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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湄洲岛 

湄洲岛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的故乡，

闻名遐迩的妈祖文化的发源地 

 

 

 

 

 

门票信息 

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进岛门票价格

为 65 元／人•次 

 

   

交通 

游客可从福厦高速公路经莆田黄石出

口往新文一级公路抵达文甲码头 

 

 

 

 

 

湄洲风光 

蓝天、碧海、阳光、沙滩构成浪漫旖

旎的滨海风光。 

 

   

行程推荐 

妈祖文化游 滨海观光游 

湄洲岛二日游 

 

 

 

 

住宿 

妈祖庙附近有很多酒店和宾馆，岛上

家庭旅馆也有很多 

 

   

美食 

妈祖平安面是每一个人上湄洲岛妈祖

祖庙必吃的一道地方特色小吃 

 

 

 

 

 

特产 

莆田荔枝始于唐代，北宋蔡襄《荔枝

谱》称兴化荔最为奇特 

 

   

旅游贴士 

妈祖祖庙祭典在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

日妈祖圣诞之日举行 
 

 

 

 

 

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感谢网友  

版本信息 版权声明 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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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湄洲岛 
湄洲岛在哪里 
湄洲岛位于福建省莆田市中心东南 42 公里，距大陆仅 1.82

海里，是莆田市第二大岛，陆域面积 14.35 平方公里，包括

大小岛、屿、礁 30 多个。距台湾省台中港 72 海里。全岛南

北长 9.6 公里，东西宽 1.3 公里，中部为平原，海岸线长 30.4

公里。 

 
 

湄洲风光 
蓝天、碧海、阳光、沙滩构成浪漫旖旎的滨海风光。全岛海

岸线长 30.4 公里，有 13 处总长 20 公里的金色沙滩，还有

连绵 5 公里的海蚀岩。岛上有融碧海、金沙、绿林、海岩、

奇石、庙宇于一体的风景名胜 20 多处，形成水中有山，山外

有海，山海相连，海天一色的奇特的自然景观。 
 

千古绝唱的湄屿潮音，或如管弦细雨，或如钟鼓齐鸣，如怨

如诉，如歌如吼。峥嵘嶙峋的鹅尾神石，历经岁月洗礼，酷

龟、如蛙、像鹰、似狮、若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邪门儿提供） 

妈祖圣地 
湄洲岛是海上和平女神妈祖的故乡，闻名遐迩的妈祖文化的

发源地。据典籍记载，妈祖原名林默娘，是宋初莆田湄洲一

位富有神奇色彩的女子，终身行善积德、救苦救难，升天后

更是经常显灵挽舟楫于既倒、保商旅之平安，备受后人敬仰。 
 

宋元明清四代朝廷先后给予妈祖 36 次褒封，封号由“夫人”、

“天妃”直到“天后”，逐步树立了妈祖“海上女神”的崇高

地位。由于民间奉祀和朝廷倡导，一千多年来，妈祖信仰从

沿海到内地，从华夏各地到四海之滨，伴随着飘洋过海的华

人传到世界各地，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就有

妈祖信仰者。目前，全球共有 2 亿多人信仰妈祖，有 5000

多座从湄洲妈祖祖庙分灵出去的妈祖宫庙，他们都把湄洲岛

视为“东方麦加”，每年都有 100 多万信众不远万里前来拜

谒妈祖。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邪门儿提供） 

 

对台基地 
湄洲岛与台湾一水相连，两地妈祖情缘源远流长。历史上，

妈祖是大陆移民开发台湾的保护神；现实中，妈祖文化更是

深深扎根于台湾民众的精神生活当中，成为岛内唯一能够超

越族群意识、区域界限、社会阶层的主流民间文化。 
 

今天台湾地区共有妈祖信众 1600 万之巨，占其人口总数约 

2/3。岛内的妈祖信众，无一不视湄洲妈祖庙为敬仰的祖庙。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每年前来湄洲岛朝拜妈祖的台胞络

绎不绝，达 10 万人次左右，使湄洲岛成为大陆吸引台胞最多

最集中的一个地方。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http://www.17u.com/blog/8713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713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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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信息 

