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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近年世界各地文化資產保存的議題漸受重視，六堆地區的客家人於

康熙年間至屏東平原開疆拓土、繁衍生命，歷經兩三百年之久，在重視

傳宗接代、生命繁衍和歷史的磨合下，孕育出豐富且富在地色彩之生育

禮俗文化，惟時代日新月異，此充滿繁文縟節之傳統生育禮俗文化已不

再受重視，面臨消逝的危機。研究者身為客家人，對客家文化的傳承有

份使命感，深覺有必要將此逐漸消失的客家禮俗文化記錄下來，讓珍貴

的客家文化資產得以保留。 

  本研究以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為探究對象，範圍始自懷胎之孕育，

至胎兒出生到周歲的各個階段為主。透過質化的深入訪談法，蒐集及記

錄流傳於六堆地區的傳統生育禮俗文化，再以文獻分析法、實物分析法

及生育禮俗相關理論做論述依據，釐清傳統生育禮俗文化之特殊性及其

所蘊含的文化意涵，進一步探討在現代社會轉化及傳承、保存的方式。

本研究發現六堆傳統生育禮俗文化之意涵與價值有四： 

  一、重視傳統文化、氏族及祖先的敬重，反映「崇祖念本」之生育禮 

      俗。若喜獲麟兒，總認為是祖先的庇佑，必以豐盛之三牲素果來 

      祭祀祖宗，尤其是在新生兒出生第三天的「洗三朝」、「滿月」及 

     「周歲」；到了清明祭祖時，還不忘準備「新丁粄」至墳前祭祖， 

      以告慰祖先在天之靈，並庇佑子孫平安。 

 二、重視父權、族群繁衍、強調香火傳承的「重男輕女」之生育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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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在「祈子」習俗、生子的祭祖，或是生男孩才依倫序命名、 

      美濃地區十二朝的「送薑酒」，就連慶生的禮品都體現此重男輕女 

      文化現象。但近年女權受重視，有些地區生女兒也可參加拜新丁 

      活動。 

 三、敬重天地神靈，離不開「宗教信仰」之生育禮俗。始自婦女未孕 

      的祈子，到懷孕的護產、安產，至新生兒出生的各個階段，為求 

      平安長大都訴諸神靈的幫助以祈庇護。但在祭祀供品上反映六堆 

      地區之特色，如盤花及早期客家婦女梳「三把頭」髮髻的紅線等。 

 四、醫學及科學知識不發達時代，充滿「禁忌」之傳統生育禮俗。由 

      於重視生育，加上舊時的醫療環境差，和相信胎神及神靈的信仰， 

      又基於愛護產婦及胎兒等等複雜的因素，讓早期婦女的懷孕、生 

      產及坐月子，蒙上「神秘」的面紗，衍生出許多生活中的禁忌。                                                   

    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文化是客家先民在六堆地區世代生活經驗的

智慧累積，也是客家民族的精神文化內涵，相當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資產。

本研究建議有三： 

  一、應結合鄉土教學及教材編纂方式來傳承生育禮俗之文化，讓學童 

      從小就奠定對生命的尊重，學會人與人之間的人文關懷及情感交  

      流，共創充滿溫馨和諧的社會。 

  二、透過生育禮俗文化的展示與典藏將之保存及展示，用數位的方式  

      來典藏管理，並將之拍成影音紀錄片，再透過各地的放映，讓客 

      家文化得以保存及發揚。 

 三、將富文化意涵的生育禮俗文物，給予創新及活化，設計成各種「趨  

      吉避凶」的圖騰，結合時下的生活用品、衣飾，讓傳統生育禮俗 

      的美好祝福體現在衣飾、文具，以發揚傳統客家文化之美，及再 

      創六堆客家地區的文化商機。 

 

關鍵詞：六堆、生育禮俗、妊娠、做月子、送薑酒、拜新丁、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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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Emperor Kangxi eras of Qing Dynasty, 

Hakka people arrived in Pingtung, settled down on this fertile flatland, and 

multiplied their descendents for nearly three centuries. With a strong passion 

for their ancestral line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Hakka people have created a 

fascinating birth custom combined with local history as time passed by. With 

the rapid changes of society, however, people start to overlook the   

complicated formalities that have been observed by their ancestors for 

generations. Just like all other complicated formalities, the birth custom is 

likely to be forgotten sooner or later. As a Hakka descendent, the author has a 

strong sense of mission to preserve Hakka culture and to record the rites of 

procreation as well as the nurturing culture that belong to Hakka people, 

allowing the valuable Hakka cultural heritage to pass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traditional birth custom in Liudui with 

emphasis on pregnancy, birth, gestation, and baby’s new full year of life. 

Using 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the author gathered and record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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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al birth custom that is known to local residents in 

Liudui, followed by discussions based on documentary analysis, material 

object analysis, and birth custom theorems in an attempt to find out the 

uniqueness of the traditional birth custom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behind it, and with the findings stated above, the author examined how the 

birth custom is transformed, inherited, and preserved in today’s society.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identified the implications and values of Liudui birth 

custom as follows: 

1. Hakka people maintain a heartfelt respect for their traditional culture, clans,  

and ancestors. The respect is manifested by their lofty belief in the birth 

custom that features “Reverence to ancestors and adherence to the roots.” 

Hakka people attribute the birth of boys to their ancestors’ help, offer 

Three Sacrifices (poultry, fish, and hog) and fruits as a gift to their 

ancestors, and thank the ancestors for the birth of boys. Offerings are 

presented to ancestors in many occasions, for example, in the “bathing 

baby” ceremony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baby was born, in the “full 

month” ceremony, and in the “baby’s one-year old” ceremony. On the 

tomb-sweeping day, Hakka people burn incense and offer Xindingban 

(literally new birth cake) at the graves of their ancestors to comfort the 

spirits of the deceased and to pray fo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2. Hakka birth custom stresses patriarchy, prosperity of descendent groups,    

and kinship inheritance. People follow the male-preference tradition in 

many ways. For example, people pray for having boys instead of having 

girls, people worship ancestors when boys are born, only boys are allowed 

to be named under the families’ generational system, people in Meinung 

Town of Kaohsiung send Ginger Ale to friends and relatives on the 12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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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after boys are born, and people prepare different birthday gifts 

according to babies’ genders because they prefer sons to daughters. With 

the increasing women’s right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many people have 

arranged Bai Sin Ding festivals (literally celebration of the new birth)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girls.  

3. The respect for the gods of heaven and earth is a part of the birth custom.   

People pray to gods to protect their babies in all birth stages, such as the 

prayer for having boys, the prayer for a safe pregnancy, and the prayer for 

safe delivery of babie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Liudui regional 

features are seen in the offerings prepared for the gods, such as discoid 

flowers as well as the red threads in women’s hair-coils.  

4. In the early days, people were short of medical and science knowledge, and  

  believed in many contraindic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birth custom. Birth   

  was very important but medical equipment was underdeveloped and  

  insufficient to serve the birth needs. People had to believe in the fetal gods  

  and deities for the safety of puerpera and fetus. The belief in deities was  

  intended for the safety of puerpera and fetus. Yet, many contraindications  

  were created along with the belief. To ensure safe pregnancy, safe delivery  

  of babies, and safe postpartum care, pregnant women were prohibited from  

  doing certain things for a number of “mysterious” reasons.  

    The birth custom in Liudui Hakka community represents the wisdoms 

passing down from Hakka ancestors, signifies Hakka cultural essence, and 

serves as an iconic cultural heritage in Taiwan. Based on the discussions 

stated above, the author presents tangible recommendations as follows:  

1. To integrate local cultural teaching activities into curriculum in order to   

  inherit the birth custom, allowing schoolchildren to learn how to respect   

  lives and how to interact with the other affectively so as to crea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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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monious society,  

2. To preserve the birth custom using digital means and to exhibit the   

  digitalized birth custom to the general public, to produce documentary  

  films for public viewing, allowing Hakka culture to be preserved and  

  promoted one step further, and.  

3. To renovate and energize the birth custom relics, incorporating the relics  

  into all kinds of totems featuring “pursuing good fortunes and avoiding  

  disasters,” and integrating the totems into daily necessities, clothing and  

  ornaments, allowing the best wishes accompanied by the birth custom to be  

  seen in the clothes and stationeries so as to promote the beauty of Hakka  

  culture and to create the cultura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Liudui Hakka  

  community.  

 

Keywords: Liudui, Birth custom, Postpartum care, Giving Giner Ale, 

Bai Sin Ding, Full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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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之探究 

第一章 緒論 

在人類各民族的文化現象中，一般都非常重視社會成員的生命歷程：

從誕生、成年、結婚、生育、以至死亡等階段，都是不同的重要生命階

段之變化。而為了區隔前一個生命階段的結束，並迎接下一個生命階段

的來臨，在不同社會文化的習俗信仰傳承下，就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生命

禮儀(李秀娥，2003：20)。客家，因為長久以來流離顛沛歷經多次遷徙，

塑造出傳統習俗，對生命誕生非常敬慎的態度(朱勝斌，2001：300)。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六堆客家地區的「生育禮俗」。始自懷胎之孕育開

始，至胎兒出生到周歲的各個階段為研究範圍。早期六堆地區客家人對

生育禮俗之重視，衍生出六堆特有的生育禮俗文化和各種禁忌及信仰。

透過此論文來多方蒐集、訪談和觀察，以探究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的

文化內涵。本章內容就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範

圍限制、研究流程與方法及文獻探討分別敘述。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生」之喜悅，每個民族皆然，它象徵著生命的延續，亦代表著一

個家族的興盛與綿延。追求生命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續，重視人類自身的

生產，這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整個氏族乃至人類的綿延繼續。這種強烈的

生命意識，在客家人中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中是隨處可見的(劉錦雲，

1998：133)。 

   「六堆」居民多係廣東嘉應州遷徙而來的客家人，其語言、民情、文

物、禮俗、信仰等，雖歷經幾百年之久，仍保有原鄉─嘉應州及閩西等地，

主要是程鄉(梅縣)、鎮平(蕉嶺)兩縣的傳統，保留傳統中原古風(楊雪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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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六堆客家人因對傳宗接代及家族綿延的重視，對生命中的每一

階段關卡，皆「行禮如儀」慎重以對。從婦女之妊娠、新生兒出生的各

種禁忌與禮俗，到滿月、四個月、周歲、成年…皆有豐富及多采的生命

禮俗，它豐富了六堆的民俗文化，也維繫著親情間的連結互動，更展現

著濃濃的人文關懷。 

    研究者於民國 102 年進入客研所鑽研客家文化，就學期間接連升格

當外婆，還沉醉在初為外婆的喜悅中，就面臨著一連串的生命禮俗所考

驗。首先要面對的即是要如何幫外孫「做滿月」?接踵而來的就是四個月

的「收涎」，和周歲「做對歲」…等禮俗。「做滿月」時需要添購那些衣

飾、金飾及禮物給外孫?四個月的「收涎」要掛幾個餅?要如何收涎呢?「做

對歲」又有哪些禮俗和學問?其中的意涵為何?研究者雖曾經歷「生兒育

女」的經驗，亦曾歷經子女的種種「生育禮俗」過程；但因研究者育有

三女，未曾為夫家添一男丁。故一切生育禮俗「從簡」，又因身為桃園龍

潭客家人的關係，娘家媽媽依著自己的生活經驗─「北客」的生育禮俗，

幫外孫做滿月。因此，「六堆生育禮俗」對我而言，是「陌生」的，只好

求助鄰里長輩，方知六堆地區早已不興此禮俗，亦深深地感觸到傳統生

育禮俗文化已隨著時間的遞嬗，與科學和醫學技術的進步，諸多禮俗之

細節早已被淡忘，或根本不知此禮俗文化。轉而求證耆老時發現，早期

六堆客家人對生育禮俗的重視，其文化意涵之豐富與精采，細節之講究

可說處處是學問，其中又充滿著人文的關懷，是一門精彩的「民俗學」。

研究者身客語薪傳師，又在學校傳授鄉土語言，對傳承客家文化更有份

使命感，憂心六堆族群在此傳承近三百年的「六堆客家生育禮俗」，就

因我們的「無知」與「不知」，和「怕麻煩」的種種心態下，就此終結

了嗎?現在不將此禮俗文化採集與記錄下來，要待耆老凋零，還是待此禮

俗文化「消失」時，而徒留遺憾? 

