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歲時與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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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生命禮俗
壹、生育禮俗
傳統社會中，傳宗接代是重大事情，故有「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之說法。因此傳統社會
在生育禮俗中，多結合信仰、禁忌，藉此警示、凸顯生育之重要性，尤以求子或祈禱孩童平
安之儀式為生育禮俗之最大宗。以下即陳述蘇澳地區常見之生育禮俗介紹之。

一、懷孕
在傳統社會中，傳宗接代是重要的大事，因此婦女在家中能否擁有一席之地則端看其能
玖

否替夫家誕下男嗣，倘若久而不孕，亦或不得男丁，則婦女在家中的地位會受到極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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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就必須求取神靈。而傳統信仰中，註生娘娘就主管生孕，因此古時婦女如有生育上的困
境，則大多會去祈求註生娘娘的庇佑來達成傳宗接代的使命。
如果嫁到夫家一段時間後，仍然遲遲無法誕下男嗣，則婦女會藉由一些諧音或者象徵的
方式來求子，例如娘家會在元宵節當天送燈，象徵替女婿「添燈」（添丁），亦或買個豬肚
給女兒燉補，象徵替女兒「換肚」。此外，還有婦女在元宵「鑽燈腳」，以求「生卵葩」；
清明節製作「丁仔粿」，以祈求祖先保佑生男丁等，都在在顯示傳統社會對生男嬰的渴求。
已婚婦女懷孕後，為求能夠順利生子，則必須遵守一些約定成俗的禁忌以免驚觸胎神，
例如不可隨便移動家具或拿釘子釘牆，孕婦的房間不可隨意更動擺設，以免造成出生的嬰孩
破相、孕婦需盡可能地避免出席喪禮，如不得已，便要在腰間繫上一條紅布，但不得碰觸到
棺材、不能跨過牽牛的繩子，以免像牛一樣懷胎 12 個月、不能看傀儡戲，避免小孩長大後像
傀儡一樣任人擺佈、避免在床上使用剪刀，怕把小孩的嘴唇剪成兔唇，宜蘭部分地區則認為
孕婦需特地食用婚喪喜慶的食物，小孩長大後才不會有「囝仔癖」（小孩子的特殊惡習）。
上舉之例大多為古時約定成俗的禁忌，但細察之，則可看出實有保護懷孕婦女遠離危險之意。94

二、生產、坐月子
生產在傳統社會中，是女性「搏命」大事，故有「生贏雞酒香、生輸四塊板」的說法，
四塊板意指棺材，其語意乃生產順利即可有坐月子雞酒可食，若否，則是封入棺材，犧牲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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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16-217。

傳統習俗中，生子後要攜油飯、雞酒、米糕至娘家、親友家報喜，而親友回贈生米、雞蛋或
石頭（給小孩作膽）。緊接著要為生產者「坐月子」，即為生產婦女補身，此期間忌吃鹹，
也忌鴨肉、雞腳、雞翅，通常坐月子不限地方，但月內房要求保持清淨，一般而言，坐月子
可於娘家，但不在娘家生產，怕佔掉娘家福氣，當今因醫院多有附設坐月子中心，故也有部

三、滿月、收涎、度晬
孩子出生後 24 日，或一個月即稱為「滿月」，此時有「做滿月」儀式。通常於此日將為
嬰兒剃髮，並用雞卵、鴨卵各 1 枚，石頭 1 枚，錢 12 枚，蔥 1 把煮湯為小孩洗澡，求取小孩健美、
好運，並象徵聰明伶俐等。95 此外，滿月並要致贈親友油飯、紅蛋，近代則新增有滿月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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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民眾選擇在醫院進行。

產後滿四個月，要準備紅桃、紅龜、酥餅等祭品祭拜神明與祖先，習稱為「作四月日」，
也是「收涎」的日子，習以紅絲線穿 12 塊酥餅（24 塊或 48 塊亦可）掛於嬰孩的頸前，親朋
好友拿下來吃時，要一邊講吉祥話，如：「收涎收乾乾，明年生卵葩」、「收涎收離離，明
年招小弟」、「延大漢」等等。「作四月日」時，外家需準備背巾 96 、包袱、褲子等「頭尾」。97

雞腿、秤、蔥等東西放在神桌或作粿的竹篩上，讓小孩去挑選，該儀式稱之為「抓周」，小
孩第一個抓到的東西代表其未來職業，有的人把抓周當作一件有趣的事情看待，有的家長則
很在意小孩抓到的東西所代表的意義。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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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做生日，夫家則視禮物大小，給予紅包當作回禮，有些人家還會準備書、筆、肉、算盤、

第四章

孩子出生滿週歲時，要做「度晬」，當天亦需敬神祭祖，外家也會準備 6 到 12 項頭尾給

四、慶生、成年禮、祝壽
慶生、祝壽是生命過程中重要的通關儀式。一般而言，孩童長大後，每年皆有為其祝賀
的「儀式」，除家族團聚慶生外，也有祭祀床母感謝庇蔭的習俗。前述週歲習俗，是人生中
首次慶生儀式，其後則是一直到孩童成長，施行成年禮，進入另一個階段。傳統成年禮的概念，
是在十六歲時舉行，蘇澳地區「作十六歲」儀式主要是祭拜七娘媽亭，今日已簡化於農曆 7
月 7 日時進行，祭拜七娘媽後，焚燒告天。成年以後，慶生活動則隨著年齡增長，開始轉為
祝壽儀式。由於民間有「避九」的概念，因此，遇到歲數逢九時，即為其「過壽」，一般不
特別鋪張，由長輩包紅包給晚輩，藉此討吉利。一直到 49 歲過後，逢 50、60、70……等歲數，
即為其大肆慶壽。受日本統治習俗影響，遇 88 歲時，則有米壽慶賀之活動。