一、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进岛门票价格为 65 元

／人·次。 

二、鹅尾神石园景点门票价格为 20 元／人·次。 

三、进岛门票、鹅尾神石园景点门票的联票价格为

80 元／人次。 

四、妈祖文化园景点门票价格为 30 元／人·次。    

五、黄金沙滩、东海卧佛园等景点均免费开放。 

六、岛内景点之间的观光小火车、观光车均免费供

旅游观光乘坐。 

七、离休干部、军人、军校学员、中小学生、儿童、

老人、残疾人、团体等可享受相应优惠。 

 

 

 

 

 

交通 

如何前往湄洲岛 
湄洲岛海陆交通十分便捷。游客可从福厦高速公路经莆田

黄 石出 口往 新文 一级 公路 抵达 文甲 码头 （厦 门至 文甲 约

2.5 小时，福州至文甲约 2 小时)，也可以从莆田市区乘坐

旅游区快运班车抵达文甲码头(8 分钟一班，全程约 50 分

钟)，再从文甲码头乘坐轮船或快艇抵达湄洲岛(需 15 分

钟或 5 分钟)，自驾车的游客也可以通过车渡将车辆渡上

岛。 
 

游客抵达岛上后，可在轮渡码头停车场乘 车(汽车、电瓶

车）、租车前往各景区（点），也可以步行至妈祖祖庙景区。 
 

轮渡航班情况表 

轮船：4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7:00-18:00 

1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7:30-17:30 

每隔 1 小时对开一班 

快艇：每隔 15 分钟一班 

车渡：每天四班 ,分别为 8:00、10：00、14：00、16：

00 

备注：夏季轮渡开通夜航 

旅游咨询电话：0594-5096267 5092643 
 

境外游客可先乘机至厦门高崎国际机场、福州长乐国际机

场、泉州晋江机场，再乘车前往湄洲岛；台湾游客还可以

乘坐海上直航客轮至厦门港、福州马尾港，或以“小三通”

办法先至金门、马祖再往厦门、福州马尾，之后前往湄洲

岛。 

岛内交通 
湄洲岛主要游览和交通节点，以宫下轮渡码头为起点，以湄洲大

道为交通主轴，由北而南其方位和距离情况如下： 

（一）湄洲妈祖祖庙景区：正面入口为祖庙西轴线建筑群的大牌

坊（免费观光巴士起点站），位于湄洲大道宫下环岛，距轮渡码

头约 530 米。可选择步行前往，行程约 5~6 分钟；亦可乘坐免

费的观光小火车；或乘坐 1 路、2 路公共汽车，票价 1 元，一站

路程。 

（二）湄洲岛国家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中国建设银行湄洲支行、

美海大酒店（三星级）：距轮渡码头约 1.4 公里。坐 1 路、2 路

公共汽车至建行站下车；或在祖庙入口广场和各景区门口乘坐免

费的观光巴士前往。 

（三）集镇和市场：距轮渡码头约 2.5 公里。可乘坐 1 路、2 路

公共汽车前往。 

（四）黄金沙滩景区：距轮渡码头约 8.6 公里。可乘坐 1 路公共

汽车，或在祖庙入口广场和各景区门口乘坐免费观光巴士前往。 

（五）鹅尾神石园景区、恒温海水游泳馆：紧挨海景大酒店，为

1 路公共汽车和免费观光巴士终点站。 

（六）东海卧佛园：位于环岛南路和环岛东路的交汇点，由鹅尾

神石园沿环岛南路向北折，距鹅尾神石园约 2 公里，距轮渡码头

7 公里，目前有免费观光巴士通达。 
  

PS：除公共交通系统外，岛外另有私人经营的电动游览车和摩的。

游客可根据路程远近等情况，选择交通工具，讲好价钱。若需帮

助 或投诉 ，请致 电湄洲 岛国家 旅游度 假区管 委会旅 游质量 监督

所，电话：0594－5080998，或致电 12315。 

神话电视剧《妈祖》 
《妈祖》是一部反映妈祖生平事迹的

神话励志剧，以广泛流传的 30 多个妈

祖民间传说为素材，力求还原一个可

敬、可亲、可爱的圣贤妈祖形象，展

示博大精深的妈祖文化，传扬以妈祖

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海洋文化。 

主演：严宽 / 刘涛 / 赵鸿飞 / 刘德

凯 / 刘佳 / 黄嘉乐 / 林心如 / 魏

宗万 / 刘岳 / 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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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洲风光 