    文化資產乃是人類社會學中經由世代傳承襲留下來的相當珍貴的財

產，反應了一個社會、地域主要的特色(謝宗榮，2007：4)。禮俗構成民

族文化的特色，迄今人們生活中還經常遇到和履行着各種各樣的禮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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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禮俗這宗文化遺產，加以整理、分析批判和繼承，正確地為現代

社會生活提供借鑑和選擇，應該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王貴民，1993：

1)。在全球重視文化資產保存下，研究客家文化成為顯學。故萌生研究「六

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的念頭，欲藉此機會來探究與還原早期六堆客家人

如何行「生育禮俗」?有哪些禁忌及良風善俗?其中的學問與意涵為何?將

六堆即將消失的珍貴禮俗文化加以彙整、分析並做紀錄，讓世人得以認

識六堆的傳統生育禮俗，以發揚客家優良的傳統民俗文化，讓客家珍貴

的文化資產得以薪火相傳。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研究屬傳統之生育禮俗文化，因時代的變遷，社會結構的改變「客

家生育諸多禮節，在速食文化衝擊下的現代，客家族群許多地方生育禮

俗都已簡化，能省就省，能不辦理就不辦的想法，正瀰漫著(朱勝斌，2001：

33)」。致使年輕的一代已不興此禮俗，更遑論對此傳統禮俗的了解。因此

本研究的目的有四： 

  一、探討六堆客家地區傳統生育禮俗文化，以記錄及保存六堆特有的

傳統文化。 

  二、探討六堆客家地區傳統生育禮俗文化之特殊性，及其所蘊含的文

化意涵。 

  三、把即將消失的禮俗文化加以彙整、分析並做紀錄，以彰顯其文化

價值，進而發揚客家文化之美。 

   四、總結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的文化資產意義，並探討在現代社會轉

化及傳承、保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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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運用「文獻分析法」，來蒐集相關六堆傳統的生育禮俗文獻，

從這些重要的文獻史料可獲得第二手資料，以見證著先民的文化脈絡，

及早期六堆人是如何的面對「新生命」，及其所行的各階段的「生命禮

俗」儀式，提供研究者做參考、分析和研究。除此還採「深入訪談法」

實地進入研究場域觀察與訪談，以彌補「文獻分析法」不足之處。並透

過「實物分析法」來探究這些實物的文化脈絡和意涵，供本研究立論的

佐證與參考。 

 

壹、文獻分析法 

    文獻是指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它包括現代社會的圖書館、

檔案館、博物館、藝術館、聲像館、科技情報中心，以及各單位的圖書

資料室、檔案室，以及私人所收藏的一切文字、符號、圖形、聲頻與視

頻等手段記錄下的各種有歷史價值的知識載體(葉至誠、葉立誠，2002：

136)。本研究蒐集客家生育禮俗的文獻資料，包含相關書籍、地方鄉土誌、

期刊文獻、研究報告、政府出版品、雜誌、照片，以及「國家圖書館全

球資訊網」的博碩士論文、相關網路資訊等。從中整理、歸納出傳統生

育禮俗功能意涵、台灣及客家生育禮俗相關的研究文獻，進一步作為本

研究分析的資料佐證、論述的基礎。 

 

貳、深入訪談法 

    Marshall and Rossman認為，深度訪談是有目的的會談，研究者藉由

會談的過程，了解受訪者對某項事務的了解，了解受訪者對問題的認知

和建構。Kaufman指出：「深入訪談是藉由面對面的訪談，蒐集詳盡、豐

富且以受訪者為主的資訊，特別是當研究者想要了解對受訪者有意義的

事物時。」深入訪談是用來蒐集受訪者為中心的詳盡、豐富想法和觀點

的方法。這就是「以人為本」的研究取向，企圖從受訪者的角度來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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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行為或態度。Henderson則指出：基本而言，在深度訪談中，受訪

者是主題，研究者尊重受訪者的觀念，訪談的目的也在於了解受訪者的

思考，重視他們的感覺，尊重他們對行為的詮釋，在此種會談中，受訪

者被視為有個人思考的主體，研究者就是要嘗試進入他們的觀點，藉由

面對面言語的交換，引發對方提供資料或表達他對某項物的意見與想法，

了解他們的主觀經驗(轉引自謝臥龍主編，2004：83-84)。 

    惟因六堆客家地區位處不同之縣市，地理條件及人文環境亦不盡相

同，在台灣兩、三百年的歷史轉變下，自然衍生出其「區域性」及「在

地性」的特質。且因時代的變遷，社會結構的改變，年輕的一代早已不

興此禮俗，更遑論對此禮俗的了解，因此為兼顧各堆之「區域性」的文

化差異，研究者深入六堆各地區，每一堆至少訪談三位以上的耆老及專

家學者 ，以採集流傳於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文化的一手資料。同時為

有效的紀錄及重現傳統之生育禮俗文化，並從中釐清所蘊含的文化意涵，

故將訪談對象設定於有實際經驗的「年長者」，及熟知或對傳統生育禮俗

文化有研究的專家學者。以下就受訪者背景資料、訪談大綱設計分述之： 

 

一、受訪者背景資料 

    本研究將「耆老」設定於年齡七十歲左右有實際生活經驗累積的「年

長者」，透過他們生活經驗與民俗記憶的回溯，以形塑早期六堆客家地區

傳統的生育禮俗文化，在專家學者方面不做年齡之限制，取決於他們對

此傳統生育禮俗文化的研究及專業素養。  

  本研究的受訪者共 28 位，其中女性 20 位，男性 8 位。年齡八十歲 

以上 9 位，七十歲以上 11 位，年齡六十歲以上 8 位(如附錄一)。其中受

訪的「耆老」各有專精，亦不乏對禮俗文化有專研的專家。如祖母專司

收驚解厄的「先生娘」、行醫六十餘年的中醫師、祭祀公業管理、勘輿師、

美濃石母宮總務、專司廟務，以及多位高齡七、八十歲的耆老。這些耆

老經驗豐富，又曾親身經歷此傳統禮俗，他們見證及重現了此古老的傳

統禮俗文化，更為即將消失的珍貴民俗文化提供詳實的口述資料，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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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要及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專家學者則涵蓋校長、客語薪傳師、

文史工作者、兩位古物收藏家、台灣知名鄉土攝影師李秀雲之子、製粄

35 年經驗的業者，以及曾歷經「換肚」習俗的受訪者。所謂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看世界，期望借重於專家學者對禮俗的研究，提供本研究有利的

資料補強、理論依據，進而提升研究成效。 

 

二、訪談大綱設計 

  本研究訪談大綱採開放式題型設計，針對早期相關祈子、求「男丁」、

妊娠，乃至婦女生產至產後階段的相關習俗來擬訂訪談大綱。其中「妊

娠篇」訪談主題包含祈子及祈求「男丁」的習俗，至早期懷孕婦女的禁

忌，和注意事項，以及胎神信仰、安胎和保胎的習俗，到婦女的生產及

月內的照顧和禁忌等習俗 (如附錄二)。而「誕生篇」針對新生兒的出生

至周歲各階段的照顧，和各階段的禮俗、信仰及禁忌來擬訂大綱進行訪

談(如附錄三)，從中釐清及認識「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的文化脈絡與

內涵，有助於本研究的進行。 

 

三、訪談紀錄的整理   

  本研究將訪談錄音整理成逐字稿後，再依據男性(M)、女性(F)及訪談

日期編碼，例如 2016 年 2 月 5 日訪談 F1，將其文字資料標注為（F1，

2016/02/05）。又由於本研究的訪談對象大多為七、八十歲的「年長者」，

這些長者不暗華語，只熟悉自己的在地語言「客語」，研究者為了要卸下

受訪者的心防，讓受訪者暢言無阻，以便研究者紀錄及蒐集珍貴的史料，

故使用「全客語」來做訪談及記錄。同時為了要真實記錄客家民俗文化

及保有此傳統文化的「精髓」，本研究在整理訪談逐字稿時大多依受訪者

當時所使用的語言（華語或客語）做記錄，以免有「失真」及「不全」

之慮，以此方法詳實的記錄、重現客家傳統生育禮俗文化外，還兼具呈

現客家語文之美，並以保留、傳承及發揚逐漸式微的客家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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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實物分析法 

     陳向明(2010：349-350)指出，實物分析為研究法中資料收集的方法

之一，所謂「實物」是包含所有與研究問題有關的文字、圖片、音像、

物品等資料，因此，歷史文獻(傳記史料)、文字資料(文件日記等)、影像

資料(照片等)、立體的物品(路標)都是實物涵蓋的類別。任何實物都是特

定文化的產物，也是在特定情境下，某些人對特定事物之看法的體現。

因此，就搜集的實物，可以做為特定文化中特定人群所持觀念的物化形

式進行分析。而實物透過自身的被使用，不僅具有意涵解析的作用，且

具有改變特定社會規範的潛在功能。也由於實物的產生是特定的社會文

化環境有密切的相關，因此，若對實物進行分析時，應該考慮當下時空

環境的歷史文化背景，並嘗試了解實物被使用的方式與目的，以及比較

各類實物之間的異同點。 

    本研究蒐集的實物資料，主要為地方文物館、古文物收藏家及民間

私人所收藏，與生育禮俗相關的文物或照片，從中探究與分析，以釐清

「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之意涵及歷史文化脈絡，作為本研究的佐證

及參考。 

 

 

第四節  研究範圍限制 

 

  本論文旨在研究六堆地區客家傳統生育禮俗，惟因六堆地區涵蓋地

區幅員廣大，分佈於屏東縣之八個鄉鎮，及高雄市的四個客家聚落。故

將生命禮俗範圍限定於「懷孕」以迄「周歲」階段為本研究之範疇。 

 

壹、 研究範圍 

    本研究探討六堆客家地區的生育禮俗，所謂「六堆」乃指高屏地區

客家聚落而言。據鍾壬壽（1973：68-70）《六堆客家鄉土誌》記載，六堆

客家人在下淡水溪的開墾始於「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清續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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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中，有一部分蕉嶺及梅縣出身的士兵，由安平登陸，不久屯田於台南

東門，後來轉到阿公店（岡山），一六九二年（康熙三十一年）解隊，被

政府安置於濫濫莊(屏東萬丹鄉附近)從事屯田，人數雖不多，全是客家人，

後來又回去原鄉邀集墾民，大家在此住了六、七年，才分別到現在的六

堆各地。康熙 60 年朱一貴之亂，粵人在下淡水溪以東、東港溪沿岸建立

了十三大庄、六十四小庄。乾隆以後，增加了美濃、高樹一帶及附近小

局部的聚落。」六堆不是一個「行政區域」，而是同一族系的精神結合

體，只因其語言、風俗、習慣相同，彼此間有婚姻血統的交流，兩百多

年來有同一歷史，守望相助團結一致而迄於今。 

    六堆鄉土之位置：以東經一二零度三十線為中心，是北緯約二一度

二五，至二一度二二之扭曲的長方形。除內埔、萬巒、竹田、麟洛、長

治五鄉毗鄰成為客家庄中心地區外，佳冬、新埤兩地另於南方連成

一地，北有高樹，隔一河鄰接美濃、杉林，六龜則遠在北部另成一

區。各鄉、村里或兩傍或中間雜有閩南村落，因此不自成一行政區

域（鍾壬壽，1973：68）(如圖 1-4-1)。在歷史長河演變下，與「在地化」

的融合下，發展出富有在地色彩的生育禮俗。以下為六堆地區分佈位置： 

右   堆：高樹、美濃、六龜、杉林。 

前   堆：長治、麟洛。 

中   堆：竹田。 

後   堆：內埔。 

先鋒堆：萬巒。 

左   堆：新埤、佳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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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六堆地區地理位置圖 

資料來源:鍾彬政(2001)〈地理位置和山川地形〉，頁 6。 

 

貳、研究限制 

    所謂「生命禮俗」(rites of passage)者，乃是人一生中必須經過的「誕

生」、「成年」、「婚姻」、「祝壽」、以及「喪葬」等過程的「過關」禮儀習

俗。這一人生禮俗的緣起，係來自「人」對於生存過程的經驗累積(董芳

苑 1996：217-218)。其範圍廣泛，便於奔馳，然而難有研究之效；紛雜的

材料，易於鋪述，卻又難收歸納演繹之功效。因此，範圍的限定與材料的



10 

揀擇，都影響研究成敗的重要因素(林素英，1997：5)。本研究為求研究成

效，以客家傳統生育禮俗的「求子」、「護幼」信仰，以及「妊娠」、「誕生」

到「周歲」各個階段的習俗為探討對象。同時因時間、人力限制，故主要

探討早期六堆客家地區傳統的生育禮俗文化，因此對於現代客家生育禮俗

文化的演變情形，將留待他日進一步探討。 

 

 

 第五節  研究流程 

 

本研流程依研究目標、研究動機和研究目的，來擬定研究流程，及

研究架構(如圖 1-5-1)，研究的相關流程詳述如下： 

  一、確定研究主題，和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二、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擬定本研究的架構，找出可配合之理論與  

      適合的研究方法。 

  三、收集相關的期刊、論文、書籍、相片、電子資料庫等文獻資料。 

  四、進行各堆之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 

  五、歸納整理和分析田野調查與深度訪談結果資料。 

  六、撰寫研究報告。 

  七、提出研究結論與建議。 

  八、完成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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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 

               蒐集整理相關文獻  

       書面文獻資料          網路文獻資料  

              確立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田野調查  

         深度訪談             實物拍攝  

                資料分析與整理  

                 撰寫研究報告 

                  結論與建議 

圖 1-5-1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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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中華民族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在中國歷史中「禮」無時不在，

不論出行、坐臥、宴飲、婚喪、壽誕、祭祀，乃至征戰等等，皆有其禮

俗，直到現在這些禮俗仍有行之，也構成民族之特色。本章節主要就禮

俗之定義與其功能、生命禮俗之意義、民間生育禮俗及客家生育禮俗相

關文獻探討，做為本研究論述的基礎。 

 

 

第一節  禮俗之定義與功能 

     