95
96
97
98

參照阮昌銳，《重修臺灣省通志 • 卷三 • 住民禮俗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年，頁 70。
長丈八，俗稱「丈八，生不歇」。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23-224。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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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結婚禮俗
傳統習俗中，結婚共有六大禮俗，稱為「古婚俗六禮」，分別為：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親迎。日治時期後，則有現代化婚姻觀念引入臺灣，戰後並隨著工商業發達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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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結婚儀式有更多商業化的發展。
結婚禮俗的傳統與現代變化間，反映著蘇澳社會發展的程度。比如：傳統說媒議婚改為
自由戀愛、新娘身穿婚紗手持捧花、家人一起拍攝結婚紀念照等，都是臺灣現代化後才開始
出現的變化，延續至今，採用西式婚禮儀式，結合精簡化的傳統儀式較多；為符合社會環境
需求，甚至有婚禮包辦的規劃公司出現。以下，就蘇澳地區婚禮變化陳述之：

一、擇選結婚對象
傳統社會的觀念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兩個家庭聯姻的主要方式，現代婚姻則
以自由戀愛觀念為主。傳統習俗中的結婚禁忌也經常受到新思想變化影響，結婚禁忌不見得
有其影響力，比如：孤鸞年不結婚、逢特定歲數不嫁不娶、兄弟姊妹不可同年嫁娶等；在當

玖

下的社會狀態中，皆有所變動。

文資篇

早期，蘇澳隘丁地區，則又有黃、劉、許姓不通婚的說法，此是受到移民社會生活形態
影響，因不同地區時有村庄聚落對立、姓氏對立之情況，亦有招親或領養情形，怕會產生血
緣近親的不良影響。但隨著時代變化，各個家族開枝散葉，人際網絡的複雜化，以及社會結
構的轉變等因素，同姓氏，或是特殊姓氏通婚的禁忌，正日漸打破中。

二、訂婚禁忌
送定（文定）儀式後的宴會，媒人等離席時需盡量保持靜悄，主人看到媒人要離去也不
能招呼，只能視而不見，而且萬萬不能說到「回去」這個字詞，因為「回去」暗示新娘子要
被休妻回娘家，非常不吉利的。99

三、訂婚、完聘、請期
傳統訂婚，男方需準備豬肉、閹雞、龍眼乾、冬瓜、酒、金飾、戒指、耳環、手鐲、檳榔、
桂花、炮竹等十二項禮。其中，豬肉骨、閹雞等，皆要退還男方，訂婚儀式除了祭拜祖先外，
還得由準婆婆為準新娘戴上戒指、項鍊等，若女方家長亦有準備項鍊，則由準岳母為男方戴
上。當代訂婚禮中，桂花、冬瓜之籌措已不多見，或是取代為冬瓜糖，儀式上，多數受西式
婚禮影響，改由男女互戴戒指，再由準婆婆為女方別上項鍊、手鍊等飾物。甚至，結合著傳
統儀式的概念，認為男女雙方戴戒指時，要凹彎手指，避免對方將戒指穿戴入底，才不會被「壓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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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自劉寧顏主編，《臺灣勝蹟採訪冊 • 第六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1 年，頁 235。

落底」。
訂婚宴客後，多由男方支付費用，而男方親友須於宴席進行一半時離席，乃為表示不使
女方被「吃到底」；離席時不說「再見」，以免有「重婚」隱喻。訂婚後，須由媒人協助雙
盒取代，女方也需為男方準備西裝相贈。請期，則為相互確認迎娶、進房之時間。這些項目，
是傳統習俗中，目前仍可見之情形。

四、從訂婚到迎娶
訂婚後，準新郎家便開始打掃與修繕屋舍，並新置床、梳妝台、衣櫃等家具，但購置新
床時，還需有一個「安床」儀式，該儀式需擇定良辰吉日進行，床安好後，由準新郎上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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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進行「完聘」及「請期」。完聘即為完成聘金、聘禮致贈，傳統定有大餅，今多為喜餅禮

一下，但不能平躺，完婚以前，若新郎要睡新床，需找一名男性共睡，不能單獨睡新床，此
外，結婚前一天，新房的櫥櫃中都要放兩個小紅包在裡面的二個角落，待生育 2、3 位小孩後
才能拿出來，且櫥櫃也不宜受到日照，而新娘梳妝臺的鏡子則要以紅紙遮住，據說鏡子反射
而且在撕紙時，亦不宜將紅紙撕破。100

模 103 、鉛錢 104 、棉條 105、木炭 106、燈心、苧絲、五穀、芋頭、蓮蕉 107、精神衫 108 等物，有的女
家連「全廳面」109 與棺材 110 都含括在嫁妝之中，這些禮數，皆由女方家人準備，後來出現了專
門的嫁妝總匯店，但嫁妝內容多以簡化，如精神衫改為女用衛生衣、屎尿桶改為玩具模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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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期日近，女方則要忙著辦嫁妝，傳統的嫁妝有皮箱、桌櫃 101 、尿屎桶 102 、帳簿、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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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新娘的樣子，出現兩位新娘是不吉之事，而紅紙在完婚後 3 天（一說為 4 個月後）才可以撕，

