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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敏岛佛山亭大伯

公庙是乌敏岛主要

村庄的寺庙。从 19

世纪至今，佛山亭

大伯公庙一直是岛

上社区生活的核心。

由于寺庙位于佛山

上，游客们容易错

过主庙。反而是村

庙，因庙前绚丽夺目的戏台，更受旅客们的瞩目。 

 

目前岛上的房子几乎都被

清除了，大部份的村民早

已搬离乌敏岛到新加坡本

岛居住。但这些在乌敏岛

上土生土长的旧居民和他

们的子女每年依然回到岛

上，参与一年一度的大伯

公千秋庆典。在 2008 年，

寺庙委员会努力招收新成

员。有些新成员并非是乌敏岛的旧居民，而是居住于新加坡本岛的信徒。因

此，现今委员会三分之一的成员并不来自乌敏岛，反映了佛山亭大伯公作为

敬拜神明之处为乌敏岛所能带来的生气与活力。 

佛山上的主庙 (Timothy Pwee, 2016) 

村庙 (Timothy Pwee, 2016) 



大伯公庙本身拥有悠久的历史，庙内还保存了一幅刻于 1869 年的碑记铭文。

早在 1850 年，约翰特恩布尔汤姆森已采用乌敏岛原有的花岗岩建造霍斯堡

灯塔，并素描石匠打磨石头的情景。乌敏岛上的花岗岩采石工业活动在

1999 年才被终止。建筑物的外观具有南洋风味，内部结构被建造以适应热

带气候。由于这 148 岁的大伯公庙内有了白蚁侵袭，该庙展开了建筑保护项

目，其动土仪式已在四月份举行。乌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正在筹集善款来资

助寺庙的修复工程，有意捐款的公众人士请直接与寺庙委员会联系。 

 

戏台 

中国南方庙宇的戏台素来面向寺庙法坛，中间隔着广场。舞台在节日期间被

当作招待神明的地点。近年来，城市发展已经削减了新加坡大多数寺庙可使

用的空间，至今只剩下三所寺庙还保留原有的开放广场空间与戏台，包括乌

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以及位于马里士他路非常著名的梧槽大伯公庙。乌敏

岛佛山亭大伯公庙戏台是新加坡最大的固定戏台。在大多数的表演是在用帆

布与木板条临时搭建的舞台上进行，而且可设在任何可使用的开放空间，如

草场或政府组屋的停车场。在乌敏岛上, 所有表演均在戏台上进行。旧时寺庙

广场和舞台的布局在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寺庙仍然常见。 

 

 
戏台 (Timothy Pwee, 2011) 



大伯公 

大伯公是福徳正神的非正式名称。福徳正

神是当地的守护神，人们通常向他祈福、

求财、求保平安或农作丰收。凡是有华人

居住的地方都会有属于当地的大伯公。 

 

一般来说，信徒通常会在农历二月的第二

天庆祝大伯公的千秋（生日），但是乌敏

岛的佛山亭大伯公对信徒传达了他希望在

卫塞节举行千秋的愿望。 

 

 

玉皇上帝 (天公) 

玉皇大帝是众神之帝、天庭之元首，众神

明都需向他汇报。每个寺庙入口处都会摆

放着一个面向南方的香炉。每天无论任何

仪式开始的时刻，信徒就会先把香火插入

香炉内，表示对玉皇大帝的尊敬与崇拜。

这也是为什么每个节日的开幕仪式，都会

献与玉皇大帝的原因。玉皇大帝被福建人

俗称为天公，人们经常在家中敬拜他，并

把香炉挂在家里的主要入口或窗口。商店

也会把香炉高挂在墙壁或入口旁的柱子上。

由于玉皇大帝不能在民间过夜，所以我们

必须在代表了新一天的开始的子时（晚上

十一点） 恭请他。 

洛阳大伯公 (Timothy  

Pwee, 2016) 

敬拜玉皇上帝的香炉 和牌匾 

(Timothy Pwee, 2011) 



虎爷 

虎爷不但与大伯公有密

切关联，也是乌敏岛驱

逐邪恶和黑魔法的守护

神。在乌敏岛上，虎爷

的洞穴位于佛山上的寺

庙旁，信徒经常会到洞

穴内给虎爷供奉猪肉、

鸡蛋、豆干和熟面。 

 

 

 

土地公 

犹如大伯公，土地公负责保佑当地的居民，

也有着保佑农作丰收之意。他常见于中国

各地的农村里。  

此外，村庄寺庙的附近还有拿督公的神社。

就像大伯公和土地公，拿督公也是地方神。 

 

 

 

 

 

虎爷 (Timothy Pwee, 2016) 

土地公 (Timothy Pwee, 2016) 



大伯公千秋 
 

恭请大伯公圣驾     

(Tue 9 May 2017, 10am) 

每年农历 4 月 14 日当天

将举行大伯公千秋的开

幕仪式，恭请大伯公参

与其盛。多名信徒将把

大伯公的金身扛上轿子，

然后将他从山上的主神

坛恭请到山下的村庙，

而虎爷与土地公的金身

将紧跟随后。这三座金

身将放置在村庙中，接

受众善信的供奉，如鱼、肉、水果，糖果与香火等祭拜品。 

 

分发贡品                                                                                      

(Wed 10 May 2017, 2.30pm) 