就「民俗學」(ethnology)的觀點來說「禮俗」是一種文化現象。泛指

民眾依傳統文化所表現的行為規範，以及風俗習慣(董芳苑，1996：216)。

細分而言，禮與俗是不同的兩類事物，但彼此間有密切的聯繫。「禮，為

社會生活之規範，以禮節之，則為禮俗。俗先於禮，禮本於俗。禮俗云

者，習俗之中有禮之成份，禮節緣於習俗也」(雨青，1996：245-255)。

 王貴民認為，「禮」是指所行之禮，由此而形成的禮儀，製定的禮制，

乃至解說禮的理論都是；而「俗」則是人們習慣所衍成的風俗或者說習

俗。歷史地看，人們生活中某一活動形式，反復行之，寖久則成俗；「俗」

一旦形成之後，在上的采風者、製禮者認為是良風美俗，就給予一種有

意識的規範，這時就成為「禮」。可以說，前者叫做「約定俗成」，後者

就可稱之「俗定禮成」。「禮」成之後，在履行的過程中，還會不斷地加

入某些新的「俗」。這樣，禮與俗就是一種相互吸收、結合的運動形式（王

貴民，1993：2）。 

  其他類似的看法：「俗」是人類生活中自然的產物，經過長期的經驗

與需求，以及禮學人士的研究與評析後，用文字繪畫記載流傳，後來由

於交通發達、語言的統一、經濟文化的交流，使得風俗漸漸融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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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各種習俗之優點交集，亦即集結各地區習俗篩選後所成之典範（楊

烱山，2001：7）。禮儀就是人們在生活中的社會規範與道德規範，這些

規範經年累月，漸漸成為人們依照實行的社會風俗，因此稱之為禮俗（王

煒民，1994：1）。 

    說到禮俗的功能，在古人眼中，禮儀是「經國家、定社稷、續人民、

利後嗣。」的根本。(《左傳·隱公十五年》)禮儀能夠分君臣、上下、父

子、兄弟、內外、大小。(《左傳·襄公二十年》)能夠使君臣百姓各安其

位，各守其分，各盡其職。古代先哲孔子一再告誡統治者：「上好禮，則

民莫不敢不敬。」(《論語·子路》)荀子也認為：「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

成，國家無禮不寧。」也就是說，禮儀在中國被視作治國平天下的手段(葛

晨虹，2001：9)。  

    禮儀受到古人的特殊看待，除了它是治理國家、維護當時社會秩序

的根本所在之外，還在於它是個人立身之本和品定人格高低的標準。《禮

記·曲禮上》：「能言不鸚鵡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

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

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禮記·冠禮》：「人之所以為人

者，禮儀也。」禮儀是人區別動物的重要標誌(葛晨虹，2001：9)。  

王貴民(1993：10-16)指出：禮儀禮俗就是顯現倫理道德的方式，人

們幼兒習之、壯而行之、寖久而養成這種倫理精神，完成民族文化特色。

它的積極作用是維護民族統一持久的凝聚力、向心力，也維持社會的穩

定和發展。「禮俗」風靡於社會各個階層和諸多領域，滲透到人的思想感

情和日常生活中。它有其精華，也有其糟粕，它能表達人們的倫理道德，

形成中國社會重理性、重人道的精神文化特色，從而有別於世界其他民

族。用「禮」調整親緣和社會關係，使全社會都能「溫慈惠和」，人人竭

誠盡禮，充滿人道精神，就是「禮」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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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生命禮俗之意義 

 

所謂「生命禮俗」(rites of passage)者，乃是人一生中必須經過的「誕

生」、「成年」、「婚姻」、「祝壽」、以及「喪葬」等「過關」禮儀習俗。這

一人生禮俗的緣起，係來自「人」對於生存過程的經驗累積(董芳苑，1996：

217-218)。以下就生命禮俗的定義、民間生育禮俗分述之： 

 

壹、生命禮俗的定義 

所謂生命的禮俗，可以說是基於一種對生命的尊重，究竟說來生命

的成長，不是簡單而輕易的，所以應該對它寄以適度的尊重，因此在生

命的過程中，每一個重要的階段，人們都鄭重其事地設定一些禮俗來處

理，透過這些禮俗，來表達對出生生命的迎接，對為人母的維護慰勞，

對婚嫁者的祝賀，甚至於是對生命終結者的敬意與懷念(王灝，1992：7-8)。 

    李秀娥(2003：178-180)指出：生命禮儀傳衍著家庭中倫理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的人倫禮儀，強調維繫家族或社會呈現團結祥和的人際關係。

傳統的生命禮儀中，莫不具有對承載養育我們的大自然的感恩之心，包

括對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動植物，以及生育我們的父母、

祖先，將我們的所祈所願歸之於超自然界眾多的天地神靈的慈悲護祐，

並且也在傳統信仰的禮儀文化薰陶中，扮演著承繼傳統生命禮儀命脈的

延續。  

在人類學中，有關人的「生命禮儀」，從出生到死亡，凡是生命中重

要的關口都需要經由儀式，幫助人的過度、轉變，這就是 Van Gennep 所

說的「通過禮儀」（rites de passage），後來 Chapple and Coon 又提出「加

強儀式」（rites of intensification）加以補充說明。這些理論說明了禮儀的

三個階段：「隔離」、「轉移」及重合，從個人乃至群體（家庭以至部族），

其人際關係都需經由調整而達到新的平衡關係，讓當事人獲得致新的身

分地位(李豐楙，1997：49)。 

    人生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進行的，每個階段都有其主要特徵，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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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特別該適應的問題。在每個新舊階段交接的關口，都可能潛伏著一

些危險。於是當個體面臨這類關口時，他的親友，尤其是年長者，便會

給予指導，增強他的能力，使他順利地邁向新的階段。因此，遠在原始

氏族社會中，人們習於把重要的行動，加上特殊的禮儀，以具有象徵意

義的物品，透過一系列的象徵性動作，表達自己的感情和願望，這些禮

儀，不僅長期成為社會生活的傳統習慣，而且常被用作維護社會秩序的

手段 (林素英，1997：14)。 

    生命儀式的過程總結所有儀式的各樣功能—人際往來、改變、治療、

表達信念和慶祝。這類儀式對改變身分和表達信念這兩項功能表現得最

明顯(Evan Imber—Black、Janine Roberts；林淑貞譯，1995：338)。 

    生命禮儀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傳承與教養過程，尤其是在小孩的成長

上，成年不單是生物意義上的身體成熟，是個體文化濡化的過程，是個

體適應周遭的生態文化，並學會與完成適合其身分與角色行為的過程(鍾

年，1999：165)      

  

貳、民間生育禮俗 

在古代中國，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是人們根深蒂固的觀念，民間

視「無後」為「不孝」之首。所以，民間把嬰兒的「誕生禮」看成是極

其重要的事情，並形成了很多相關的禁忌和習俗。從嬰兒出生一直到滿

一周歲，禮儀活動頻雜多樣，體現了我國民間對新生命的重視和關愛(姜

義鎮，2013：52)。 

中國的嬰幼兒生活在文化設定的種種禮儀之中，尤其是出生一年之

內，各種禮儀活動不均勻地散布在時間鍵條上，為小小的生命樹立一個

一個里程碑。這些禮儀活動不僅在於慶賀生命的誕生，更在於表達對嬰

兒幼年、乃是終生的祈禱、祝福，在於引導、催促嬰兒盡快長大成人，

也就是完成社會化、文化化的過程，成為社會的人，文化的人(喬繼堂，

1993：80)。 

王貴民(2003：131-132)指出，宋元時期即有生兒之賀禮，如三朝、

滿月、百日、周歲等禮俗齊全，儀節繁縟。北宋歐陽修作《洗兒歌》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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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梅聖俞，蘇軾也有詩云：「況聞萬里外，已報三日浴。」到滿月，則舉

行盛大的「洗兒會」，親朋畢集，煎香湯，下洗兒果，用彩絲繞盆為「圍

盆紅」。百日，叫做「百晬(ㄗㄨㄟˋ
)」與「百歲」諧音，這時也要設宴慶

祝。到周歲，稱作「度晬」賀禮更盛，家裡陳列錦席，焚香點燭，並行

「拈周試晬」禮俗。 

「拈周」一般又稱「抓周」，以十二種東西放在竹篩裡面，放在孩子

的旁邊，讓他任意去抓取，以占他的天性並卜未來命運。如此：取算盤

擇意謂將來善經商，取文具為文士，取圖章可當大官。此種玩意兒叫做

試兒。以前的父母無不喜歡兒子會抓到圖章或算盤，如果抓到文具的話，

就會垂頭喪氣(林衡道 1984：181)。 

簡榮聰(1992：24)指出：從外婆家送衣帽鞋子給嬰兒「做頭尾」，一

方面基於愛護下一代的心理，二方面又基於傳統禮節，三方面乃是「面

子」問題，女兒出嫁後生了外孫，做為娘家的所送的衣帽也要講究體面，

免得給女婿家庭輕蔑恥笑「寒酸」。就兒童家系而言，將親家所送之衣帽

鞋子穿戴整齊，一方面炫耀體面，二方面也表示對親家尊重，三方面是

象徵兒童一生「有頭有尾」、「榮華富貴」、「表裡如一」、「威武雄猛」、「長

命百歲」、「福壽雙全」等意涵。  

 

                                     

第三節  客家生育禮俗 

 

      台灣民間在孕育、生產、養育、教育以致於成人的過程中，有其一

套的生活方式，這階段的生育文化，在台灣的地理環境、歷史背景之下，

形成區域性、傳統性的特質。從地域而言，有的僅在台灣北部、中部、

南部或東部流傳，有的是廣闊漢民族生活地區均有。從民族而言有的是

漳州人，或泉州人才有，有的或僅出現於客家人。此或緣於祖籍文化差

異所致，而亦有部分地緣性(簡榮聰，1994：2-3)。同樣是客家地區的生

育禮俗，也隨著在地化程度而不同，黃永達(2004：297)指出：「各地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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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禮俗，因為在地化就與其他族群有同化現象，故相互之間容或會

有些出入，但大體上還是有其共同的客庄特色。」以下整理文獻中有關

客家生育禮俗之異同如下： 

 

 壹、祈子習俗 

    台灣南北客家地區都有流傳「祈子」習俗，日治時期新竹地區流傳

新人「求丁獻燈」習俗，黃榮洛（2000：102)指出：八十二年底，高齡九

十四歲的耆老鄒阿進老先生曾口述，以前（民國二十六年中日戰爭以前) 

元宵節流傳的習俗，去年元宵節日以後結婚的新人在今年的元宵節，往

伯公祠或廟宇向神祈求賜子，去求時要送去一小燈籠懸掛，因為丁和燈

同音，即「求丁獻燈」之意。如果得子（或有孕)，明年元宵節就要送加

倍的燈籠向神明還願。還願送燈時，需要鑼鼓隊，伴著熱熱鬧鬧，所以

才有「新人送花燈，鑼鼓鬧煎煎。」的說法。可惜此項習俗，在中日戰

爭之後未見流傳。 

  陳裕美(2004：32)《客家渡子歌─談客家婦女由出嫁祈子到行冠筓禮

之間的禮俗》的研究中指出，近半世紀以前，久婚不孕最普遍的方法是

求神拜佛，尤以祈求註生娘娘居多，第二個方法是抱養別人的女兒叫「漏

竇1」，期望用這種方法引來弟弟妹妹們，第三個方法是重新挑個好日子，

舉行簡單的結婚儀式；但此法女方必須先回娘家住些日子，在為她挑個

吉時良辰，女婿再回來與女兒祭拜一次祖先，舉行簡單婚禮，重新娶過

門一次。 

而客家地區對於老是生女兒或經常性流產的婦女，有些娘家便會選

個好日子給她換肚；方式就是先熬個內裝四神之豬肚，再把豬肚四神裝

入小茶壺(也有用小鍋子)，壺嘴掛了一對用紅線兩端綁了各一顆小圓石或

龍眼核，像小男生之睪丸；在送去之前，事先通知女兒及家人，全家迴

避，娘家人直接送入女兒房中的被子裡，等娘家人走了，這位換肚之婦

                                                      

1
 「漏竇」的「漏」，客語讀(leu)，有「出聲叫並吸引」之意，應用「嘍」字才正確。例：嘍雞仔(喚

雞)、嘍狗仔(喚狗)；「竇」(deu)：動物的巢穴。故「漏竇」為，引母雞到雞窩中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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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回房一個人把豬肚吃完(陳裕美，2004：35)。 

 

貳、坐月子                                                    

在台灣漢人傳統的生命禮俗文化中，婦女於生產後普遍都有「坐月

子」的習俗，客家人稱「做月」或「庰間角」。與坐月子有關的文獻相當

多，但特別針對六堆地區傳統坐月子習俗的專著，並不多見，僅李郁屏

《萬巒鄉客家婦女「偋間角」的敘事分析》(2009：49)一本，該文主要以

敘事分析法，比較不同世代的婦女經驗的差異。文中指出：日治時期受

日本人觀念的影響，在飲食上比較沒有禁忌，對「月內風」也沒那麼小

心防範，但戰後至 1970 年之前的阿婆們，則是僅遵傳統坐月子的方式，

飲食上以麻油雞為主，衣物請專人清洗，用頭巾包頭，洗大風草水，怕

得到「月內風」。  

    在其他有關閩客生命禮俗比較研究文獻中，也能窺見客家族群的特殊

所在，如傅夢嬌(2011：104)的研究中指出，雞酒為主要閩客坐月子的基本

飲食，然而客家族群對雞酒的喜好忠誠度，仍高於閩南族群。但以沿海而

居的澎湖就另當別論，翁玲玲（1994：39）《麻油雞之外—婦女作月子的

種種情事》一書中提出，澎湖紅羅村作月內產婦多以新鮮好魚為主要補品，

雞豬點綴而已，老一輩的人則幾乎不吃雞，原因則莫衷一是，38 歲的阿

珠說：雞肉不好吃，我們澎湖人都吃不慣，沒人要吃。70 歲的阿春婆則

說：「憨人」才吃雞來補，要殺還要拔毛那麼麻煩，肉又不好吃，要補當

然要吃魚，又新鮮好吃又方便。 

盥洗的方式閩客出現極大的差異，客家族群幾乎都以植物入浴，閩

南族群均簡單的以燒開水放冷再洗澡，更省事的甚至連將煮開的熱水放

冷的步驟都省略，直接以冷水加入熱水快速達到室溫洗澡(傅夢嬌，2011：

102)。在客家族群不分南北，都普遍使用藥草水洗浴，唯有南北地區之差

別，如羅煥光 (1997：156)〈傳統客家生育禮俗〉提到，做月子期間產婦

以布荊水洗澡，此草具有祛風、除濕濁、解表、發汗、利關節等藥效。

用水煮布荊至開後擦洗全身，傳說可治風濕腹痛和感冒諸症。產婦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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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都要洗一次布荊水澡，不但可促進新陳代謝也可幫助子宮收縮復原，