替，而今辦嫁妝，也多以電視、冰箱等家電用品為主。111

五、由迎娶到入洞房
迎娶儀式可分為數個階段，諸多傳統習俗今日仍可見，只是過去迎娶多為坐轎，今改為
轎車代步。首先，新郎迎娶前，要先備妥竹竿綁在轎車上，再綁上豬肉以祭白虎煞，於車後
另放上米篩。當新郎抵達新娘家後，應由女方家之晚輩，捧柑橘迎請新郎。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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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35。
所有的桌櫃裡頭都必須要有紅包，櫃上需貼囍字。

102

用紅巾包起來，紅巾旁縫一塊黑布，上繡卍字。

103

裡頭有尺、剪刀、線等物，但不能有針。

104

取其音同「緣」。

105

代表綿延不絕之意。

106

繁衍之意。

107

需以紅紙圈住根部。

108

表示讓新娘在婆家較有精神去分擔家務。

109

新房、客廳、廚房的全套家具設備。

110

需以立勢抬運，上插金花，並綴紅布，後改用黃金打造小型棺材，免的朔望與祭拜，增添麻煩。

111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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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娘方面，臨出門前，須跪別父母，由母親為其蓋上頭紗，受到西式婚禮影響，今日
亦常見由父親蓋頭紗之情形。習俗中，此時要放肆大哭，以示「哭好命」。上車後、臨出發前，
則要拋出手中扇子，象徵為「放性地」，放下個性。車子開動後，娘家則對外潑水並轉身關門，
以象徵嫁出去的女兒不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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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抵達夫家前，沿路需於過橋或十字路口燃放鞭炮，以嚇走邪煞。當新人抵達男方家
後，由新郎先行下車，轉頭踢車門以象徵壓制新娘，但在兩性平等觀念底下，多無此例。
在新娘入家門前，須先踩破瓦片、跨越火爐，以表示破煞及清淨，具有貶低女性之意味，
至今仍有此習俗。此外，新娘入門剎那，公、婆、姑、嫂，須要通通迴避，以免日後相沖，
接著新人便看好時辰進房，進房後兩人須共在圓椅上，椅上放有一條新郎的褲子，兩隻褲腳
分別放在兩枝椅面上，椅腳下還要放兩個紅包，象徵「同財庫」，而凡是進入新房看新娘子
的賓客，新娘都會給紅包，以討人歡喜，媒人或好命人在新人進房共椅後也會拿「甜圓仔」
和「豬心」讓新人「吃圓圓滿」、「吃心同心」。

玖

娘桌」，座上包括兩位新人、雙方家長、母舅、媒人、證婚人，並備有一支雞腿給新娘的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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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娶儀式告一段落後，便要舉行喜宴了，喜宴的菜餚一般多為 10 道 12 道，主客桌又稱「新
弟吃，新娘以一張矮板凳墊腳，而且座位對面不能坐女性，避免新娘入嫁後「姑達」112。
酒席後，新娘需端茶敬留下來的客人，往昔會有客人出難題刻意刁難新娘，甚至會把新
娘逗哭了才善罷甘休，所以便要有一位「新娘撐」出來圓場，而且新娘絕不能隨意大笑或是
翻臉，但現客人主要在逗新娘開心，所以新娘端茶給客人時，客人會說一些吉祥話，還會包
紅包給新娘「磧茶區瓦」，新娘亦可大方地開客人玩笑。
宜蘭地區有些地方還保有鬧洞房的習俗，賓客會絞盡腦汁地捉弄新人，藉機取樂，但應
適可而止，若弄得新人過於狼狽，也就失了祝福的原意。113

六、閃涼、閃冬
閃涼與閃冬屬於宜蘭地區特別的結婚禮俗，新嫁的女兒任選 6 月 6 日、6 月 16 日、6 月
26 日其中一天回到娘家避暑，母親會準備「木盛籃」讓女孩帶一些東西回婆家。114

七、冥婚、娶香煙
宜蘭地區的冥婚禮俗曾經盛行過好一陣子。根據民間禮俗，未完婚而亡逝的女性，其神

112
11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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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薄小氣。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42-244。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46。

主牌不得與祖宗牌位共祀，所以家屬便會將神主牌移請到齋堂或姑娘廟奉祀，也有些民眾會
奉祀於家中旁廳角落，待到死者冥齡到了適婚年紀時，有些家屬便為其安排婚嫁，而且會準
備一筆豐厚的「嫁妝」當作是祭祀牌位所需之費用，冥婚忌說「娶神主牌」，而是稱「娶香煙」，
流程與一般正式婚禮大致相同，但不必合八字與舉行喜宴，會娶香煙的男子，多半是被算命
迎娶她的牌位；這類型的情況鄰里都會稱許男子有情有義，將來當受保佑；還有因家庭貧苦，
為了經濟上考量而答應的；另有一種被迫的情形，如男子在路上撿到一個包袱，打開後發現
都是白花花的錢幣，本以為走偏財運時，發現包袱內還有一個紅包，裡面放著一張寫著生辰
八字的字條，正感到納悶不解，便一群人蜂擁而上，並稱呼他為「姊夫」還是「女婿」之類的，
這群人會宣稱這是神明指示與註定的姻緣，撿到錢的男子也不敢違背神明指示，也就因為這
樣結成了親家，而因為「死者為大」，不論年齡大小，男方陽世的妻子都必須稱呼祂為姊姊，
而且要以姊姊娘家女兒的身份，在婚喪喜慶時成為「娘家」的一員，行女兒之禮，現早逝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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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算出有「雙妻命」，為化解宿命而用；也有人是因為未婚妻（女友）亡故，基於情義而