湄洲妈祖祖庙 
湄洲祖庙位于湄洲岛北部最高峰的祖庙山，创祀于北宋雍熙

四年(987 年)。是全世界妈祖信众心中的圣地。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楊船長走透透提供） 

 

湄洲妈祖祖庙历经多次重修和扩建，已成为规模宏大的庙宇

建筑群，特别是祖庙的南中轴线庙宇群，全长 323 米，宽 99

米，其中天后正殿高 19 米，宽 50 米，进深 30 米，面积 987

米，可同时容纳千人朝拜，正中供奉 8 米高的妈祖座像，另

有八大神像陪侍。殿前的天后广场面积达 10000 多平方米，

还有一座高 26.5 米的大戏台，是祖庙举行盛大活动的场所，

两旁的观礼台及回廊能容万名观众。而高 19 米，宽 33 米，

五开间的山门大牌坊则是我国少见的雄伟牌坊之一。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妈祖原名林默，也叫林默娘。相传，妈祖生于宋建隆元

年（公元 960 年）三月廿三，逝于宋雍熙四年（公元 987

年）九月初九，因她出生至满月从不啼哭，父亲给她取

名曰“默”。终生未嫁。她生前兰心慧质，聪明好学，8

岁能诵经，10 岁能释文，13 岁学道，16 岁踩浪渡海，

懂医术，识气象，通航海，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为邻里

和过往的海上商贾渔民做了许多好事，经常在海上抢救

遇险渔民。宋雍熙四年九月初九，林默娘 28 岁时，辞别

家人，在湄洲岛湄屿峰归化升天。人们敬仰她行善积德、

救苦救难的精神，为了纪念她，当年就在湄洲峰“升天

古迹”旁立庙奉祀，尊她为海神灵女、龙女、神女等。

宋徽宗时封妈祖为“顺济夫人”，这是朝廷对妈祖的首次

褒封。以后历代朝廷还敕封她“天妃”、“天后”、“天上

圣母”等尊号。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楊船長走透透提供） 

 

http://www.17u.com/blog/1038841#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guide/advice.asp
http://www.17u.com/blog/1038841#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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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尾山风景区 
鹅尾山风景区位于湄洲岛最南端，三面临海，与北部的妈祖

祖庙景区遥相呼应。景区内自然景观资源丰富独特，奇山、

怪石、碧海、沙滩、森林互为补充，是湄洲岛少有的一处综

合性景观。景区分为三大部分：鹅尾神石园、四季花园、海

滨广场。  

 

鹅尾神石园   
占地 32 公顷，海拔 65 米，是一座天然的大型石盆景。公园

因其形似鹅尾，岩石奇特而得名。由于受风蚀、海蚀的双重

作用，形成众多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自然象形石。 
 

神石园景观由“金山坳”、“洞里洞外”、“海门”、“狮子山”

和“神石冈”五部分组成，包括：海龟朝圣、金山寺、圣泉

井、飞戟洞、斧劈崖、鲤鱼十八节、海门、妈祖书库、龙洞

听潮、狮子山、神石冈、拇指石、情侣蛙等数十个景点。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邪门儿提供） 

  

四季花园   
位于鹅尾山景区入口，是通往鹅尾神石园的必经之处，公园

东临海滨广场，西临沙滩，地形狭长，总面积约 2.36 万平方

米。该园以“四时秀色绿海滨”为总立意，整体规划设计体

现“以人为本”的观念。以植物造成景为主，园林建筑小品

为辅，把园林建筑小品巧妙地溶于四季不同的景观当中。整

个园区按照植物不同变化，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区，分

别体现满园春色、椰风海韵、层林尽染、松柏青翠的意境，

在地形上通过微地形处理，形成有节奏、韵律的小中见大的

景观效果。   

 

海滨广场   
海滨广场东临东海、西靠四季花园，拥有 600 米长、约 60

米宽的沙滩。沙滩细软平缓，海水清澈、洁净，海湾浪小、

地势平坦，是人们夏日避暑、嬉水、休闲、度假的好场所。  

湄屿潮音 
湄屿潮音，是莆田二十四景之一，地处湄洲岛最北端，因其

独特的风蚀、海蚀地貌，在潮汐浪涌作用下，如管弦细响、

似钟鼓齐鸣而得名。“自古宫商传水乐，几如风雨作龙吟。”

