                                                                 

競賽地點：屏東縣立運動公園 

四、競賽日期、時間  

(1)競賽日期：108 年 2 月 24 日(星期日) 

五、競賽辦法  

（一）全家福闖關尖炮城 

   闖關方式：共四關，可重複闖關直到過關為止。 

 A.第一關(伯公祈福)：祈福橋擲聖筊，擲到聖筊即可過關。 

 B.第二關(盤花 DIY)：按步驟疊完盤花，即可過關。 

 C.第三關(沙包尖炮城)：每隊 10 個沙包，投中炮籠三發即過關。可由 成人協

助。 

 D.第四關(客家猜燈謎)：只要回答出一個燈籠上的客家燈謎，即可過關。  

   （二）牛刀小試-尖炮城體驗 

玩法：每人發放 5 發鞭炮，限時 3 分鐘，徒手丟擲，體驗順序依報 名先後進行。 

 （三）雲霄尖炮城  

玩法：(1) 初賽由承辦單位提供每隊聯炮 20 串，供各隊在 3 分鐘進攻高 10 公

尺炮籠(徒手丟擲)。有攻取者依秒數多寡取前 20 隊(秒數越少者獲選) 參與決賽

競賽。 

              (2) 決賽由承辦單位提供每隊聯炮 20 串，供各隊在 3 鐘攻取高                   

12 公尺 炮籠，所有攻取者以決賽時間最短者(初賽成績不計入)，依成績錄取前

5 名，頒發獎金。如經一回合比賽，各隊均無法攻取 12 公尺炮城時，則以初

賽成績論定。 

 （四）勇士尖炮城 

 玩法：(1)每人每次比賽分發 10 串鞭炮，每次限時 2 分鐘，攻取者以時間最短 

者獲勝(若有攻取時間相同的狀況，主辦單位得視情況加賽)，依成績 錄取前 5 

名，頒發獎金，如經一回合競賽後，該獎項無人挑戰成功 則該獎項重缺。 

 (2)本單位保有規則最終解釋權，並可依特殊狀況調整規則制定。 

  (五)親子沙包尖炮城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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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法：每組由承辦單位提供每隊沙包 20 個，供各隊射向各隊前方 炮籠，12 

歲以下學童及國中生射 15 個沙包、另一家人射 5 個沙包， 限時 3 分鐘。以各

隊射進炮籠數計算成績，如炮籠數相同時再加比一 次 6 個沙包(親子各擲 3 個)，

直到產生前 3 名為止。 

（六）盤花競賽 

(1)傳統盤花組：以自家庭院種植之傳統盤花花材為主，購買花材為輔。花 材

由參賽者自行準備。 

(2)創意盤花組：不限花材，以表達客家盤花意象為主。花材及花盤由參賽 者

自行準備。 

(3)兒童創意盤花組：靈活運用各種材料，仍以客家盤花意象為主。花材及 花

盤由承辦單位準備，可自備創意物品呈現創作意象。 

（七）跌三烏競賽 

參賽者口喊(三烏喔~)後將三枚銅錢置於手背，向上拋投(需有向上拋 投動作，

若動作不符規定，裁判得逕判該次拋投 0 分計算)掉入盤內 (掉出盤外之銅錢不

計分)，若三枚銅錢都落在陽面(八卦圖)就是三烏， 每位參賽者可投擲 3 次(大

聲公跌三烏賽外賽只採計第一次投擲前喊 聲的分貝數)，採積分制(三烏 9 分、

二烏 5 分、一烏 1 分)合計 3 次向 上拋投，依序錄取前 3 名(成績相同時，承辦

單位得擇優辦理加賽場次， 直到前 3 名選手產生)。 

 

（八）大聲公跌三烏賽外賽 

每位參賽者在參與跌三烏競賽前，大聲對分貝器用客語喊「三 烏喔 ~」，只採

計第一次投擲前喊的分貝數，統計後音量大之參賽者獲 勝，依序錄取前三名。 

 

 

3. 六堆祈福．攻炮城文化祭-攻炮城各項活動 

  (1)、活動日期：民國 98 年 2 月 7 日（星期六，農曆正月十三） 

貳、活動地點：六堆客家文化園區（屏東縣內埔鄉建興村信義路 588 號） 

 參、報名表請自行至屏東縣客家事務處網站 

肆、各項活動內容暨比賽規則及比賽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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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子闖關活動 