子的牌位與遺骨都可以寄祀在寺廟或齋堂中，另支付廟方一筆經費，便可永久寄祀，冥婚的
禮俗也就逐漸漸少了。115

人有生即必有死，故有慶賀誕生之俗，則亦有哀悼死亡之喪禮，死是普遍較避諱的詞彙，
複，且又奔波勞累，對於正逢親人離世之痛的喪家而言實非一項易事。
喪禮原為民間最繁雜之生命禮俗，卻隨著時代遞進而減失，如現代喪禮對死者悼念祭祀

歲時與禮俗

故喪禮的儀式與意涵普通人並不甚理解，現代喪禮多找企業、道士等為之代辦，不但儀式繁

第四章

參、喪葬禮俗

之禮僅剩「頭七」、「滿七」、「百日」、「對年」，且亦簡化為簡單的敬拜祭祀。以往需
守喪三年之「做三年」習俗，或「做七」習俗，對於現代社會來說並非易事，因此大多不存，
且火葬取代土葬的形式已經越來越多。面對喪禮趨向快速簡化，現代因應出現固定的作業程
序，例如由專人包辦處理。大致上現今尚存之儀式有拜飯、腳尾飯、燒腳尾錢、作三旬等等。
其他如乞水、乞飯、淨身、套衫、接大厝、割鬮等早期習俗已然消失，以下就部分喪禮儀式
進行敘述。

一、入殮前
入殮前係指由搬舖到死者斷氣後的一切禮俗。首先，為避免死後「夯床枷」或找不到回
家的路，民間多將臨終者由床舖或外地盡速搬回家中大廳，分男左女右面向大門安置等待斷
氣，此稱為搬舖。於家中等待臨終者斷氣時，為避免神靈沾染不淨，須以紅布將神明與祖先
牌位遮住，若不幸在外斷氣，則怕往生者魂魄回家之時被家中門神阻擋，故於戶外搭棚架設
置靈堂。現多轉至殯儀館設置靈堂。

115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4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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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人逝世後，需於腳邊設置腳尾燈、腳尾飯，並且不間斷地焚燒腳尾錢以至入殮，現多
簡化焚燒腳尾錢，只象徵性焚燒數張後便直接置入冷凍櫃中。此後，家屬開始豎靈，並輪流
守靈，且必須防範黑貓或動物，由死者大體上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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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女喪，則需通報娘家，並等待娘家親人到來後，方可入殮，此稱為「報外祖」。昔
時報外祖儀式，須由孝男帶一白一黑兩塊布跪在外祖父母家門口哭泣，直到母舅將其扶起，
請孝男以水漱口後再行報喪，外家需收下白布退還黑布；並擇時日至女方夫家祭祀、慰問。
入殮前，須先乞水，以便幫死者淨身、套衫。棺材到來之時，則進行接棺與祭大厝儀式，
由道士為死者辭生，部分人家仍保有入殮前割鬮儀式，入殮後的拼腳尾現今則由禮儀公司收
回。

二、治喪禮俗
喪家開始籌畫喪禮時，親朋鄰居都會來幫忙，男性幫忙採購、搬運、打掃，女性幫忙縫
紉孝服與煮點心。從孝服的顏色與式樣可以看出穿孝服者與死者之間的親屬遠近，與死者親
玖

屬愈親穿著的孝服愈重，孝服的顏色有五種類別，代表著不同意義：麻：死者之子、媳、未

文資篇

嫁女兒、長孫；苧：死者之孫、甥、姪、出嫁女；青：與死者之孫同輩份者，稱死者曾祖父；
紅：死者之玄孫；黃：稱死者為高曾祖（正五代）；白：外親所穿，以及與死者沒有血緣關
係的同輩。116

三、入葬禮俗
入殮後即擇日安葬，並舉辦家祭、公祭，由披麻帶孝之親友向已逝親人致意，參加公祭
多奉上白包予家屬，慰問金以單數為主，公祭時按照親屬關係由近而遠依次祭祀，結束後由
道士引導家族長輩（父喪）或母舅（母喪）進行封釘儀式，口唸：「一釘東方甲乙木子孫代
代受福祿，二釘南方丙丁火子孫代代發傢伙，三釘西方庚辛金子孫代代發萬金，四釘北方壬
癸水子孫代代大富貴，五釘中央戊己土子孫壽元如彭祖。」，其後由道士帶領遺族繞行棺木
三圈，後由鄰人協助抬棺發引，今多由禮儀公司人員負責。現代因道路交通問題，於發引後
隊伍往前約走數十步，即立刻回頭向親友道別。
現代喪禮多以火葬為主，發引儀式後，較無安葬之問題，於火葬場做祭拜後，便由長子、
長孫按送進鈕焚燒屍體，並由道士為亡靈安入骨灰罈。家屬此時則回家中，準備進行點主事
宜。昔時點主多由功名者、地方官員、士紳執筆；現多由地理師、道士為祖先牌位點主。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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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258-259。