這種洗布荊水澡就成為傳統客族婦女坐月子期間必要的保健養身方式。

陳裕美(2004：38)的研究中提到，早期苗栗地區產婦的沐浴用水為，野地

裡取之不盡用之不歇之青草葉澡；有龍眼葉、艾草、香蒲、番石榴葉等

事先曬乾綑成一小綑一小捆的，一次一綑擱入鍋中熬煮，適溫時便成青

草葉澡。而南部六堆地區最特殊的是以大風草水洗浴的方式來調理產婦

的身體，林金作(2001：255)指出，產婦在「做月」期間，以大風草煮滾

水，或以老薑煮滾水冷卻後洗澡，切忌洗頭髮吹電扇，否則易得「頭風」。 

 

參、慶生之禮俗 

昔日客家地區醫療缺乏及居處環境艱難的境況下，對於新生命的誕

生無不重視，故自出生至週歲，有各種慶賀、祝福之方式，尤其以做滿

月為最。彭瑞惠(1983：69)指出：侄子做滿月時，眾多親朋送禮物來，尤

其是外祖母送的最具意義，古禮是外祖母在女兒生頭一男孩時送兩條背

帶，且要剪斷再接上，是希望牽引弟弟在出生，女兒只送單條，其意是

到此為止的意思，頂衫和衣服也要湊成雙，還送尿片及雞，拾雞來時，

要特別注意，即不要讓雞叫，不然一些野魔鬼怪則會隨外婆來，舉凡首

飾、紅桃等禮物都要準備，算是外婆送的禮最大，最有份量。羅煥光 (1997：

158)〈傳統客家生育禮俗〉的研究中指出，在傳統的男嬰滿月酒席間，做

外公或是做舅舅的還要替滿用嬰兒戴頸鉗，當代頸鉗時還要邊戴邊唸四

句吉利好話祝福：「龍鉗團團圓，壽如彭祖年。買田買過縣，入學中狀元。」

無外乎是希望小孩長命百歲，未來能享功名富貴。 

不單在滿月禮品中寄寓對新生兒的祝福，滿月的儀式也往往有祝賀

新生兒出人頭地之意。例如《重修苗栗縣志》記載：早期做滿月尚有「喊

鷂婆」的習俗，滿月日，嬰兒由大人抱著或揹著繞房子走一圈，一旁有

人拿「雞祛」敲地呼喊：「鷂婆飛高高，五子五登科，鷂婆飛低低，孲 

插金釵，鷂婆飛過來，賴仔中秀才，鷂婆飛過去，賴仔做皇帝。」在後

跟隨旁觀的小孩，每人發給他一個紅蛋(徐清明，2007：16)。早期新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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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也有一項特殊的滿月習俗「出門遊」，內容是：新生兒滿月當天由外婆

或舅舅抱著孩子，到大街上或鄰居家裡家去走一走，親友也要來祝賀送

禮。新生兒滿月有「出門遊」的習俗。因為是孩子第一次出家門，要「向

上走」，也就是選擇比自家水位高的地方出行，寓意孩子將來步步向上。

有的鄉村，還須走過一座橋，過橋時打傘，謂如此這般，孩子長大會膽

大，才會有才幹。由此可見，滿月習俗也帶有使小孩由家門走入鄉里、

步步高升的社會意味 (姜義鎮，2011：38-40)。     

    在南部六堆客家地區，一般也有洗三朝、做滿月的習俗。嬰兒出生

三日後，依照古禮給嬰兒洗澡，叫做「洗三朝」，有備雞酒、糯飯祭拜祖

先及「床公婆」者，祈求庇佑。到了十二朝，叫做「十二朝」，備妥麻油

雞酒向岳家及媒人報喜，俗稱「送薑酒」，外婆及媒人回贈的東西叫「送

庚」。一些至親好友聞此喜訊，必送豬心腰或魚、雞等物給產婦補補身體

(林金作，2001：255)。 

      六堆地區客家人在做滿月時要祀神、祭神、並辦酒席宴客。娘家要

送嬰兒應用之衣物、鞋、帽、被褥等，此外還有帽子，八卦等金箔打成

的禮品(鍾壬壽，1973：311)。鄭惠美(2006：148-149)指出，在台灣客家

傳統習俗中，孩童對歲(滿周歲)的禮俗服飾裡帽子是非常重要的項目之一。

童帽主要的款式有「風帽」、「狀元帽」、「鴟鴞帽」、「虎帽」、「碗帽」、「帽

圈」等。母親為幼兒繡製各種不同造型、刺繡圖案的帽子，除了實用機

能與裝飾外，更寄託了父母、長輩對幼兒未來的期盼與祝福。此外，朱

勝斌(2000：30)還提到，早期六堆客家地區，男頭家在嬰兒彌月的前一天，

是要備妥牲禮、金香紙燭前往外家祠堂祭祀。大富人家甚而重金禮聘野

台戲，在嬰兒滿月當天到家祠堂前院子裡，表演地方戲曲以彰顯喜氣，

分享鄉親暨前來道賀的親朋好友。可見其慎重祝賀之意。 

 

肆、拜新丁 

  在生命降臨的誕生禮儀中，一般來說重男不重女，比如民間一般以

生男生為喜，生女則不聲張(姜義鎮，2011：30)。或許因為自古來父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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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重男輕女的觀念流傳，男性是繼承宗族的主幹，肩負傳宗接代的重任，

南北客家地區都有元宵作福拜新丁的習俗活動。除此，戴文鋒(2014：180)

《重修屏東縣志─民間信仰》指出: 清朝客家聚落「新丁會」組織的形成，

則除了反映出傳統農業社會重視男丁的觀念外，可能也與客家聚落開墾

過程中面對族群關係緊張、自我防衛的集體性要求有關。 

台中東勢鎮客家地區有流傳百年的新丁粄酬神活動，及全台獨一無

二的「賽新丁」民俗活動。源自於早期村民向伯公祈福求子及敬神報恩

的習俗。光復後才有新丁會的組織並加入「賽新丁」活動。2002 年元宵

節，因少子化的關係，中寧里永光祠拜新丁活動只剩一戶參與，新丁會

為了讓傳承百年的活動得以延續，和「男女平等」的性別趨勢下。因此，

新東勢「拜新丁」的祭祀活動，不限於「男丁」，更多了「女娃」粉紅色

的「千金粄」。2009 年，更入選為客家委會「客庄 12 大節慶」活動，讓

此活動發光發熱，更帶動活絡東勢的地區的經濟，成為地方的特色(魏瑞

伸，2011：84-92)。                  

    南部客家地區在農曆過年期間或土地公日時舉行性質相近之「祈福、

完福」祭祀活動，亦稱「新春集福」，俗稱「拜新丁」。就佳冬而言，約

每年正月十二日當天，在三山國王廟前搭建福廠2舉辦拜新丁活動，凡家

中去年有出新丁者，便攜一盆的新丁粄、酒和花束擺於廠中供桌上，新

丁粄上黏貼一寫有戶長及新丁名子的紙條。先前村民有出新丁者，已將

新丁餅分送村中甚至村外的親朋好友。去年(即以今年的農曆 12 日為準以

前)頭一個出生的新丁，要題獻一對燈，懸掛於廠中樑柱上。當天深夜舉

行拜天公儀式，感謝天帝保佑一年的平安，祈求今年村內的平安(賴旭貞，

2001：313-317)。 

    綜合上述，有關客家傳統生育禮俗的探討，散見在有關客家民俗節

                                                      

2
「福廠」指的是用來祈福祭祀的場所。佳冬六根庄每年做福會在三山國王廟前搭福廠，福廠的木柱、

匾額是光緒 4年(1878)訂製的，一直沿用至今，是地方重要的文化資產。參看戴文鋒 《重修屏東縣志

─民間信仰》，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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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生命禮俗、宗教信仰與民俗藝術的文獻之中，仔細耙梳後比較其差

異，對本論文的研究提供了比較、論述的依據。但針對六堆客家生育禮

俗的文獻資料，大多為單篇期刊或論文，少有專書以此議題來探究，因

此從文化資產保存、紀錄的角度，來詳實記錄六堆地區客家生育禮俗文

化，探究其文化意涵及特殊性，並彰顯其文化之美與價值，應是本研究

可以著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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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育護子之信仰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是中國人的倫理思想，所以自古以來，

大家都很重視子嗣。尤其是婦女們都把生育，看做是自己的天職，對於

子嗣更加重視，如果婚後沒有生育子女，就去求神託佛，以期能盡其天

職(姜義鎮，1997：44)。古人對生育原理還無法正確認識，性科學是近代

才建立的。古人把不可失的現象和事物全歸於神，自然認為生育之事也

由神明主宰(馬書田，2001：104)。 

    客家婦女篤信神明，認為小孩的成長，有賴神明的保護。所以常把

孩子託庇給註生娘娘、七星媽、媽祖、觀音、床公婆等神；遇到這些神

明的生日，就由父母備香燭牲酒，抱著孩子到廟裡燒香，祈求特賜保佑(陳

運棟，1991：27)。以下以：一、祈子之信仰。二、護幼之信仰。三、 

客家地區特殊之信仰。分別敘述如下之： 

 

 

第一節  祈子之信仰 

 

    以婚姻為中心的血緣性共同生活體，就是家庭，它是人類社會生活

中最基本的社會結合，其功能在綿延宗族(陳運棟，1991：20)。傳宗接代

是一般人普遍的觀念，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因此視「男大當婚，

女大當嫁」為人生必經的過程，傳統婦女更把生兒育女視為責無旁貸的

天職。劉還月、陳阿昭、陳靜芳(2003：203)指出：當女子結婚後一直沒

有懷孕生子，導致無法傳宗接代時，其在夫家的地位便會漸漸低落，如

此一來丈夫就有了納妾的理由，因此婦女在婚後，也會處心積慮地想辦

法以期能夠「早生貴子」。 

劉錦雲(1998：133)指出：在舊時代，粵東客家人中普遍存在著較強

的生命意識，人們希望通過生育延續自己的生命，並使自己的宗族、事

業、財產後繼有人。相反，他們認為斷子絕孫是前世或今世做了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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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遭到惡報。顯然，子孫滿堂已成為人們意識深層追求的理想之一。在

昔日客家社會普遍重視生育及視兒孫滿堂為多子多福氣的傳統觀念下，

尤其又居於大家庭的氛圍、遭逢久婚不孕所臨的壓力可想而知。然而早

期的醫學還不發達，是無法靠先進的醫學來找出不孕的肇因，更無法靠

醫學來「助孕」，不孕的婦女只能求助於神靈的精神信仰，來藉慰渴盼求

得一兒一女的心願。在六堆客家地區，最受矚目的祈子神首推：一、授

子之神─註生娘娘。二、大慈大悲的送子觀音。三、媽祖娘娘。四、九天

玄女。此外還有特殊的祈子習俗－換肚與求白花，以下分述之： 

 

壹、 授子之神─註生娘娘  

    註生娘娘的信仰，普及我國各地，主司懷孕、生育，為婚後不孕及

懷孕而保胎之婦女奉祀的對象。註生娘娘又稱授子神，所配祀十二婆姐，

又稱十二保姆或十二延女，她們各抱一個孩子，六好六壞，以示生男生

女，賢與不肖，皆憑積善積德而論。其實，註生娘娘就是臨水夫人。俗

名叫做陳靖姑，福建省古田縣臨水鄉人，一般人才稱呼她為「臨水夫人」

（姜義鎮，1997：44-45)。                          

   註生娘娘的參拜者多屬婦女，為求良緣，求生子，或帶病兒往拜者，

擲筶求神諾後，領受神前供奉之布製小鞋，穿以紅絨線，掛在病兒頸上，

作為神護。或以紅絨線貫通古文錢，供拜後，掛在幼兒頸上，以拔災魔，

稱「捾絭」(吳瀛濤，1984：18)。                               

    註生娘娘向來為人們求子、護子的信仰神祇，是台灣民間信仰最受

尊奉的生育神祇，也是許多不孕和懷孕婦女的信仰寄託。在臺灣各地配

祀註生娘娘的廟宇，總是香火鼎盛，在六堆地區亦然，客語稱為「註生

娘」、「註生哀」，諸多受訪者都有向註生娘娘祈子、求男丁、護子，和認

給註生娘娘做「契子」配戴「絭」之實例。據高樹的文史工作者研究個

案 F1 表示，早期高樹地區有未生育男孩而向註生娘娘祈子「換花」的風

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81%E5%AD%90%E5%A8%98%E5%A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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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聽「阿媽」(祖母)講：頭擺高樹有人連續降(生)幾啊個妹仔「換花」个