(一)關卡： 

１、第一關：沙包攻炮城 

(１)每隊各發給 12 個沙包，成人與學童須各擲一半，能順利投入 5 顆者可晉升

下一關。 

(２)時間：2 分鐘 

２、第二關：水球攻炮城 

(１)每隊各發給 12 個水球，成人與學童須各擲一半，能順利投入 5 顆者可晉升

下一關。 

(２)時間：2 分鐘 

３、第三關：火箭攻炮城 

(１)每隊各給 20 支火箭暨線香、瞄準器各 1 支。 

(２)由成人點燃火箭，學童瞄準，能引燃炮籠者給予獎品 1 份。 

(３)時間：3 分鐘 

(二)競賽方式：如前說明。 

(三)參賽者：2 人一組，賽前預先報名，資格限祖孫或父（或母）子（或

女），其中須包括 10 歲(含)以下小孩 1 人） 

(四)活動時間：13：30 活動開始。 

二、後生仔闖關活動 

(一)關卡： 

１、第一關：沙包攻炮城（初賽） 

(１)每隊各發給 25 個沙包，每人均應投擲完畢，須投入 10 顆（含）以上方可

晉級。 

(２)時間：2 分鐘 

２、第二關：水球攻炮城（準決賽） 

(１)每隊各發給 25 個水球，每人均應投擲完畢，須投入 10 顆（含）以上方可

晉級。 

(２)時間：2 分鐘 

３、第三關：火箭攻炮城（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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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每隊各給 25 支火箭暨線香、瞄準器各 3 支。 

(２)時間：4 分鐘 

(３)每隊均計時，引爆炮籠所使用時間越少者為優勝。 

(二)競賽方式：如前說明。 

(三)參賽者：凡國中、小學生均可組隊參加，5 人 1 隊，賽前預先報名（立隊

名，每隊隊長 1 人，隊員 4 人）。 

三、水上攻炮城 

(一)佈置：設立水上城堡式炮城 1 座，內置炮桿 4 支，高約 2 丈，每桿上置炮

籠 2 座，內置聯炮 3 串。 

(二)競賽方式： 

１、由大會提供每隊聯炮 20 串，供各組乘水上竹筏點燃射向各隊炮籠，限時

4 分鐘，而後不得再點燃鞭炮，各組個別計算點燃炮籠成績，依照時間短者為

優勝，錄取 5 隊。 

２、附註：聯炮不得擲向觀眾，如有故意作為者，所有責任由其自行負責。 

(三)參賽者：3 人一隊，賽前預先報名（立隊名，每隊隊長 1 人，隊員 2 

人）。 

四、城堡攻炮城 

(一)佈置：設立正方城堡式炮城 2 座，內置炮桿各 4 支，高約 2 丈，每桿上置

炮籠 2 座，內置聯炮 3 串。 

(二)競賽方式： 

１、第一回合： 

由大會提供每隊聯炮 20 串，供各組點燃射向各隊炮籠，限時 3 分鐘，而後不

得再點燃鞭炮，各組個別計算點燃炮籠成績，如炮籠數相同，再依照時間短者

為優勝，錄取 16 隊，詳細規則賽前宣布。 

２、第二回合： 

由大會提供每隊聯炮 20 串，供各組點燃射向 4 支炮籠，限時 3 分鐘，以各隊

個別計算攻得炮籠數計算成績，如炮籠數相同，再依照時間短者為優勝錄取 5

隊，詳細規則賽前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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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雲霄攻炮城 

(一)佈置：設立雲霄超高式炮城 2 座，內含炮桿各 7 枝，其中 1 枝高約 12 公

尺，3 枝高約 10 公尺，3 枝高約 8 公尺，每枝炮桿設炮籠 1 座，內置聯炮、

煙火等物品。 

(二)競賽方式：（徒手丟擲） 

１、第一階段：由大會提供每組聯炮 20 串，供各組在 3 分鐘進攻 8 公尺炮

籠，有攻取者，取得參與第二階段競賽資格（參與順序由隊長抽籤決定）。 

２、第二階段：再次由大會提供每組聯炮 20 串，供各組在 3 分鐘攻取 10 公尺

炮籠，有攻取者，以時間較短之前 8 名隊伍，取得參與第三階段競賽資格。 

３、第三階段：再次由大會提供每組聯炮 20 串，供各組在 3 分鐘攻取 12 公尺

炮籠，所有攻取者以時間最短者為優勝錄取 5 隊，詳細規則賽前由大會宣布。 

(三)參賽者：5 人 1 組賽前預先報名（立隊名，每隊隊長 1 人，隊員 4 人） 

                  

 2016 六堆祈福尖炮城活動賽事 

一、競賽地點 

(1) 萬巒鄉五溝社區公園(2 月 21 日) 

(2) 屏東縣立運動公園(2 月 27 日、2 月 28

日)  

四、競賽日期：105 年 2 月 21、 27、28 日 

五、競賽辦法 

 ( 一 )五溝傳統式尖炮城 

（二）牛刀小試-尖炮城體驗行。 

（三）城堡尖炮城 

（四）雲霄尖炮城 

（五）六堆義勇軍尖炮城 

（六）極限尖炮城 

（七）全家福闖關尖炮城  

  周邊活動有： 

1 盤花 DIY、2 沙包尖炮城、3 跌三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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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炮城的類別 

 
四方城堡攻炮城(西勢) 

 

 
2004 水上攻炮城(麟洛運動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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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超高攻炮城，雲霄攻炮城雛形 (五溝劉氏宗祠) 

 
三、炮籠的製作方式的演變： 

 