四、葬後禮俗
葬後，有所謂「作七」儀式，作七多以「頭七」、「三七」、「五七」、「滿七」為主，
民間咸認為死者於頭七夜晚會回家見親人，當晚家屬需祭拜秦廣王，焚燒庫錢與紙糊生活用
之時需燒庫銀，現俗多與三七合辦。滿七即滿四十九天，亦需焚燒庫錢，昔時還需舉辦「師
公戲」，今已漸無。亡者過世滿十日需祭祀，稱「作旬」，「百日」即為過世滿 100 天，「對年」
即為過世滿一年。現今作旬、百日、對年等都僅餘祭拜，少部分人於對年時會焚燒庫銀。而「合
爐」則指新亡親者之爐入祖先香爐，並將亡者姓名寫入祖先牌位中，多請道士處理。

第二節、歲時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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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現多以焚燒紙糊金山、銀山取代。三七又稱「查某仔七」，現以祭拜藥王為主。五七

壹、舊歲與新年（過年）
自農曆 12 月 24 日「送神」開始，便象徵臺灣「過年」禮俗正式展開，農曆 12 月 24 日又
稱「筅囤日」，是大掃除的日子，亦是除舊布新迎接新年的到來。這一天需要清理香爐，將
諸神要回天庭述職，所以民眾會準備米香、糖、餅等甜的祀品祭神，並燃燒「四色金」、「甲
除夕前一天晚上 11 點後，宜蘭地區民眾開始陸陸續續地「拜天公」，「天公」是無形的至高
神祇，祭拜用的桌子需以長凳架高，或以金紙壓桌腳，以示崇高，祭拜時除了豐盛的三牲酒
禮外，還要有 12 碗「素菜碗」，諸如：金針、香菇、木耳、方糖、花生之類的乾料，而三牲

歲時與禮俗

馬」讓神明當作駕騎騎回天庭，希望祂在玉皇大帝面前多美言幾句，以庇佑家庭和樂、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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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腳拔出，並抹平、整理香灰。比較講究禮節的家庭還會舉行送神儀式，相傳這一天灶君與

酒禮中的雞，不可使用母雞，須為閹雞。
除夕當天除了祭拜神明、祖先，還要拜土地公、地基主、貼春聯，晚上則準備豐富的飯
菜全家圍爐，圍爐的菜餚都需準備雙份，而飯桌上一定要有「長年菜」與「菜頭」，取其象
徵「長命百歲」與「好彩頭」之意，若有親友因故無法趕回家裡圍爐，家人也會在飯桌上為
其留一個位子與一碗飯，飯後長輩會發紅包給小孩，小孩也會講吉祥話祝福長輩，而發紅包
這個習俗又被稱作是「磧年」。有些民眾在除夕夜裡會徹夜不眠地「守歲」，也有些民眾會
更早入睡，以便大年初一早起「賀正」。以下，就宜蘭地區除夕後的習俗儀式，按日陳述。117

一、正月初一
是日清早，年女老少都換上新衣，準備祭祀神明、公媽，而當天早上不能動刀興葷，故
民眾會準備一些土豆（花生）、醬瓜、芹菜、豆干等素齋菜持早齋，邊吃邊低喃：「吃豆才
會吃到老老老，吃芹菜才會輕鬆，吃豆干才會做官」，以討吉利，此外，開門時尚須選定農
民曆上的良辰吉時，並燃放炮竹，稱之為「賀正」或「開正」，出門的方向也要參考農民曆

117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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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指示，如農民曆上記載「大吉東南方」，出門的第一步便要往東南向走，俗稱為「行春」。

二、正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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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日是出嫁的女兒回娘家「作客」的日子，又稱為「請子婿」，傍晚時便需回家，不能
留在娘家吃到底。宜蘭地區有一舊俗：若女兒連續三年無法在大年初二回家省親，需寄一兩
件衣物回娘家，才能再度回娘家探親，否則須待十二年之後才能再回去，要等到殺豬公（大
慶典）時才能回去，回去時還不能從正門進入，要躲在籬笆外等到殺豬公時，豬開始哀叫後，
才能從後門進入。

三、正月初三
當天晚上，俗稱為「老鼠娶親」，不能留任何一盞燈讓老鼠照路，以免牠繁衍後代，另
有一說不打燈以免破壞牠的好事，乃是強調民眾應作休息以調節身心，故民間亦有俗諺謂：「初
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飽」。

玖

四、正月初四

文資篇

初四「接神」，相傳當天是神明自天庭回到人間的日子，一直要到初五「隔開」以後，
各行各業才恢復正常作息，老闆也要擇一良辰吉日，準備牲禮在工廠門口、店門口拜拜，員
工參與開工、開市也會得到老闆餽贈的紅包。

五、正月初九
為玉皇大帝的聖誕日，當天清晨開始，家家戶戶將供桌用長椅架高，以牲禮、茶酒、花
果致祭，並焚燒大型天金、壽金祭拜玉皇大帝。

六、正月十四日
當天晚上需準備隔天清晨祭拜三界公的祭品，除了紅龜粿、發糕、牽仔粿，還要準備用
金紙墊高桌角的三界桌，一桌擺放素齋、一桌葷食、一桌放置茶酒與花果，面向門口祈拜，
而蘇澳地區的琉球移民在這一天則是祭拜自家神明公媽。