風俗，就係外家先去廟項同註生娘娘求一盤「白花」，再準備兜水果，共下拿去

男方屋下个祖堂去拜男方个祖先，希望做得保佑降倈仔(兒子)。頭擺乜有蓋多人

為著細人仔過好畜(較好養育)，認分註生娘娘作義子，還有同註生娘娘求「絭」

來戴。「絭」就係用紅線串一個古銅錢戴在身上，做得保佑平安，每年註生娘娘

生都愛去拜，搭並換新个紅線，一直到細人仔十六歲成人。另外，細人仔滿月

个時節，乜會去拜註生娘娘，希望註生娘娘做得保佑細人仔平安、乖乖會大。

(F1，2016/02/05)  

 

    另外右堆美濃的研究個案 M1，雖然受了高等教育，無重男輕女的觀

念，對於婚後育有兩女也甚為心滿意足，但因父親客家人根深蒂固的傳

宗接代觀，總認為要生育男孩家族才能「後繼有人」，於是在攸關家族綿

延的壓力下，及不違背父親、盡孝道的心理驅使下，向神明求子： 

  

結婚過後降了兩個妹仔，一直就無降著倈仔，屋下个阿爸就帶 去求註生 

    娘，拜了盡多間廟，除忒美濃，還有去長治个「火燒庄」拜註生娘，只要有人報 

    就去拜；乜有用「食療」个方法來控制，聽講細倈仔係食「咖吶蜜」(番茄)做得 

    改變酸鹼值，斷真分 降著倈仔。(M1，2016/03/18)    

                                           

有別於台灣各地註生娘娘的信仰習俗，內埔鄉之「后堆福泉堂」的

註生娘娘，與同被視為祈子之神的「天上聖母」同配祀於「聖母廳」內(圖

3-1-1)。神桌上還供有白米及嬰兒服等特殊的供品(圖 3-1-2)，白米是供求

子者求取食用，嬰兒服則供育嬰者求取，以庇佑嬰兒平安好養育。個案

F13 由於婚後不孕，四處求醫問診不果，經嬸嬸好意向其轉述「后堆福泉

堂」的註生娘娘頗為靈驗，遂由母親陪同去求子： 

 

      頭擺 節婚後兩、三年無降，家娘緊唸 ，分 蓋大个壓力。故所，外家阿

姆就帶等 去看中醫，食中藥調養身體，緊食緊肥食到毋敢再食。正聽外家个「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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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嬸嬸)講：「新東勢玉清宮3个註生娘娘蓋靈，新東勢有一個醫生討了八年無

降，去許註生娘講：「係分佢降著倈仔就愛來祭豬羊。」結果真个分佢降著倈仔，

就在玉清宮祭豬羊來答謝，搭並無收禮請一百張桌，喚若姆帶汝去求看啊!」吾姆

就帶 去拜註生娘，求吔一包米歸來食，一包一百个油香錢。毋知係有靈驗？過

無幾久 就「擐人」（懷孕），滿月還有煮麻油酒去敬註生娘；之還前有向註生娘

求一包米，故所過買兩包米去還。另外，產前還特別去同註生娘求兩身嬰兒衫(圖 

3-1-2 )來分細人仔著平安，滿月去答謝註生娘个時節，又過再買四身个嬰兒衫去

還，乜做得分有需要个人去求。(F13，2016/12/25)   

 

 

   

 

 

 

 

 

      圖 3-1-1  后堆福泉堂聖母廳         圖 3-1-2  供桌上之嬰兒服與米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28)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28) 

 

    個案13言之鑿鑿地訴說其向註生娘娘求取白米食用的經驗，最後順

利的懷孕並一舉得男；小孩滿月時，還特地備以雞酒來感謝註生娘娘，

並向「註生娘娘」求取供桌上的嬰兒服給小孩穿，以保平安。同樣向註

生娘娘祈求生子靈驗的例子，也發生在竹田鄉的「永福堂」4（圖 3-1-3）。

永福堂主祀「註生娘娘」（當地人稱之為「註生哀」），足見「註生娘娘」

在六堆人心中有如生兒育女的「再生父母」。據個案F8表示：  

                                                      

3
 「玉清宮」即是「后堆福泉堂」的二樓，供奉玉皇大帝。位於：屏東縣內埔鄉東勢村大同路三段福

泉巷23號。主祀關帝聖君，陪祀神為文昌帝君、孚佑帝君、趙大元帥等。 
4 「永福堂」主祀城隍爺、註生娘娘。位於：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公正路 138 號，隱身於老舊的民宅

內。據李○妹 (民國 19 年生)表示：「永福堂」為其公公所創辦的，有百年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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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竹田有註生娘娘个宮廟「永福堂」，信徒都稱佢「註生哀」。盡靈驗哦!

做得分無降，也係想降倈仔个人來求；想降男丁个，就求「白花」，想降妹仔，

就求「紅花」， 个倈仔就係在這求來个。 乜帶了盡多人來這求子女，乜有帶

高雄人來這求「註生哀」，立尾，分佢降著倈仔，歡喜到煮麻油酒來答謝。(F8，

2016/01/16)  

 

    個案F8育有四個兒子，宣稱其子是向竹田「永福堂」的「註生哀」

求來的。除此，她還帶許多婦女來此向「註生哀」求取「白花」或「紅

花」，如此「靈驗」的經歷傳說不斷，使得「永福堂」雖隱身於巷弄間的

民宅內，但也「遠近馳名」，六堆各地之信眾，不論是久婚不孕，或祈求

男丁，安胎待產，養育幼兒的婦女所崇祀。值得注意的是，註生娘娘大

多為廟宇的配祀，但「永福堂」主祀「註生娘娘」，其旁還供奉著主司陰

間的「城隍爺」（圖 3-1-4），與民間「註生娘娘」配祀十二婆姐頗不相同，

經研究者詢問研究個案F9，為「永福堂」創辦人的媳婦，高齡近九十歲

的阿婆表示： 等同註生哀求子，細人仔乜有好个同壞个之分，故所還愛拜城隍爺，

求城隍爺分 等好个細人仔，正會出(生)好子弟。(F9，2016/03/13)顯見六堆客家地

區，不僅止於求子的渴望，更對子弟品性有其要求。 

相較於其他地區註生娘娘，客家庄的信仰顯得單純許多，據李孟霜 

(2011：63)於台灣註生娘娘信仰之研究中指出，「宜蘭南興廟之註生娘娘

的神職，透過婆姐及福德正神延伸出更廣闊的範疇，將庇佑對象由已婚

婦女、幼小孩童，擴大到兼管男女感情、祈福招財。欲求桃花、姻緣的

信徒可準備鮮花胭脂水粉(閩南語「緣份」)、12 顆龍眼、註生娘娘金，

拜好可請廟方人員幫忙把粉塗抹在夫妻宮，使能越來越有緣份，且可求

姻緣袋。」台灣民間信仰本是繁雜又多樣化的文化現象，隨著時代的變

遷，人們的需求及欲望也有所改變，因此，註生娘的信仰範疇也被賦予

新的祈求範圍。但註生娘娘在六堆客家地區的神職未變，依然是婦女們

所崇敬的「生育之神」。 

 



28 

 

 

 

 

 

 

 

          圖 3-1-3 竹田永福堂           圖 3-1-4 永福堂城隍爺及註生娘娘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13)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13) 

 

貳、大慈大悲的送子觀音 

     觀音菩薩自古以來，即被尊稱為「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或「慈航尊者」。傳說，觀音是阿彌陀的大兒子，祂起誓大願，化身為三

十二種的神像，來到世間救人類。有時候化身「南海準提」，具有一千雙

手，一千個眼睛，要救航海中的罹難者。有時候化身「送子娘娘」，是中

國婦女最尊敬的。特別為不生育的婦女所服侍，每天燒香不絕(姜義鎮，

1995：122-123)。 

    觀世音，是佛教中的菩薩，「救苦救難，有求必應」深植人心，其威

望和影響力遠遠超過其他神佛，因此求助觀音送子的煙火延續了上千年，

遍及中國，她成為名符其實的婦幼保護神 (邢莉，2010：40)。南宋洪邁

《夷堅志》丁卷第一〈徐熙載禱子條〉就有觀音送子之記載：「徐熙載只

有一子，幼亡，後得觀音畫像，禱之而後得三子」(洪邁，2006：969)。 

在客家地區，普遍重視生育，若三年不孕的婦女，常常會到觀音廟

燒香拜佛求子。他們到廟裡虔誠祈禱，三叩九拜，燒完香燭、紙錢後，

便包一撮香灰回家用開水沖服。顯然，他們重視香灰為觀音賜給的種子，

以為喝下去便完成了種子著床的儀式(劉錦雲，1998：136)。 

佛教經典《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云：「若有女人設欲求男，

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若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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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宿植德本，眾人敬愛(姚三藏法師鳩摩什奉昭譯，2002：427)。」觀

音菩薩為婦女們所尊奉其來有自。期望能生「福德智慧男」、「端正有相

之女」。正也是天下父母夢寐以求之子女相。因此，當婦女們在面臨婚後

無子、生產及養育子女等難題時，自然會託付於觀世音的信仰。例如個

案F11曾向觀世音祈子，個案F2求順利生產擁有孩子，以下分述之：  

 

         頭擺 結婚過後，還無擐人(懷孕)盡愁，不時就會去拜觀音，求觀音娘做

得保佑 降一個倈仔，分 對屋下有交代。立尾，觀音娘真个保佑 降著一個

倈仔。故所， 个細人仔就有認分「觀音娘」做倈仔，希望做得受著觀音菩薩

个保佑，細人仔會蓋乖、過好渡(較好養育)。(F11，2016/03/15) 

 

         頭擺 降細人仔个時節盡驚，肚屎一痛就緊唸：「大慈大悲觀音菩薩」希望

觀音娘做得保佑 順利生產，唸了過後就無恁驚，乜蓋順序个生產。(F2，

2015/12/27)  

 

    六堆地區祭祀觀音佛祖的廟宇甚多，觀音菩薩「大慈大悲，聞聲救

苦」、具「千手千眼」，能護遍眾生，遍觀人間疾苦，平日即香火不斷、

受人崇拜。因之婦女不論是祈子或遭逢祈子、生產急難，及小孩難養育

時，自然地求助於「大慈大悲觀音菩薩」，期望觀音菩薩能「大慈大悲、

聞聲救苦」護佑「婦幼」。 

 

參、 媽祖 

    媽祖本名林默娘，又稱天上聖母、天妃、媽祖、媽祖婆、天后。福

建省興化府莆田縣湄洲嶼人，生於建隆元年(九六O年) 農曆三月二十三

日。二十八歲，雍正四年九月九，得道昇天，為海洋的守護神。本省民

眾對媽祖的崇敬不僅虔誠，同時也很普遍(姜義鎮，1995：32)。媽祖成為

地方神後，又成為沿海的居民的主神，主宰一切，自然也主宰生育，所

以媽祖又成為生育之神(王秋桂1980：186)。海神媽祖的信仰，不僅是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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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媽祖保護航海安全，而且是把媽祖視為主宰風調雨順、生兒育女、戰

爭勝負、去病求吉的萬能之神(謝玉萍2005：31)。 

    張祖基(1986：135)於《客家舊禮俗》中提到，婦女有喜事該時，家

主就辦倒齋酌去九子（天后）聖母面前許福，喊做「許六甲福」。許福的

話，大約話：「信士某名，今日因為我家眷（薪臼）蒙神保佑，得有身孕，

求聖母保護平安，免致犯到胎神，等到細子出哩世，信士自然會到酬謝。」 

    六堆客家人稱媽祖為「媽祖娘」，對媽祖的信仰更是悠久，後堆內埔

鄉就有三級古蹟「六堆天后宮」。據鍾壬壽(1973：319)指出：全省的天后

（媽祖）宮廟，有三、四百座之多。而論起歷史悠久的，則為內埔的三

級古蹟六堆天后宮。早在西元 1721 年(康熙 60 年)六堆的組織成立時，就

在天后宮開會集議。媽祖的信仰自乾隆時代，粵族移民於渡台途次，經

湄洲嶼，媽祖聖地分香，為求護航，一路順風至南部六堆客家中心的內

埔安置。 

    除此，媽祖廟亦遍及六堆各地區，兩三百年來伴隨著先民開疆闢土，

落地深根。護佑著六堆地區，向來為六堆人所崇敬。居民在遭逢困難時，

自然會求助於「媽祖娘」，而婦女遇求子或生子之事，想當然耳也會求助

於「媽祖娘」，媽祖娘娘自然成為人們所信賴的「生育之神」。內埔鄉美

和村的個案 F13 就指出，她因久婚不孕，來自婆婆的壓力，只要聽聞哪

裡的神祇求子靈驗，她就會去求、去拜，曾向註生娘娘求取白米，也曾

向內埔鄉豐田村「慈濟宮」(圖 3-1-5)的媽祖求取「白花」(圖 3-1-6)，個

案 F13 表示： 

      

       頭擺 結婚兩、三年還無「擐人」。只要有人報， 就去拜、去求。有一擺，

聽人家講「竹頭角」5 个媽祖娘盡靈，去該求「白花」回歸來，就會降倈仔。」

故所， 就去拜媽祖娘還有跌聖筊求「白花」，過無幾久， 就「擐人」降倈仔，

                                                      