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许多赞美的诗篇。   
 

湄屿潮音有大小景点 20 多处。天狗吠日、苍鹰戏鼠、雏燕展

翅引人入胜；群赴会、南天一柱、石涛仰止充满神话色彩；

龙腾石、虎踞石、观澜亭、凌波曲桥构成的龙虎滩气势磅礴。 
 

上凌波桥，看波涛，领略奔腾咆哮，恰似百折不挠、气吞山

河的英雄气概；下龙虎滩，轻凫水，感悟安祥静谧，犹如风

情万种、柔情似水的少女情怀。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邪门儿提供） 

 

九宝澜黄金沙滩 
被誉为“天下第一滩”的九宝澜黄金沙滩位于湄洲岛西南突

出部，状如一钩新月，悬挂在湛蓝的大海上。九宝澜沙滩长

两千多米，宽达百米，面对浩瀚无垠的碧海，背依千亩葱茏

的木麻黄，滩头奇峰挺秀、怪石嶙峋，造化的钟灵毓秀，令

人叹为观止。 
 

到九宝澜游览，最好的时辰是晨昏。日出月落，自古就不乏

摇笔杆子的人抒写，但大海吞吐日月的壮观景象，断难用文

字表达，只有身临其境才能心领神会。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邪门儿提供） 

http://www.17u.com/blog/8713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7134#refid=2582175
http://www.17u.com/blog/87134#refid=258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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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推荐 

一日游 
A 线（妈祖文化一日游） 

妈祖祖庙（进香朝觐）→ 妈祖文化园（妈祖石雕像、妈祖故

事群雕、世纪碑林）→ 祖庙南轴线建筑(妈祖文化展览馆、

广场文化) 

  

B 线（滨海观光一日游） 

鹅尾神石园（海蚀地貌、怪石）→ 黄金沙滩 → 鲸鱼馆 

 

C 线 

妈祖祖庙(包括石雕像)→天后新殿→鹅尾神石园→黄金沙滩  

 

D 线 

妈祖祖庙(包括石雕像) →妈祖文化园→天后新殿→北环路 

→湄屿潮音 

 

二日游 
A 线 

妈祖庙景区（妈祖文化园、祖庙南轴线建筑）→牛头尾沙滩

（体验渔家风情：垂钩、讨小海、烧烤等）→鹅尾神石园→

黄金沙滩（游泳、冲浪、骑马、沙滩排球等）→莲池沙滩（摩

托艇、游艇等）→鲸鱼馆 

 

B 线 

第一天上午：妈祖祖庙→妈祖文化园(包括妈祖故事群雕、妈

祖碑 林 ) →天后 新殿  (包括妈 祖文化展 览馆等 ) → 北环路 →

湄屿潮音  
 
下午：黄金沙滩(包括海水浴、游艇等)、捡螺拾贝、垂钓 
 
晚上：莲池澳金海岸娱乐中心娱乐、海边烘烤、沙滩火晚会  
 
第二天：观海上日出、游览鹅尾神石园 

 

 

 

住宿 

 

 

 

莆田湄洲美海大酒店 

 

 

 

 

 

 

 

 

 

莆田湄洲岛台湾度假山庄 

 

 

 

 

 

 

 

 

 

莆田海滨宾馆 

标准房 A       198 元 

豪华标间       218 元 

 

 立即预订  

标准房（1 号楼）  168 元 

大床房（2 号楼）  228 元 

 

 立即预订  

海景单人房      268 元 

豪华单人房      268 元 

 

 立即预订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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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 

 
湄洲岛的地方特色美食主要是以海鲜为主。在岛上吃海鲜与

城里吃的海鲜味道不同。因为岛上的海鲜大多数是野生的，

海里打捞上来的，那是真正的鲜美，清甜。当然现在随着游

客的增多，主要也是食客大家现在对野生纯天然的海鲜的青

昧，所以岛上的海鲜价格比城里的稍贵些，但绝对是物超所

值。 

 