貳、元宵
元宵又稱「上元節」，是三界公中的「天官大帝」聖誕日，當天除了祭祀三界公外，尚
有許多民俗活動，臺灣民間又稱此日為「小過年」。
燈會是元宵節裡最具特色活動，婦女在賞花燈時，會刻意在花燈下遊走。以祈求「鑽燈
814

腳，生卵葩」，許多寺廟張燈結彩外，還會舉行猜燈謎與演戲酬神，有些寺廟還會有「乞龜」
（或乞紅柑）活動，值年爐主、頭家或是還願的信眾會以各種材料製成米龜、麵線龜、糕仔龜、
風片龜、米糕龜等，供信徒擲筊求乞，乞得神龜後，帶回家中神案奉祀幾天，再分切給家人「吃
平安」，第二年再奉還回量更多的神龜，此外，當天夜晚還有未婚女性到田裡「偷挽蔥」與「偷

參、土地公生
農曆 2 月 2 日，為土地公生，蘇澳地區居民皆會準備三牲酒禮，到村庄內的公廟或土地
公廟祭拜福德正神，農民會用竹枝夾福金插於田中，以求豐年，村里內有組織「土地公會」
者也會在這一天聚餐「吃福」，吃福後便擲筊選任新爐主，過去農業社會時代，常因農田水
利的問題發生跨越家族、宗族的紛爭，因此土地公會的地域性極強，土地公會則有連絡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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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菜」的習俗，取其諧音以求嫁好尪或嫁好婿。118

感情、調解糾紛的功能，土地公生的祀典活動也就見其重要性。119

肆、清明
清明節除禁火寒食、祭祖掃墓之外，尚有踏青、盪鞦韆、蹴鞠（足球）、拔河、鬥雞等節俗
活動，踏青則成為附帶功能。臺灣的清明節定在國曆四月五日，亦稱「民族掃墓節」，當天
的民俗活動可粗分為「培墓」跟「壓紙」兩種，培墓需備妥三牲（新墓則需五牲），壓紙（或
稱獻墓紙）只有培土與除草，稍微清理墳墓而已；一般而言，新墓（新葬或拾骨遷葬）要連

歲時與禮俗

活動，也有插柳、戴柳避邪等習俗，至清代各種節俗已少見，祭墳掃墓成為清明節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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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原為廿四節氣之一，至唐代結合寒食、掃墓等習俗，清明乃從節氣轉為節令，唐後

續培墓三年，如家中在過去一年內曾迎娶新娘或生男孩也需要培墓。
培墓的祭品通常有豬頭（新墓才需要）、雞、魚、豬肉、魷魚等牲禮和麵龜、米糕、鼠麴粿、
花生、發粿、丁仔粿、菜頭、韭菜、蛋等等，這些祭品都還有祥瑞的象徵寓意，慎終追遠之餘，
也祈願祖先能必有後世子孫。
臺灣的墳墓前方有「后土」或「福神」牌位，代表管理墳墓的土地公，宜蘭地區的墳墓
尚有「龍神」座，象徵地理上的龍穴、龍脈。掃墓時先拜后土再拜龍神，最後再祭拜墳墓，
祭儀之後要壓紙（掛紙），壓紙是表示為祖先修蓋屋瓦之意，壓紙時用小石塊將墓紙壓在后土、
龍神及墓碑上，墳墓上依前後左後中後各壓三張，而墓紙有黃色和五色兩種，黃色墓紙又稱
古紙，在漳州移民地區最為常見；泉州移民地區則多以用五色墓紙。
掃墓之後要剝鴨蛋殼丟置墳上表示脫殼，然後焚化紙錢與燃放鞭炮，通常后土使用福金，
龍神焚燒刈金，墳墓則焚燒銀紙和刈金。早期農業社會，掃墓之後還要將部分祭品和硬幣分

118
119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78-79。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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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給墓地鄰近的牧童，請他們幫忙看理墳墓，不要踐踏墓園，這種習俗稱之為「挹墓粿」。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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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文資篇

【圖 9-4-1】蘇澳地區端午競渡（呂盛賢提供）

伍、端午
臺灣各族群對端午節又通稱為「五月節」，是結束春季進入夏季的重要指標節日。端午
節習俗繁多，諸如：拜公媽、食粽、插榕枝、掛艾草、戴香包、立蛋等習俗，端午節儀式並
非只有一日，由端午節以前的包粽子時間開始，至龍舟競渡結束謝江此一時間，有些地方長
達 6 日、10 日不等。
蘇澳自日治昭和時代起便有舉行龍舟競渡之習俗，戰後由蘇澳區漁會主辦，1980 年代
改由蘇澳鎮公所接手後，便輪流於第一、第二、第三漁港舉行，賽前還會有淨港、祈福等儀
式 121。而淨港儀式主要功能有二，一是透過祭祀水神達到驅除邪煞、潔淨水域的意涵，再者透
過焚燒大量金銀紙錢，慰撫水中孤魂，是為普度之延伸；但現代端午競渡活動，祭祀儀式多
簡化行之，許多競渡的參與者，甚至不會參加相關祭典儀式，賽則化的競渡活動，競渡者通
常只在乎比賽的輸贏，競渡的信仰內涵逐漸淡化，往昔競渡的熱鬧祭典不復再見，但增加比
賽過程的刺激性與趣味性。122