5
 「竹頭角」為舊地名，位於屏東縣內埔鄉豐田村內。個案 F12 所指的「媽祖娘」為屏東縣內埔鄉豐

田村竹南路 27 號的「慈濟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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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月个時節還有擐麻油酒來敬媽祖娘。(F13，2015/12/21)    

 

據劉還月、陳阿昭、陳靜芳 (2003：210-211)的研究指出，民間俗信

認為每個女人的元神是一株花叢（男人的元神則為樹叢），代表著女人的

子宮，開紅花，表示生女孩，開白花則表示生男孩。本研究個案 F13 求

的正是白花。而研究者實地查訪發現，慈濟宮媽祖神桌前的「盤花」6皆

為「白花」，是否意味著信眾廣泛的「求子」期望? 值得進一步探究。 

                                                                   

 

 

 

 

 

 

 

 

 圖 3-1-5 竹頭角(豐田)慈濟宮          圖 3-1-6 慈濟宮供桌之白花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28)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28) 

 

肆、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又叫九天娘娘、九天玄女娘娘。本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

中的女神，鳥身長著人頭的玄鳥，轉化成玄女，到了宋代的《雲笈七籤》

中，則徹底的人神化。後來還被人們賦予了賜福賜子的功能，雖然地位

低了許多，但是在善男善女心目中卻更覺親切和崇高(姜義鎮，1995：

68-70)。 

    九天玄女信仰在六堆地區並不普遍，僅屏東縣內埔鄉東寧村「玄女

                                                      

6
 六堆客家人，在庭院種植桂花、含笑或夜合等植物，大清早把摘下來的香花擺放在盤子裡，供奉在

神佛前，謂之盤花，參考黃瑞芳〈六堆人手裡的虔誠-盤花〉，頁 17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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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一座(圖 3-1-7)，「玄女宮」主祀九天玄女，配祀觀世音菩薩、媽祖及

註生娘娘。經研究者向廟方求證九天玄女之祈子事由，廟方人員表示：「九

天玄女廟」之主祀及配祀，皆為祈子神祇，不論是向主祀九天玄女，或

配祀觀世音菩薩、媽祖及註生娘娘祈子，皆有其功效。廟方的神桌上，

每日皆有各色之「盤花」(圖 3-1-8)供養神明，也可供欲生兒育女之信眾

求取。例如個案 F13，曾因結婚兩三年仍未懷孕，四處去求醫問診： 

 

        頭擺 結婚兩、三年還無擐人个時節，就像發癲樣仔，人家報哪， 就去

哪求。除忒註生娘、媽祖娘，乜有去九姑壇該求九姑娘娘，結果九姑娘娘先師

起乩講 「花樹」7弱，不容易擐人，就挽 求花樹，捐兜油香錢，求九姑娘娘

同  手培育花樹，分花樹過壯，正過會擐人。 乜有求九姑娘娘賜分 「白

花子」，廟方挽 自家取神桌上个盤花， 就選「白花仔」歸去泡茶食，聽講恁

呢就會降來仔。(F13，2015/12/21) 

 

    舊時的客家人對子嗣的重視，視多子多孫多福氣為人倫的理想。因

此，男女結婚後數年不孕，無法為家族傳宗接代，在往昔的社會是件非

常「嚴重」的大事。以個案F13為例，來自婆婆的壓力及家族妯娌間的輿

論，讓她無法喘息，只好四處求神問卜。畢竟在醫學尚未發達的年代，

要找出不孕的病癥給予妥善的治療，談何容易?在得不到有效的治療下，

自然而然地轉而尋求神靈的信仰寄託。並且個案求助的神祈均為女性之

神8，豈同為女人故可感同身受女信徒肩負著生育的天職？因此相關生育

之事，自然會求助於諸女性神祈庇佑。女性諸神似乎也明瞭婦女的需求，

                                                      

7 俗信以為男人是一棵樹，女人是一株花，冥冥之中注定要開幾朵花，或開什麼顏色的花，都是由註

生娘娘掌管，花的元神便是由「花公」、「花婆」照顧，它們辛勤地為花的元神澆水、施肥、除蟲害，

使婦女能順利地生產正常的嬰兒。參看簡榮聰，《台灣生育文化》，79 頁。 
8
 雖然觀世音菩薩身分有男性之說，但據燕仁(1993：45)指出：觀世音被「引進」中國，歷經曲折又

有趣的演變，他的身世不但被徹底中國化了，成了漢家公主─妙莊王的三女兒，性別也由男變女，成

為端莊雍容、慈善安詳，一副古代貴婦人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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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應民之所欲、所求，因此長久以來，撫慰著六堆客家地區欲生兒育

女信眾的心靈，讓婦女祈子、求順產、護子的心燃起希望、有個依歸。 

 

 

 

 

 

 

 

 

        圖 3-1-7 內埔九天玄女廟             圖 3-1-8 九天玄女廟盤花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28)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28) 

 

伍、換肚與求白花習俗 

    結婚生子與傳宗接代是一般人普遍的觀念，然而在早期重視子嗣的

傳統社會裡，對於婚後連續生女，或經常流產而無法懷胎生子的婦女而

言，所面臨的壓力可想而知，民間除了有求神卜卦的祈子方式外，早期

還有「換肚」之習俗。據李秀娥(2003：66)指出：「婦女懷孕後，有時常

流產或是連續生出女兒，娘家恐招致婆家不滿，因此趕緊在生育後十天

內，煮好豬肚來給孕婦吃，希望藉此換肚，將生女生之肚換成生男生之

肚。」劉還月、陳阿昭、陳靜芳(2003：210-211) 提到，即婦女想生男孩

或女孩，要先「換肚」之後，才可改變生男或生女。因俗信女人的元神

是一株花(男人的元神則為樹叢)，代表女人的子宮，而這株花會開多少的

朵花早已注定好的，開紅花，表示生女，開白花則表示生男，要經「換

肚」才可改變性別，即「移花換斗」之習俗。本研究眾多個案中，曾經

歷換肚風俗的個案 F2 表示：  

 

         民國六十五年時，因為我之前懷孕不順，又曾流產，所以娘家母親提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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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肚」。母親將煮好的豬肚裝入茶壺內，裏面還放些小釘子，拿到房間內給我吃， 

    母親就自行離開，不可以交談；吃完豬肚後將茶壺洗淨，連同釘子一同放置於床   

    下。往後我也順利的生了兩女後再又添一男，母親說「換肚」不一定是換成生男 

    生，而是換成較能受孕不會流產。(F2，2015/12/27) 

 

  相較於客家人，台灣民間的換肚習俗是將豬肚內填裝糯米，然後放

入新茶壺，再取一條紅線，兩端各繫銅錢六枚，尾端結上鈴子，掛在茶

壺嘴上。然後娘家再送到女兒家放在女兒床中央，祭拜床母之後默默離

去，不可交談。吃完豬肚後將空茶壺放在床下保存，日後拿來作為慶祝

誕生的帽子鬚，據說吃了豬肚就能把生女兒的產腹換掉，而生出男孩來

（李秀娥，2003：66)。可說是「天下父母心」，為著女兒能盡「天職」，

或保有在夫家的地位，或不被恥笑，或不被欺凌，以吃腦補腦、吃腰補

腎、吃肚換肚之心理，以茶壺形體似男性生殖器，具有男性的象徵，再

以數支釘子寓意添丁，來為女兒換肚。 

  其次，本研究個案口述資料顯示，六堆地區有向廟宇求「白花」以

祈求生兒子的習俗。在早期根深蒂固的父權的時代，男性是繼承宗族的

主幹，然而在農業的時代，需要大量人力，男丁多寡攸關著田地的耕作

與生產，男丁即成了家庭中最重要的資產，自然形成重男輕女的社會現

象。劉錦雲(1998：139) 也提到，客家重男輕女現象比比皆是。比如女嬰

不能在祠堂貼名，女孩不能上石碑(父母的墓碑上，下款只刻子ㄨㄨㄨ，

孫ㄨㄨㄨ立)，生女嬰不請羮(請客)。此外，女孩常常無故被罵為妹仔屎、

賠錢貨；咒罵別人斷子斷孫（高毛絕代）被看作最惡毒的語言。所以個

案中不論是多年不孕，抑或有生女兒但無兒子者，在求助祈子神的祭祀

儀式中，都特地向祈子神祈求「白花」。   

但白花又與生子有何關聯？據燕仁(1993：75-76)指出：廣州著名的

祈子神廟──金花廟中，主神為金花夫人，附祀的有張仙、華陀、月老、

花王、桃花女、斗姆等，大都與生育有關；還有二十奶娘神像，也都和

生育有關。這二十位奶娘之中包含有梳洗夫人張氏、教食夫人劉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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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夫人曹氏、養育夫人鄧氏、轉花夫人甯氏、紅花夫人葉氏、保胎夫人

陳氏、教飲夫人梁氏等。所謂「花」者，乃借指胎兒、嬰兒，「白花」指

男孩，「紅花」則指女孩。「轉花」是指女轉男。因此，民間流傳著若要

生男則要向神明求取白花，若要得女則求取紅花，即能如願以償的習俗。

六堆的祈子神似乎也知曉人們傳宗接代的需求，供桌前疊滿了各色花朵

的「盤花」，但總是少不了屬白色的「求子花」，滿足著六堆的客家人傳

宗接代的祈子需求。 

  其實以現在的觀點，生兒育女不全然是女性的責任，男性更是決定

子女性別的主導者，但受限於過去醫療知識不發達，加上女性地位的低

落，使得女性默默承受生兒育女的壓力，遂轉而求助民間偏方及神靈的

幫助。 

 

 

第二節  護幼之信仰 

   

    往昔由於醫學與科學尚未發達，及生活環境衛生條件不佳的情況下，

導致「養育」孩童極為不易，為求孩子出世後能夠平安的長大，每每求

助於「神靈」的寄託。在台灣民間信仰中，以七星娘娘及床母婆作為嬰

幼兒、孩童守護神可說是流傳久遠，客家地區也不例外，惟在細節上展

現特殊的地方風俗。以下分：一、七星娘娘，二、床公婆之信仰敘述之： 

 

壹、 七星娘娘                                            

    七娘媽又叫七娘夫人，七星媽、七星夫人、七星娘娘，在民間被奉

為保護孩子平安健康的神。古代醫學遠不如現今發達，孩童幼嫩抵抗力

差，常受各種疾病侵襲，幼兒的死亡率很高。民間即將命運寄託在神明

身上，七星娘娘作為護子神之一，很受崇拜。在孩童疾病纏身時，便去

七娘廟中祈願，有的家長還讓孩子認七娘媽為「乾媽」，以佑孩童平安很

受崇拜(燕仁，19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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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民間流傳在孩子周歲時，向七娘媽許願，求取七娘媽絭掛於身

上以護佑長大的習俗。等到十六歲時要「做十六歲」，在自家門口或廟裡，

供拜祭品各七分：如胭脂、膨粉、香帕、扇子，及香花(圓仔花、蓮蕉花) ：

並供奉油飯、麻油雞等。此外還特別供奉一座七娘媽亭，連同金紙及烏

母衣一起祭拜，以此感謝七娘媽的護佑長大，表示從此成人(李豐楙，1997：

41-42)。在客家社會，七月七日稱為「七娘生」，於上午在家門前擺香案

桌，以糖果、青果等和七碗雞酒供祭「七娘」之習俗。傳說七娘媽為小

孩之保護神，也是授子之神，醫護小孩之神，如此說來好似「註生娘」、

「床公婆」般的神（黃榮洛，2000：135)。 

    六堆地區客家人，稱七星娘娘為「七姑星」，奉為保護孩子平安和健

康的護子神。早期六堆客家地區家中有十六歲以下之孩童，或不好養育

有認給七姑星作契子的家庭，就會在農曆七月初七的夜晚，於自家門前

的禾埕設香案，擺上祭品來祭拜。祭品則葷素皆有，有使用雞酒，也有

使用鮮花素果來祭祀，但在鮮花及另一項必備的「紅棉線」的祭品上，

六堆客家地區就有獨到之處。本研究好幾位個案都表示曾親見此風俗，

在萬巒地區的個案 F16，分享了早期在五溝水所見祭拜七星娘的風俗，住

在竹田的個案 F8，則敘述了早期因小孩不好養育，而認給七星娘娘當契

子的風俗。本身對客家文化頗有研究的客語薪傳師個案 F15，因從小就跟

隨著家人祭拜，故熟知此習俗。就表示早期客家人祭祀七星娘娘的祭品，

一定要備一塊挽面用的「白粉」(圖 3-2-1)，及一束早期客家婦女紮「髻

鬃」(髮髻) 綁「三把頭」9的紅色棉線(圖 3-2-2)，「盤花」的素材選要以

富香味的白色香花以示誠意的早期六堆祭祀習俗。 

 

       頭擺 等有拜七姑星，今嘎(現在)蓋少人拜了。記得 嫁來五溝水个時節，

                                                      

9
 客家髻鬃有兩把及三把之分，二把為未婚婦女或少女髮型，三把為已婚婦女之髮型。三把是梳髮為，

將頭髮分為前、中、後三束，個用紅絲線或毛線紮緊後，在間三束紮再一起摺捲為十五公分的髮結，

即是所謂的「髻鬃」。林成子，《六堆客家傳統衣飾的探討》，10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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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人拜七姑星，在舊曆七月初七个暗晡頭，在禾埕前，準備五碗麻油酒同一

塊白粉來拜。(F16，2016/02/08) 

 

 頭擺个人，係堵著有細人仔過壞畜个，就會認分七姑星做倈仔，每年舊曆

个七月初七暗晡頭，就會拜七姑星，一直愛拜到細人仔十六歲，係無認神个就

毋使拜。(F8，2016/01/16)   