供奉祭品是大伯公千秋最重要的礼俗之一，以答谢大伯公一年来的保佑。信

徒准备丰盛的美食敬奉给大伯公，并在恭送玉皇大帝后，将这些供奉的祭拜

品分发善男信女。 

 

 

 

轿子上的大伯公 (Vivienne Wee, 2015) 



韦陀法宫大二爷伯                                                                                                                  

(Wed 10 May 2017, 8pm) 

除了佛山亭大伯公庙以外，乌敏岛还有另一

座寺庙，称为韦陀法宫。此法宫献给来自地

府的大二爷伯。大二爷伯会在千秋庆典期间

前来大伯公庙向大伯公祝寿。同时，他们的

童乩也将现身，敬拜大伯公并向他祝寿。 

 

 
 

传统戏剧 

(Nightly Tue 9 to Sat 13 May 2017) 

 

华人传统戏剧是寺庙庆祝传统节日时

常见的文娱节目。乌敏岛大伯公庙一

向邀请潮州剧团来表演，今年也不例

外，请来了新新荣和潮剧团登台呈献

戏曲。虽然每年都会上演不同的潮州

大戏，但依照历年来的传统，每年的

最后一场演出都是《葫芦收妖》。 

观赏节目时，别忘了留意戏剧童神太

子的出现。在每场演出前，两名演员，

一男一女，会带着童神金身一起祭拜

大伯公，并将童神安放在庙中神坛上，面向舞台观赏表演。在戏曲即将结束

时，寺庙的看护人会把童神请回舞台上，由一名女演员接收。台上无演出时，

童神将安放在舞台后的神坛上。 

大二爷伯  (Vivienne Wee, 2015) 

传统戏剧表演 (Vivienne Wee, 2015) 



歌台秀            
(Sun 14 May 2017, 6.45pm) 

随着时代变迁，现代流行

音乐渐渐也获得广大民众

的喜爱。歌台从七十年代

起在新加坡逐渐兴旺起来，

并成为农历七月时不可或

缺的文娱活动。歌台动感

的音乐，艳丽夺目的服装，

人气旺盛的歌手，与风趣幽默的主持人，使歌台秀近年来在寺庙节日期间大

受欢迎。因此，乌敏岛大伯公千秋的最后一晚将是一场歌台之夜。 

 

庆祝节目终结     

(Wed14 May 2017, 10.30pm)  

所有助兴活动告一段落后，最后是恭

送大伯公金身以及虎爷与土地公回到

佛山亭庙，为整个节日画上句点。 

 

 

免费晚间渡船服务 

庆典期间将提供晚间免费来回乌敏岛与樟宜的渡船服务。 

 

歌台秀 (Vivienne Wee, 2015) 

恭送洛阳大伯公 (Vivienne Wee, 2015) 



Programme for 2017 Tua Pek Gong Festival 庆祝大伯公千秋 

 

Tue 9 May 

四月十四日 (4M14) 

上午 10 点 

下午 1 点 

下午 3 点半 

晚上 7 点 

晚上 7 点 

晚上 10 点 

恭请大伯公圣驾 

敬拜仪式开始 

礼运（第一场） 

礼运（第二场） 

新新荣和潮剧团演出助兴  由 88 菜馆 喜敬 

恭请玉皇大帝圣驾 

Wed 10 May 

四月十五日 (4M15) 

Vesak Day 

上午 10 点 

下午 1 点 

下午 2 点半 

下午 3 点半 

晚上 7 点 

 

 

晚上 7 点半 

晚上 8 点 

众善信祭拜仪式开始 

舞龙,舞狮表演助兴 

分发坛前福物 (发完为止) 

恭送玉皇大帝圣驾 

新新荣和潮剧团演出助兴 

由 Swezil Resources Co., Pte Ltd 

Zoaa Professional Haircare (USA) 喜敬 

过平安轿仪式开始 

韦陀法宫大，二爷伯做客祝寿 

Thu 11 – Fri 12 May  

四月十六至十七日 

(4M16-4M17) 

晚上 7 点 新新荣和潮剧团演出助兴  由 Mao Sheng 

Quanji Construction Pte Ltd 喜敬 

Sat 13 May 

四月十八日 (4M19) 

晚上 7 点

晚上 7 点半 

新新荣和潮剧团演出 

太子宫五殿二爷伯 作客祝寿 

Sun 14 May 

四月十九日 (4M19) 

上午 10 点 

晚上 6 点 45 分 

 

 

晚上 10 点半 

新新荣和潮剧团-潮音清唱助兴 

乌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之夜 

许琼芳与王雷主持 白狗古骨乐队 

全场演奏 歌星阵容强大 

恭送大伯公圣驾 

 
  



文编：Timothy Pwee 

咨询与编撰：Vivienne Wee, Eva Wong, Gloria Seow, and the Taoism Singapore 

stalwarts, Ronni Pinsler, Victor Yue, Margaret Chan 

图片：Vivienne Wee, Timothy Pwee 

翻译：陈辉明，谢洁琳 

特别感谢乌敏岛佛山亭大伯公庙的林温珍。 

 

版权所属于新加坡传统文化协会 © 2017，只许非商业教育性用途转载或复制 

 

出版社地址：Singapore Heritage Society, 50 East Coast 

Road, #02-73 Roxy Square, Singapore 428769 

联络号码：63455770  

传真号码：63456713 

电邮： shs.secretary@gmail.com  

面簿网页：http://www.facebook.com/sgheritage 

 

mailto:shs.secretar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