120
12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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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自林茂賢，《台灣民俗紀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5- 頁 16。
參見楊宜敏，〈蘇澳龍舟賽限藉 今年報名少 4 隊〉，《自由電子報》，2013 年 6 月 5 日，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
com.tw/2013/new/jun/5/today-north19.htm，最後上網日期：2013 年 7 月 31 日 12：23。
參見溫宗翰，《台灣端午節慶典儀式與信仰習俗研究》，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頁 99-102。

陸、七夕
臺灣民間稱農曆七月七日晚上為七夕，相傳這天晚上牛郎星和織女星將於銀河上進行一
年一度的會面，是故，家家戶戶會在庭院或走廊上擺一香案祭拜織女星，香案上不擺酒席，
女紅會做得更好，民間習稱「乞巧」，所以七夕也被稱為「乞巧」。
另外，臺人亦有舊俗於七夕當天，在門外掛一籃水果，如果碰到女孩，可向她「借緣」，
將籃子中的水果給女孩，對方同時還一個給男孩，這樣不一定就此為對象，此生不能成雙，
還有來世，所以在臺人民間信仰中，織女星也被視為掌管姻緣的神祇，稱之為「七娘媽」123
，而七夕這一天，也是七娘媽的聖誕日，故又稱為「七娘媽生」，宜蘭地區習以車輪粿、米
糕、麻油酒雞、花、粉、境在家門口祈祝七娘媽壽誕，相傳七娘媽除了掌管姻緣，也是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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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擺設水果，若無水果，則以菱角、蓮藕祀之，許多女孩子也會鑽到香案底下穿針，如此，

的守護神，所以家中有孩童者，在七夕這一天，長輩會為其「換串」124 ，讓孩童戴一下在收
放於家廳的香爐旁，直到 16 歲「脫串」
為止；當天還要祭拜床母，整個祭拜
儀式不能進行太久，小孩才會「好搖
第四章

飼」。125

歲時與禮俗

柒、中元
農曆七月最盛大的祭典，無疑是
七月十五日的中元普度。中元普度乃
是道教的「中元節」和佛教「盂蘭盆
會」的結合。魏晉以來，佛道融合成

【圖 9-4-2】蘇北晉安宮普度法會山珍海味（溫宗翰拍攝）

為民間信仰，將神佛混為一體乃民間
信仰的普遍現象，於是普施眾僧的盂
蘭盆會，演化成普度餓鬼的習俗，再
與道教中元地官是赦罪的信仰融合，
就形成了中元普度。
臺灣的普度分為公普和私普，公
普是地方寺廟舉行法會，聘請僧侶或
道士作法施放焰口、普度孤魂野鬼；
私普是指各行各業自行協調一天，各
同業、氏族也會聚集市場、車站、工

123
124
125

【圖 9-4-3】蘇澳永春里普度（溫宗翰拍攝）

參見自劉寧顏主編，《臺灣勝蹟採訪冊 • 第六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1 年，頁 240。
用紅絲線、棉線串銅錢，七夕當天更換新線。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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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4】蘇澳地區端午競渡（呂盛賢提供）

玖

寮進行普度儀式，而民間在自家門口擺設祭品進行普度，則稱為家普。公普的儀式接近佛教

文資篇

盂蘭盆會，私普祭典則近道教中元節形式，中元普度的對象是孤魂野鬼因此儀式也與一般祭
典不同，普度時供桌需擺設在門外，不可「請鬼入厝宅」，桌下放置一盆清水，盆上覆蓋毛巾，
並備髮梳、鏡子、春仔花、白粉等供好兄弟梳妝打扮。
中元普度祭品之豐盛為所有年節之冠，祭禮時間也最長。各寺廟、市場所舉行的祭典常
有「看牲」，是以雞、鴨、魚、肉，等牲禮製成的各種造型，看桌則是以捏麵製成的各種主題，
兩者皆是觀賞性質的供品。126
宜蘭傳統的七月普度活動，自農曆 6 月最後一日到 7 月底，各街市的頭人擔任首事，每
處廟宇值年爐主公辦盆祭費 127，張羅普度事宜。
農曆 6 月最後一日晚上，各市場商販主持放水燈儀式，水燈以竹管灌火油 128 ，前頭分刻
成四片，再用粗紙捲緊，放進火油裡浸濕、燃點。例外，宜蘭地區的普度還有一項特殊的「粧
藝閣」，在牛車上固定好高約 3 尺的旋轉台，臺上有椅座，由小女生化裝成仙女坐在上面，
下面則由小男生輪流用手絞動旋轉臺的齒輪。129
蘇澳地區的普度除上述儀式外，蘇西里寶山寺的普度法會以釋教方式進行，晉安宮與蘇
澳各地的普度儀式都有特殊的「鏡桌」擺設。
126
127
128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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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自林茂賢，《台灣民俗紀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頁 21- 頁 22。
由首事捐派，名為斗燈金，由該廟轄下人民，捐題足數，作為該廟三左建醮及蘭盆會費用。
花生油。
參照自林正芳，《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169-172。

【圖 9-4-6】蘇澳地區端午競渡（呂盛賢提供）

捌、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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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5】蘇澳地區端午競渡（呂盛賢提供）