 

     等外家頭擺乜有拜七姑星，因為吾哥个生日係舊曆个六月七日，滿月堵

好係七月初七，阿婆就同外家阿哥認分七姑星做倈子。故所每年个舊曆七月初

七个暗晡頭，就有祭拜七姑星。祭品都係用齋果，有糖仔同水果，水果係自家

屋下種个，有楊桃，記得乜有用過甘蔗來拜。另外， 等客人一定會準備一塊

圓圓个白粉，同頭擺人「紮髻鬃」(綁髮髻) 个紅線，該係愛分七星姑梳妝打扮

个，過還會去屋前屋背摘兜香花，再親手疊成三盤香香个盤花來祭拜七姑星。

其實 等客人頭擺敬神用个盤花，大部分都係用有香味个，敬神个時節，還會

講：「香花迎來，香花送。」來請神明。(F15，2016/03/14) 

 

  七星娘娘的信俗在早期是不分族群極為普遍，祭品可說是琳瑯滿目，

但六堆地區對七星娘娘的信仰，卻有其獨特性。六堆婦女於農曆七月七

日的夜晚時分，虔誠的獻上客家婦女綁「三把頭」的紅棉線、白粉，和

「盤花」，來祭拜保佑孩童成長的七姑星。姑且不論七星娘娘是否需要梳，

或是會梳「三把頭」? 但在未有橡皮筋的年代裡，紅色棉線可是六堆客

家婦女妝點頭髮的必備。一把紅色棉線，及客家婦女摘自屋前屋後親手

疊成的「盤花」，十足地展現六堆婦女的虔誠與其獨特的七夕信仰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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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１ 白粉                       圖 3-2-2 紅線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01)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4/06) 

   

貳、床公婆之信仰 

    民間俗信每個孩子誕生後，都會有床公、床母在保佑與照顧。古代

傳說文王有百子，故文王夫婦即成為民間祭拜的床公與床母，即「床公

婆」，但一般僅祭祀女性的「床母」。其中緣故何在？據劉還月、陳阿昭、

陳靜芳 (2003：137)指出：「不管是什麼動物，一般都是公的較兇，母的

較溫柔，但如果母性動物育有幼子，而其他動物或者要去侵害她的孩子，

所有母性的動物會捨身護子，即使到最後一口氣，也絕不會認輸。」或

許是因為對嬰兒的照顧上特別需要女性的溫柔與體貼，故床母被賦予孩

童守護神的特質。 

客家人一般是奉祀床公婆，不獨「拜床母」而已，李秀娥(2006：38-39)

指出：客家人稱臥房中床上庇佑孩童的守護神為「床公婆」。當出生三天

後，便要祭拜床公婆，請床公婆日夜保佑。以前重要年節，都有祭拜床

公婆的習慣，但後來祭拜較減省，逢七娘媽生時，才祭拜床公婆。黃榮

洛(2000：135)亦指出：七月七日是「床公婆生」，客家人間有拜「床公婆」

之習俗。昔時人民的習慣，認為十五歲以下的孩子，還是花園內的花之

觀念，小孩的髮型以「腮鬃仔」型來作區別，認為小孩都受到床公婆的

保護。 

關於床公婆守護神，在民間流傳許多有趣的說法，如仁聘(199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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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禁忌》：「床母也會帶著熟睡的嬰兒靈魂到處遊玩，故忌諱將

熟睡的嬰兒臉部畫以塗料，易致使床母認不出嬰兒的身體而無法回魂而

喪命。」而客家民俗專家黃榮洛(2000：135)指出：「嬰兒常在於床上，一

個人在笑，有時一個人在吃吃地開聲，很開心笑的情形也常見，大家認

為床公婆在逗弄嬰兒笑。」早期剛出生的嬰兒身上長有不同形狀的「胎

記」10，過些時日又消失不見，也被視為是床公婆在幫小孩做記號。這些

流傳於民間的信俗，讓人虔信「床公婆」為新生兒的守護神，只要透過

虔誠的祭拜，「床公婆」就會庇佑小孩平安健康的成長，故六堆地區祭祀

「床公婆」之信仰為養育小孩的精神寄託。只是祭祀的日期不同，有嬰

兒出生第三天、十二天或滿月時祭拜，也有每逢七月初七，七星娘娘誕

辰時祭拜： 

         

 頭擺細人仔出世，有拜床公婆，過每年个舊曆七月初七，乜有準備雞酒同

麵線在眠床頭來拜床公婆，一直拜到細人仔十六歲成年。 (F1，2015/12/27)   

        

嬰兒出生三朝就要拜床公婆，過滿月同(及)第一年个過年，都有炒麻油酒來

祭拜床公婆，希望保佑嬰兒乖一息「日好尞，夜好睡。」(F6，2016/01/29)  

 

       頭擺人都有拜床公婆， 等三個細人仔滿月个時節，家娘都有炒麻油雞酒

來拜床公婆，希望床公婆做得保佑細人仔乖乖會大。(F13，2016/02/25)   

 

  等係在十二朝个時節拜床公婆，愛舀三碗雞酒來拜。往後每年都有拜，

無固定个日仔，差毋多都係有過節个時節，就炒麻油酒來拜，拜到細人仔十六

歲就毋使拜。頭擺人會講細人仔圓身項係有胎記，就係床公婆做號(胎記)，床公

                                                      

10 光田綜合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廖立亨指出：胎記是在皮膚每個單位面積的正常組成部分，產生一個

或多個的過度增生。這些組成包括血管、淋巴管、色素細胞、毛囊、皮脂腺、上皮細胞、平滑肌，甚

至是膠原蛋白和彈力蛋白，使皮膚上顯現出特別的突起、形狀或顏色。陳姵樺(2015)。《媽咪寶貝》。

185 期，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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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乜會撩(逗弄) 細人仔㖸(笑)，故所愛拜床公婆，細人仔正會過好畜(養育)。(F14，

2016/03/13)   

 

    客家人向來為「多神崇拜」的族群，視萬物皆有「靈」，而襁褓中的

嬰兒與睡眠中的床最為親近，待在床上的時間也最長、最多，不論吃、

喝、休息與睡眠總是離不開床，因此產生「床公婆」的信仰，對於各種

無法理解的現象，均視為神明的旨意。於是虔誠的六堆客家人在嬰兒出

生三朝，也是第一次煮雞酒給產婦進補時，不忘舀一碗來祭祀「床公婆」；

以及嬰兒滿月時，也要以雞酒來感恩「床公婆」一番。另外，也有十二

朝、農曆七月初七「床公婆」生祭拜，甚至逢過節時，還不忘炒雞酒祭

拜「床公婆」的風俗。同為祭拜「床公婆」，日期雖略有不同，但無損於

對「床公婆」信仰的虔誠之心。 

    

 

第三節  客家地區特殊之信仰 

     

    台灣屬高山峻嶺、河川密布、林木蓊鬱之地形。六堆地區位  

於台灣的西南端，除了屏東縣之佳冬鄉臨海之外，更以潮州斷層與

中央山脈南端大武山山脈相鄰。六堆之客家人除了要面對險惡的地

理外，還要面臨台灣多變的天災地變，如此險惡的環境下，要在此

落地生根及繁衍下一代，實非易事。而篤信神靈的客家人，自然求

助於神靈的庇佑，求得心靈的藉慰，在兩三百年歷史的磨合下，逐

衍生出在地化的六堆特殊信仰。一、有因應自然地形所衍生的自然崇拜

─美濃「石母宮」信俗。「石母」信仰為客家地區特殊之護幼信仰，有求

取奶水、如石頭般堅硬、求「絭」…等保護著幼兒成長的信仰。二、由

民間信仰而衍生的─「西秦王爺」，「西秦王爺」是萬巒鄉五溝地區特殊之

護幼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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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美濃「石母宮」 

    中國人向來是個敬天祭神的民族，不論是傳說中的仙人，或是民間

助人，死後人們因尊敬而將他轉化為神的，甚至僅是石頭、木頭，都有

可能因神力附著，進而解救百姓，成為古代自然神的一種。因此在民眾

的心裡，只要有安定作用的，讓心靈有所寄託，就都會將它供俸起來(徐

翠真、徐煥昇，2007：55)。在客家地區就流傳許多石母石頭公或大樹公

的信仰。例如姜義鎮(1997：110)在《台灣民間信仰》中提及，石頭公又

稱石將軍、石佛公、石府將軍、大伯公、大伯爺、石聖宮等。均為郊野

田頭或樹下巨石一塊而已，由於岩石怪異奇特，形色與眾不同，加以附

會穿鑿之說，奉為神，稱為石頭公。徐翠真、徐煥昇(2007：60)在相關客

家傳統石母信仰的研究中指出，石母信仰以遠古泛靈信仰的基礎，再融

合儒、釋、道的教義，成為附有精靈及靈魂的存在，是傳之久遠的宗教

信仰形態。民間認為石頭具有使兒童頭腦堅固聰慧的神力，因而有祭拜

石頭的習俗，北部客家庄尤其盛行讓小孩認石頭為父母的信仰，以保佑

孩子健康成長。 

   美濃鎮「石母宮」(圖 3-3-1)是台灣唯一供奉鄭成功之母田川氏的寺

廟，相傳鄭成功於明末清初為躲避清兵追殺入美濃羌仔寮，在彼等密藏

錢糧之同時，發現石母宮有一天然巨石，儼若一婦女端坐其上，前面左

右各有類似豬羊牲禮之巨石，遂命軍中石匠刻上「懷慈母鄭母國太一品

夫人」字於其上，這是石母宮供俸鄭成功之母的由來。數十年來，美濃

相傳有一習俗，當地民眾每遇家中襁褓病厄難養，皆抱往石母宮前求石

母娘娘庇佑，甚至有鄉民將子女過繼給石母，祈求石母護佑(黃山高，2004：

149-150)。  

   「石母宮」位於高雄市美濃區廣興里羌仔寮之山麓地帶，是天然巨石

所構成的宮廟，第一層為「成功寶殿」，供奉延平郡王鄭成功，第二層

為「石母宮」，供奉鄭成功之母國太一品夫人。因宮內有天然形成之巨

石，上頭還有乳房狀的石形(圖 3-3-2)，早期還有向石母求取「奶水」來

為幼兒治病的風俗，被視之為保護孩童之神祈。當地人稱石母為「石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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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oi
ˊ
)為客家語「母親」之意。石母宮拜殿內高掛「妙養嬰兒」(圖

3-3-3)，及左右「石像夫人萬古嬰兒蒙襁育」、「母儀護法千秋赤子靠娘

恩」對聯，足見「石母宮」在信眾心目中之地位。據個案們表示，早期

因為醫學不發達，時有小孩夭折。因此當地人虔信只要認給石母做契子，

即可獲得石母庇佑而健康成長： 

 

     早期美濃地區有許多父母會來石母宮求取「絭」讓子女戴，以庇佑平安，

我和家中五個兄弟姊妹全認給石哀當義子、女。每年石哀生日就會來「換絭」，

一直到小孩十六歲成年「脫絭」。每年的農曆一月十九日，是石哀的誕辰，石哀

的義子、女們，及各地的信眾都會來參加盛會，桌次就高達一百張之多。(M2，

2016/01/02) 

 

     細人仔係蓋壞渡就會認分石哀做義子，石哀會保護 等个細人仔平安順序，

 等个細人仔同孫仔都有認分石哀做倈子，今嘎 个孫仔都讀研究所欸。故所

 每年个「石哀生」都會來參加，感謝石哀个庇佑同希望保佑孫仔平安。(F5，

2016/02/26) 

 

  本身是石母宮虔誠的信徒，也是總務的個案 M2 表示，以前美濃的

興隆及廣德地區，有很多小孩不論健康與否，包括他們五兄弟在內，大

都有認給「石哀」做契子、求取「絭」來配戴。高齡 87 歲的個案 F5，她

的子女及孫子，子孫兩代都認給「石哀」當契子，所以每年的「石哀」

誕辰，她都會來參與盛會，以感謝「石哀」庇佑子孫之恩。 

  就自然物崇拜角度而言，石母信仰的意義，乃在於人們期望透過對

石頭的祭祀，得到神靈的庇祐，希望子女能像石頭般的「堅硬」，它是

試圖藉由把孩子給石頭做契子來改善「弱根基」甚至與生父母「毋相生」

的命運，是一種回應命運的挑戰且不認宿命擺布的動心忍性（徐翠真、 

 

徐煥昇，2007：59)。因此也有個案因小孩生病而向石母求取「奶水」治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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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M2表示：         

 

     「石母宮」左右兩顆巨石有如豬羊兩牲禮，中間的巨石左右各有好似女性

乳房的石形，以前醫療還不發達時，只要是家中小孩生病，或不好養育，甚至

是剛出生健康的嬰兒，也會帶小孩來石母宮認給石哀當義子、義女，並求取石

哀的「奶水」11給小孩治病，小孩吃了就會痊癒，非常的靈驗，因此香火鼎盛。

(M2，2016/01/02) 

 

 

 

 

 

 

 

 

 
      圖 3-3-1 美濃「石母宮」         圖 3-3-2 「石母宮」乳房狀的石頭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1/12)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1/12) 

         