1. 五溝傳統炮籠 

先將竹片編成的水果籃當炮籠基礎，側面

平均挖四個洞，炮籠底部用白膠黏炮上紅

紙，接著把紅紙裁成條狀，由底部往下貼

碰到炮口時可將紅紙往內折。缺點是打中

炮籠後容易碎裂，只能用一次，而且不易

分辨有無點燃炮籠內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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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改良式炮籠 A 

塑膠製水果籃，與傳統炮籠相同挖洞貼紅紙，並在炮籠下方以薄薄的合板當

底座，底座上以聯炮十字交叉後讓對聯不至於掉下來，等丟鞭炮的人擲進炮

籠後點燃炮籠內鞭炮後就會讓對聯掉下來了，裁判也能很容易判定時間。 

  
 

 
 

 

 

 

3. 改良式炮籠 B 

    六角形炮籠，以三合板釘製而成，底部與改良式炮籠 A 相同以鞭炮掛對

聯。洞口較大，在城堡攻炮城計時賽中使用，因較容易丟中，往往比賽者都

是在比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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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掛沖天炮的鐵製炮籠 

比其他炮籠重許多，除將竹製炮桿改為錏管、木製六角炮籠改為鐵製燕尾炮

籠，炮籠內也特別設計煙火置放管，並放入兩顆大型沖天炮和六顆煙火。 

 
 

肆、研究結果 

 
一、我們歸納整理六堆攻炮城歷年來具特色的活動如下 

日期 地點 攻炮城特色 

1996 年 西勢六堆忠義祠前廣場 首次設計了有城門式的炮城 

2003 年 泗溝村東港溪上的水上

尖炮城 

 

首次「水上尖炮城」 

2005 年正月十

四日 

劉氏宗祠 舉辦夜間的超高炮城及親子活

動的沖天炮尖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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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正月十

四日 

劉氏宗祠 鐵製燕尾炮籠(命中會放煙火) 

2007 三月四日 屏東縣體育館前廣場

(在屏東市區) 

雲霄超高式炮城(挑戰隊伍必須

逐步進階挑戰八公尺、十公尺

至十二公尺高的炮桿) 

2008 年 2/16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首次在國家級場館的文化園區

內辦理。 

2009 年 2 月

7、8 日 

六堆客家文化園區 

 

祈福攻炮城名列客家 12 大節

慶之一 

2010 年 27 日 

28 日 

屏東縣立體育場外草皮

區(因空屋嚴重隔年移

至麟洛運動公園) 

 

2011 年「客庄

12 大節慶-六堆

祈福祭伯公.尖炮

城」 

麟洛運動公園 首次加入拜伯公儀式，為攻炮

城的辦理加入文化內涵，並成

為歷次辦理時必定加入的活

動。 

2018 五溝祈福

攻炮城 

首次在五溝社區公園辦

理 

 

2020 疫情停辦  

2021「客庄 12

大節慶-六堆祈福

祭伯公.尖炮城」 

首次在五溝國小學校內

辦理 

 

           

首

次

在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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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國小學校內辦理的 2021 六堆祈福攻炮城 
二、經過討論我們也有一些創意發想以及新的玩法如下， 

1.摩天輪攻炮城：將炮籠吊在自製會轉動的摩天輪，將五個炮籠吊在上面。參

賽者不僅要一邊觀察摩天輪的轉動，一邊迅速將鞭炮點燃並丟出，還要等到摩

天輪轉到適當位置才能丟，增加困難度，也增加了趣味性。 

 
 

2.互攻攻炮城：分成甲乙兩隊，在相距 10 公尺處放 2 處城堡及數座炮籠，甲

隊攻乙隊上方炮籠，乙隊攻甲隊上方炮籠。不得故意丟人，但因有危險性，需

加護目鏡、安全帽及保護身體的裝備。不小心掉下來的鞭炮會讓比賽增添趣味

性及刺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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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旋轉攻炮城： 

類似迴轉壽司的鐵架轉動，鐵架上方加掛炮籠，與摩天輪攻炮城相同有其困難

度。 

 

 
 

肆、結論 
一、我們探討攻炮城活動的由來，發現攻炮城活動的由來有很多說法，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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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大家均認同的證據，只是目前台灣地區的攻炮城活動在屏東縣是最有多元創

意與代表性的一個元宵節慶活動。 

二、我們經過歷年的比賽方式分析能夠了解攻炮城活動由五溝水傳統攻炮城演

變至今，如炮籠的製作、炮城的演進與難度的變化，都是賴昭喜校長的工作團

隊的費了許多石經產出的創意與長時間的忙碌辛苦得來的成果，因此能名列客

庄 12 大節慶之一實在是實至名歸！ 

三、我們身為客庄的一份子，實在應該更瞭解六堆攻炮城活動的真正內涵。文

化的儀式是長久累積形成的，所以應該更深入去探討，而非只是放煙火式的活

動帶過去。 

四、本次的研究因為時間較為緊迫，本來要去探訪五溝水地區傳統祈福攻炮城

的儀式及周邊活動的探究，因此未去探查，希望爾後能有機會再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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