在臺灣，中秋節乃是結合祭祀禮儀的節令，傳統農業社會「春祈、秋報」是民間於每年
度必做之祭儀，春祈即是農曆二月初二日之頭牙祭祀；中秋節則成為秋報的代表時間。所謂
春祈、秋報乃意指農民向土地之神祈求農作順利，並回以報償之祭祀行為。

在當天夜裡到鄰近菜園裡偷蔥和菜的禮俗，乃取「偷挽蔥，嫁好尪；偷挽菜，嫁好婿」之意
涵。130 而 1980 年代起 131 ，臺灣民間開始出現中秋烤肉之習慣，演變至今，儼然成為現代家庭
渡過中秋節的風俗民情；此外，蘇澳地區昔以「盪鞦韆競賽」歡慶中秋節，競賽過程中，選

歲時與禮俗

麻糬等，以祈求來年農作之順利。此外，中秋節有部分禮俗與元宵節雷同，如未婚女子必須

第四章

蘇澳地區在中秋節這天，各地有祭拜土地公之禮儀，其祭品必須準備牲禮、月餅、文旦、

手在巨型鞦韆下擺盪到最高點，並伸直了腳欲踢中懸吊在半空中的鈴鐺，踢中鈴鐺最多下者
為勝，並可獲得豐厚獎賞。132

玖、重陽
農曆 9 月 9 日，稱之為「重陽」，9 為陽數，日月並應，俗嘉其名，這一天也是敬老尊賢
與慎終追遠的日子，宜蘭地區許多社區發展協會與長壽俱樂部在重陽節會舉行聚餐與慶祝，
地區居民也會準備芋仔粿、烏草仔粿、菜飯，祭拜祖先牌位。133

拾、立冬
立冬為廿四節氣之一，是進入冬天的第一個節氣，習俗於立冬之日，必須要有進補之飲
食習俗，而對過去之農業社會而言，立冬進補絕對是民間調節作息的時日。臺灣俗諺謂「補

130
131
132
133

參見自劉寧顏主編，《臺灣勝蹟採訪冊 • 第六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1 年，頁 239-240。
參考張仁豪，〈中秋烤肉

成了新時尚〉，《聯合報》，16 版：生活資訊，1993 年 10 月 2 日。

參照自簡榮輝，〈中秋盪鞦韆風雨無阻〉，《聯合報》，B1 版：宜花運動，2013 年 9 月 20 日。
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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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補嘴孔」，指出立冬時節與進補的人民想像。立冬是臺灣人重要的調劑節日，此日吃麻油
雞酒或者是福圓米糕、中藥燉雞等，在蘇澳地區普遍可見立冬進補之習俗。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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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冬至
臺灣民間通稱冬至為「冬節」，最主要的民俗為搓湯圓祭拜家中供奉神與地基主，同時
也進行祭祖。湯圓象徵圓滿、團圓，也具有「取圓以達陽氣」諸之意。而臺灣舊俗中，民眾
會將湯圓糊在車窗、桌櫃、畜欄、水井等處，謂之「糊圓仔丁」祈求「出好丁」（生男兒）。
傳統農業社會中，冬至是田地買賣簽訂契約之日，也是地主和佃農決定明年是否續租耕地的
訂約日。田地買賣和租佃續約選定冬至，揆其用意應是冬至時農作物都已收成，產權較為清
楚之故，現代社會則不以此俗為習，蘇澳地區冬至習俗流傳至今，僅存吃湯圓慶團圓的習
俗。135

拾貳、尾牙與作牙
尾牙是屬於勞資共聚的民俗節令。古代期約易物稱為「互市」，唐代因書「互」似「牙」，
玖

故轉書為牙。自唐宋稱交易仲介者為牙人、牙檜、牙郎或牙保；以經營貿易為業之商行稱為

文資篇

牙行；營業執照是為「牙帖」；營利所得稅稱為「牙稅」；佣金則謂「牙錢」；而每月初二、
十六日供員工肉食即為「牙祭」。
臺灣的作牙是工商界專有的習俗，其他行業並不舉行；然目前絕大多數與生意往來互利
有關之行業，亦會有作牙儀式。作牙多在商店門口擺設香案祭拜土地公，其規模較一般祭典
簡略，是屬於個別祭祀。作牙之後的祭品通常用來分享同仁犒賞員工，因此作牙並不僅是商
人求財祈福的宗教祭儀，也是僱傭之間交流聚會的聯誼活動。作牙餐敘在傳統社會中成為勞
資溝通、協調最基本方式，其中又以年終尾牙最為盛大隆重。
往昔僱主決定員工來年去留，都選訂在尾牙餐會揭曉。俗諺云：「吃尾牙面憂憂。吃頭
牙撚嘴鬚」，意謂尾牙宴事關工作去留，因此員工赴宴時總是提心吊膽，面帶憂容。頭牙宴
代表職位已獲得慰留，故能歡喜從容。可見尾牙確實令員工感到不安，特別是在勞工權益未
受重視的傳統社會。136

134
135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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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容、鄧淑慧、江寶月等合著，《宜蘭縣民眾生活史》，宜蘭縣政府出版，1998 年，頁 86。
參照自林茂賢，《台灣民俗紀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頁 25- 頁 26。
參照自林茂賢，《台灣民俗紀事》，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 年，頁 27-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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