妈祖平安面 

妈祖平安面是每一个人上湄洲岛妈祖祖庙必吃的一道地方特

色小吃。妈祖面的主料线面细细长长，寓意着健康平安。在

莆田，在大年初一和初五（做大岁）以及一些比较重要的时

候，都要吃这种面。据说，患有胃病的人多吃线面还有食疗

的功效。 

  

什锦炒海蛎饼 

什锦炒海蛎饼（又名炒粉饼），与普通的闽南海蛎煎蛋不同。

它是添加了很多蔬菜进去，一起制作。另外主要的原料还有

湄洲岛的海蛎、莆田的地瓜粉、蔬菜、炸花生等。 
 

口感软滑、味道清香，加上花生米的香酥味，别提多美了。

当然唯一缺点是：如果厨师技艺不佳的话，这道菜就变得太

油了。 

   

渔家煮头水紫菜 

这个绝对是地道的海岛渔民吃法，头水紫菜本身的口味就非

常的软棉，再加上岛上的特有自制鱼露酱汁去烹饪。所以变

成紫菜的味道香美，甜辣咸鲜。 

  

湄洲鱼饭 

又名黄瓜鱼饭。这道菜的改良主要也是取决于岛上渔民有吃

带鱼饭的做法。选材非常关键，一定要选择新鲜的、野生的

鱼来烹制。那样子鱼的清甜才能进入白米饭里。这道菜做的

比较地道的要数湄洲岛白菜食府的老板“小白菜”做的最正

宗。口味软香。是地道的海岛特色美食之一。 

 

 

 

 
湄洲岛的海鲜近几年来捕捞的越来越少了，所以目前在岛上

能吃到纯正、天然的海鲜只有：蟹、小的九节虾（大的九节

虾只有等春节的时候偶尔才会捞到）、还有白虾（和城里吃到

的明虾不同）、螺类。 

  

辣椒炒古螺 

和城市里吃到的吸螺（莆田的麦螺）吃法一样，但是他的这

个肉比较多，而且比较实。滑嫩。坐在海边吹着海风，加上

几瓶啤酒，真正的人间美味。 

  

辣椒炒海瓜子 

这种螺和上面的古螺吃的就像啃瓜子一样，越吃越清香，越

吃越想吃，是品酒的好料。 

  

酱汁小杂海 

到了湄洲岛不得不品尝的是岛上小杂海，也就是我们经常说

的小海鱼，因为品种繁多，所以一般都是直接酱汁小杂海做

一盘，因为里面包含了很多种的小鱼品种。还有一个是小黄

瓜鱼，可以清蒸做法，因为岛上小黄瓜鱼比较清甜，新鲜、

所以拿去清蒸油淋后，味道较鲜美。 

 

湄州岛小吃 

枫亭糕 
用纯糯米粉为原料，拌上白砂糖粉末，再加上花生仁，芝麻

等，干蒸熟后，切成四方块，香甜可口，老人小孩皆宜食用，

也是馈赠亲友的佳品，在省内外及东南亚一带颇受欢迎。 

 

仁丹糕 
用糯米粉为原料，拌以白糖、精盐、酸汁，蒸熟后趁热撒上

白砂糖，甜、咸、酸味道齐全，病人和老幼食用尤为适宜。 

 

芜糕 
把一些薄荷草（俗名溪芜草）放在铺糯米粉的蒸笼底部，蒸

煮后，蒲荷味渗进米糕，香气袭人，是独特之糕点。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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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产 

莆田荔枝 

莆田荔枝始于唐代，北宋蔡襄《荔枝谱》称兴化荔最为奇特。

其味香甜、醮核率高，具有止渴、滋补功效。郭沫若先生六

十年代初在莆田考察时，曾题下“荔城无处不荔枝”的诗句，

盛赞莆田荔枝。优良品种有“陈紫”、“宋家香”、“状元红”

等。 

 

莆田枇杷 

莆田枇杷品种达 100 多种，主要有“解放钟”、“长红 3 号”、

“莆选 1 号”、“早钟 6 号”、“白梨”等，单果重为全国最大

（解放钟最大单果重 172 克，为世界之冠），栽培技术最先进，

主产区常太镇号称“中国枇杷第一乡”。 

 

莆田蜜柚 

莆田蜜柚，又名度尾“文旦柚”，属食膳双宜的美味佳果，曾

被清朝列为贡品，果实品质优良，气味芬香，肉嫩汁醇，甜

酸适度，口感好，风味独特。 

 

兴化桂圆干 

兴化桂圆干是兴化地产的龙眼加工焙制成的干品，驰名国内

外。桂圆干富于营养，具有养血安神、补心益脾等功效，是

体虚贫血产后养身的滋补佳品，用优良品种“乌龙岭”焙制

成的桂圆干，尤为名贵。  
 

兴化桂圆干按照龙眼品种规格大小不同，有“三元”、“四元”、

“五元”、“中元”和“砂仔”之别。 

 

莆田黑鸭 

莆田黑鸭是福建省特有的蛋用黑鸭品种。据调查，灵川乡是

黑鸭的摇篮地，分布在莆田市沿海及南北两洋平原地区(以城

关中心的南北两片平原之俗称)，现全市饲养数量达 35 万只，

年产鸭苗近 1000 万只，远销到广东、广西、江西和湖南等

省(区)。    
 

主要特点，体态轻盈，行走敏捷，耐盐性，抗热性较强，适

应于硬质海滩放牧，产蛋性能好，母鸭年产蛋量 270～290

个，平均蛋重 70 克左右。利用白色公鸭与莆田母鸭杂交生产

的半番鸭，是肉用鸭优良品种。 

兴化米粉 

现主要生产有兴化细米粉、银丝米粉、快熟米粉和粗条米粉

等系列产品。兴化米粉，条细如丝，洁白如银，质佳味美，

且耐储藏，便于携带，富于韧性，煮、炒、炸皆可，具有独

特的地方风味。家用、馈赠咸宜，是馈赠亲友和宴请佳宾之

珍品，畅销国内外。 

 

莆田黑猪 

莆田黑猪是福建省地方良种之一，主要分布在常泰、黄石、

笏石、灵川、梧塘、西天尾、芦、涵江及城郊等乡(镇)。   
 

黑猪具有适应性强，耐粗饲料，生长快，出肉率高，肉质好，

产仔多，母性强，抗热、抗病力强等特点。成年公猪体重 350

市斤，母猪体重 300 市斤，经产母猪一般每窝产仔 10～12

头，最高达 15 头以上。利用长白猪或杜洛克猪作父本，黑猪

作母本，杂交一代具有体型大，生长快，易育肥，出肉率高，

瘦肉率高，肉质好等特点。所以，以莆田黑猪作母本，是福

建省利用杂种优势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母本种源。  

 

金田淮山 

淮山是桂平市重要的土特产品，主产区在金田镇。金田淮山

以洁白、质量好、产量高而闻名。   
 

淮山呈条状，色洁白，粉幼细，味淡，性温补，既可入药，

也可作副食品。    
 

淮山在中医学上称山药，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

的功能。用于脾虚食少，久泻不止，肺虚喘咳，肾虚遗精，

带下，尿频，虚热，焦渴等症。用淮山作主料的清补凉畅销

港澳市场。将淮山配以莲子加工成粉，是老人及婴幼儿的营

养佳品。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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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贴士 

妈祖祭典 
妈 祖祖 庙祭典 在每年 农历 三月二 十三 日妈祖 圣诞 之日举 行 ，

《湄洲祖庙祭典》的行祭地点在湄洲祖庙广场或新殿天后广

场。祭典全程时间约 45 分钟，祭典规模可分为大、中、小三

种，依序为：1、擂鼓鸣炮；2、仪仗、仪卫队就位，乐生、

舞生就位；3、主祭人、陪祭人就位；4、迎神上香；5、奠帛；

6、诵读祝文；7、跪拜叩首；8、行初献之礼、奏《和平之乐》；

9、行亚献之礼、奏《海平之乐》；10、行终献之礼、奏《咸

平之乐》；11、焚祝文、焚帛；12、三跪九叩；13、送神、

礼成。  
 

《湄洲祖庙祭典》的乐舞是围绕三献为中心，分《迎神》、《初

献》、《亚献》、《终献》、《送神》五个乐章，《三献》乐称《海

平》、《和平》、《咸平》，由男女歌生合唱。舞备八佾，由男女

舞生各三十二名组成，分别秉羽和执龠，是为古代最高规格

之文舞。 

 

妈祖文化  
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演绎，妈祖已经走出单纯的民间信仰殿

堂而形成一种影响广泛的民俗文化--妈祖文化，涉及到政治、

经济、外交、军事、侨务、贸易、文化等诸多领域，成为中

华民族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是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  
 

妈祖文化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就学术角度考察，它涉及宗

教史、民俗史、航海史、科技史、建筑史、文学史、艺术史、

华侨史、中外关系史等多学科，是一个具有多学科意义的综

合性科目；从语言、民俗角度看，有关妈祖神话、传说是妈

祖文化的重要内容，妈祖信仰及其形成的民俗也是妈祖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流行的妈祖髻、妈祖服、妈祖面、妈祖

祭典、船上供妈祖神像、启航前的祭祀，造船厂供妈祖、供

船模、水族朝圣供品与传说妈祖看孩子、孩子挂乳名，求香

袋等。台湾妈祖信仰及其习俗有合火、过炉、春秋祭典、卸

马戏、相倾戏、艺阁阵、武馆、曲馆、遥拜、绕境、三月疯

妈祖、大甲妈祖回娘家等等。  
 

概括地说，妈祖文化包括妈祖的献身精神，集中于妈祖身上

的真善美道德、乐于助人的品格以及有关妈祖的建筑艺术、

雕塑、绘画、书法、诗文、楹联、文物、民俗文化、神话故

事、民间传说、宗教信仰等，内涵丰富，外延深广。 

 

 
（图片由一起游网友@邪门儿提供） 

 

 

旅游贴士 
1、轻易不要相信码头和景区内拉客仔、电动游览车司机、摩

的司机的话； 

2、吃饭最好到大的宾馆、酒店，价格贵一点，但少了被宰的

风险； 

3、如果到小餐馆吃饭，一定要讲清价量，不要碍于面子不问； 

4、当地如果有朋友的话，可以吃到最原汁原味的湄洲岛海鲜

美食。 

5、黄金沙滩景区暂时不收费； 

6、鹅尾神石园边上有个沙滩是不收费的； 

7、遇到麻烦一定要报警，或致电 12315（工商分局）、0594

－5094611（湄洲岛管委会值班电话）； 

8、特别是在，每年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日和九月初九妈祖

升天日期间，湄洲岛便会聚集来自全世界华籍海员以及海内

外同胞前来朝圣的。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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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信息 

 

 相关攻略  
 

             
 

 

 游记攻略  
 

 

福建自助游-湄州妈祖新殿 
2010-4-26  作者：楊船長走透透 
湄州妈祖庙可分为『西轴线古庙』和『南轴线新殿』两大部分，『西轴线古庙』说是

古庙，其实都是 1980 年后重建的『新庙』，走至水泥制仿岩石牌楼的『妈祖文化园』

前，见两尊披着红色欢迎彩带的白色水泥塑雕女像，得另购门票入园，进入南轴线新

殿，即瞥见巨型白色妈祖雕像耸立山头，巨型妈祖石像……[查看全文] 

 

 

相聚在妈祖故乡,同游于“东方麦加” 
2006-11-30   作者：邪门儿 
是谁用深情的目光牵动永久的向往，是谁用真诚的歌唱，跨越了山高水长，无论是哪

一种语言，都在呼唤和平吉祥，无论是此岸彼岸，都连接着爱的海洋，我们相聚在妈

祖的故乡，多少美好的梦想，我们相聚在妈祖的故乡，从这里迎风飞翔，我们相聚在

妈祖的故乡，多少美好的心愿，我们相聚在妈祖的故乡……[查看全文] 

 

 

福建纪行（三十九）湄洲岛 -- 妈祖祖庙 
2011-1-23  作者：老游子 
福建东南沿海崇信妈祖，据说妈祖的信众有 2 亿之多遍及 20 多个国家。每年到妈祖

发祥地湄洲岛朝圣、旅游的人群多达百万人次，因为台湾与福建同属妈祖文化圈的缘

故，其中近十分之一是台湾同胞。妈祖的由来是神话般的历史传奇，她原本是湄洲岛

土生土长的林姓女子，相传生于宋代，人称“林默娘”，终生未嫁……[查看全文] 

 

 

 

返回 目 录  我要 纠 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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