  美濃「石母宮」雖位處偏僻地帶，因石母宮內渾然天成的巨石，形

色與眾不同，加以乳房狀之石形，與求取「奶水」靈驗的附會穿鑿之說，

更與延平郡王祠供奉母親的廟結合，就這樣石母宮結合了自然的崇拜與

母性崇拜，衍生出石母的信仰，加上天下父母心，為求石母的庇護，不

辭地點之隱密、山路之崎嶇與蜿蜒，就是要求得石母庇佑。雖然時過境

遷，醫學發達，但對石母宮之信俗一絲未減，從其每年農曆一月十九日，

                                                      

11
 據個案 M2 表示:若有需要向「石哀」求取「奶水」為幼兒治病之信徒，先以馨香禱告，經「石母」

允諾後，廟方會取一瓶水，自「石哀」的乳房形狀之石頭上淋下，信徒自下方接取，即為可治病的「石

哀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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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母宮」國太夫一品護法夫人誕辰壽宴，來自各地蜂擁而至的信眾和

義子女和高達百桌次的盛況(圖 3-3-4)，可見一般，石母就有如一位慈愛

之「母親」，呵護著當地幼童的健康成長。 

 

 

 

 

  

 

 

 
        圖 3-3-3  「石母宮」拜殿             圖 3-3-4 「石母宮」壽宴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1/02)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26)  

 

貳、西秦王爺 

   「西秦王爺」位於萬巒五溝水村內吳姓祖堂(圖 3-3-5)，是吳姓祖先渡

海來台時帶過來供奉的。相傳西秦王爺為唐明皇李隆基，由於唐玄宗酷

愛音律，設梨園，後來被戲劇界尊為開山祖和職業神，是台灣地方戲

班所供奉之戲劇之神。經過地方信仰的轉化，五溝水人認為「西秦王爺」

(圖 3-3-6)善於照顧小孩，稱之為「牽大爺」，是照顧小孩、拉拔小孩長

大之護幼神祇，默默的庇護孕婦和小孩成長。《萬巒鄉誌》紀載：萬巒五

溝水咸信，家中若有嬰兒受到驚嚇或啼哭不止，抑或發育不良，只要帶

到西秦王爺跟前認給王爺當契子，自此可獲平安順遂。就在鄰里街坊口

耳相傳之下，西秦王爺成了五溝村民孩提時共同的神明義父(尹章義，2008：

90)。據同住在五溝水的個案F15及F16表示，五溝水附近的小孩，大多有

認給「西秦王爺」當契子，就連長要大結婚時，還不忘「西秦王爺」照

顧之恩情，備以牲禮及金香、素果及來祭拜。以下分別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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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五溝水這有拜西秦王爺个信仰風俗。 等在地人稱西秦王爺係「牽大

爺」，「牽大」就係同細人仔「牽」畀大，乜係「渡大」个意思。在地个細人仔

大部分都有認分「牽大爺」做義子，故所每年舊曆个六月份，就會去拜喏(祭拜)

同「換絭」，一直到細人仔十六歲成年。頭擺乜有人因為細人仔圓身(身體)毋爽

快(不舒服)，就去西秦王爺該(那)，刮兜王爺神像底座下个泥灰來泡分細人仔食，

聽講恁呢(這樣)做得保佑平安。(F15，2016/01/28) 

 

 等五溝水附近个細人仔，只要出世四十日，無就滿四個月後，就會帶                               

去分西秦王爺做倈仔，希望西秦王爺保佑細人仔平安健康。到了六月份王爺生个

時節，還會來祭拜同「換絭」，一直到細人仔滿十六歲「脫絭」。還有細人仔係愛

結婚个時節， 等還會準備三牲水果來祭拜，感謝西秦王爺對細人仔還係嬰兒時

就一直照顧到大，現在做得長大成人又愛討妻仔(娶妻)，故所愛來感謝西秦王爺

照顧个恩情。(F16，2016/02/08) 

 

     然而生育及照顧幼兒向來被視為婦女的 「天職」，因此，一般主宰

「生育護幼」之神皆為女性，為何萬巒五溝水會將男性的戲曲之神─西秦

王爺轉化為孩童守護神?其中緣故為何？據徐翠真、徐煥昇研究(2007：57)

指出：在歷史的傳播過程中民間信仰也進行了調整時空的同化整合，而

有著一些普化的共有現象。實際在文化的認知上是經由相當漫長的文化

層累作用形成的。據個案F15表示： 

 

       老頭擺還無電視同電影个時節，大家無麼个娛樂，庄肚係做鬧熱有戲班來做

戲，該使無分麼个老嫩大細大家都蓋喜歡看，事頭都會攉忒(手邊的工作可是會

擱置一邊)，拿等大凳板、細凳仔大家坐等恬恬(靜靜地)來看戲。怕係因為西秦

王爺係做曲、做戲个神，會唱歌又會做戲，細人仔過好看戲，故所，細人仔係

認分西秦王爺就會乖乖過好渡；加上頭擺庄肚大家都傳西秦王爺係「牽大爺」，

細人仔係認分佢，就會過好畜，故所庄肚个細人仔大部分都有認分「牽大爺」

做義子。(F15，2016/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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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當地文化頗有了解的個案 F15 表示，早期村民在還未有電視電影的

年代，村中只要有迎神賽會請戲班酬神，可說是「萬人空巷」，不分老少

大家無不聚精會神地看得入神。或許是因為這樣，村民覺得西秦王爺是

戲曲神有安撫作用，因此認為將小孩認給西秦王爺做契子，就會變乖又

好照顧。事實上，早期醫學不發達，衛生條件又不好，要養育孩子是件

不容易的事，逐將心靈寄通於神靈，總認為認給神明當契子，必能得神

明的神助，小孩就可平安健康的長大。據訪查五溝水地區只有祭祀釋迦

牟尼的「映泉禪寺」，及供奉關帝聖君的「慈雲堂」，和祭祀六堆先烈的

「忠勇祠」，並無供奉註生娘娘、媽祖或九天玄女…等主管生育、護幼的

女性廟宇，於是村民若逢小孩不適時，就近求助於吳姓祖堂內的西秦王

爺信仰，鄉里間並時有所聞一些穿鑿附會的靈驗傳言，於是在村民一傳

十，十傳百的相繼效尤下，於是戲曲之神經過時間及空間的多次轉化下，

西秦王爺就成五溝之護幼神祇之信仰了。 

 

 

     

 

 

         

 

     圖 3-3-5  吳姓祖堂的西秦王爺            圖 3-3-6  西秦王爺香座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08)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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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妊娠與分娩之習俗 

    

    六堆地區的客家人稱婦女懷孕為「有身」，或「擐人」，為孕育新的

生命之開始，將為家庭添加新的成員，也意謂著宗族的繁衍與生生不息。

在漢人普遍期望家族繁衍的傳統觀念下，無不視懷孕為「喜事」，客家

社會亦然。朱勝斌(2000：30)在有關六堆生育禮俗的著作中提及，「客家，

因長久以來流離顛沛歷經多次遷徙，塑造出傳統習俗。對生命誕生非常

敬慎的態度。當家有身懷六甲孕婦，族中長輩無不稱慶添孫添福氣雀躍

不已。」故對懷孕之事總是審慎以待，昔日醫療還未發達及衛生條件又

不佳的年代，導致流產與嬰兒的夭折率偏高，懷孕與生產總是充滿著危

險與不確定感。基於愛護孕婦及保護胎兒的心理下，衍生出許多婦女妊

娠與產育相關之信仰與習俗，來規範孕婦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事宜，以保

護孕婦及胎兒；又為調理產婦的身體，及褒獎其為家族繁衍之辛勞，亦

衍生諸多特殊的習俗來照料產婦的「坐月子」事宜。以下分一、胎教與

妊娠之禁忌。二、生產之習俗。三、坐月子之習俗。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節 胎教與妊娠之禁忌 

 

   現代的父母無不信胎教之說，懷孕時期特意的吃些營養品、喝豆漿

及牛奶，除此，看書、聽音樂、保持愉悅的心情，和多看漂亮的寶寶相

片，無不是想藉由良好的胎教，期盼將來生個皮膚白皙、品行好、喜讀

書，品貌兼具的優秀寶寶。其實胎教之說自古有之，以下從文獻記載及

口述訪談資料，論述客家地區有關胎教的信俗與禁忌、胎神信仰與禁忌

及各種安胎保胎之法： 

 

壹、胎教之信俗與禁忌 

    何謂「胎教」?從字面上而言，就是胎兒自母親腹中的孕育期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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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母親的言行舉止、心情變化、飲食習慣…等因素所影響。因此，孕婦

於生活中的行事，都要謹慎為之，謹守禮節，以良好的情緒與心理狀

態感染給胎兒謂之「胎教」。許世明(1982：143)在《遺傳、優生與胎教》

中引漢人王充《論衡》〈命義篇〉：「孕婦食兔，子生缺脣。生子不備，

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故禮有胎教之說法，子

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受

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型態醜惡。」 柳寧(1996：

81)《迎接新生命》中引《史記》：「太任者，文王之母，……太任之性，

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

言，能以胎教……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一而識百。」太任即周文王

的母親，足見胎教之說歷史久遠。 

    古人自古就知曉以良好的胎教來孕育腹中之胎兒，向來重視教育的

客家人對胎教之說也不遑多讓，亦發展出各種的行為禁忌，來規範妊娠

之婦，讓婦女在妊娠時能多留意自己的行為舉止，以保護孕婦及胎兒，

讓胎兒打自娘胎就受到良好胎教之薰陶。丘桓興(2011：111)在探討客家

文化中的著作中提及，客家地區對孕婦的禁忌甚多。首先，懷孕期間不

要幹重活；不要跑跑跳跳；不要拈針動線，縫縫補補；不要踮腳伸手搆

高處的東西…孕婦不要去看猴戲、木偶戲，以免驚嚇了胎兒；不要參加

喪禮活動，不可看棺材，以免孕婦因心情悲痛而影響胎兒發育。 

    雖說胎教之重要，但據朱勝斌(2001：300)指出:「早期客家婦女絕大

部分都肩負莊稼粗活，雖分娩在即亦晨昏勞碌田野幹活。」陳裕美(2004：

33)的研究也提及，那個年代婦女讓中醫師把脈得知懷孕，僅告知『欠血』，

不好意思說有身孕，婦女更穿長又寬的衣服遮蓋日漸隆起的小腹，低著

頭走路，深怕別人察覺她已懷孕，那時候路也不平坦，不是上坡就是下

坡，挑挑擔擔的，除了勞動還是勞動。六堆客家地區亦然，個案們表示

自己懷孕時的胎教如下： 

 

         頭擺个人，擐人哪敢講?恁大个耕種，又愛輪流煮食，係輪著 ，就算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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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喜)圓身無爽快，乜愛煮分大家人食。其實，毋單只係 ，恁多子嫂(妯娌)乜

係大肚屎還愛做事， 等个胎教就係家娘、外家阿姆同子嫂交代：「擐人愛過小

心啊!麼个食毋得、麼个動毋得，尤其係毋好犯著胎神，係犯著胎神驚怕會溜胎，

無就會傷著細人仔。(F8，2016/01/16) 

 

        頭擺擐人盡壞勢，毋敢同屋家人講，衫褲挑工著過大領(件)啊!驚人知。人     

家去田坵仔做田事， 乜同人家做共樣个事頭，無論係耕田、種菜，麼个都愛做，

做到降。係愛講胎教，就係擐大肚(懷孕)个時節，使毋得在間仔使剪刀，驚會剪

著嬰兒仔个手腳，就壞蹄欸(糟糕了)！(F5，2016/02/26) 

 

     等頭擺擐人盡做，係堵著蒔田(插秧)、割禾(割稻)乜愛 手(幫忙)，日頭

ㄤ烈乜愛曬穀、耙穀，係堵著落大雨，耙穀就耙毋俐，麼人管麼个擐大肚。毋

故，家娘就有交代，手毋好擎高高，過(和)毋好大步跳圳溝仔過，驚(怕)會溜胎

(流產)。(F14，2016/03/13)   

 

         頭擺命毋好，擐人麼个事都做，無論係拈柴打叉(撿柴火)、蒔田、割禾仔、 

     也係㧡稈(挑稻稈)、摘豬菜(地瓜葉)，摘了還自家㧡歸來，做到降；正知得擐人   

     使毋得釘釘仔同鑽東西，驚毋堵好會傷著細人仔。(F20，2016/03/25) 

 

    等頭擺屋下蓋苦，蓋歪命，擐人乜愛做田坵仔事，做到降，哪有像這下

个人恁好命，有冷氣好吹又有音樂好聽。係愛講胎教，就係愛過有量兜仔(脾氣

好一些)，使毋得發譴(生氣)；其實頭擺做人个心臼(媳婦)，哪敢發麼个脾氣全概

都蓋乖聽大人儕个話，故所 等降个細人仔乜蓋乖蓋有孝。(F12，2015/12/21) 

 

    早期六堆地區經濟條件普遍不佳，生活困頓，又從事勞動的農耕，

加上客家人生性保守的個性，對懷孕之事自然低調不敢張揚。即使有孕

在身，還是從事著勞動的農務，不論是下田插秧、除草、割稻、曬穀、

種菜、挑菜……樣樣都來，雖然身體微恙，也咬著牙硬撐，要說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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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勤奮工作、逆來順受、伺候翁姑，和謹守那懷孕的各種禁忌，這就

是早期六堆客家婦女的胎教之說，透露著對當時大環境的無奈，更展現

出早期客家女性內斂與堅韌的一面。  

 

貳、胎神信仰與禁忌       

    客家人以為一個人生下後具備有「精」、「氣」、「神」三樣於自身，

神就是人的元神，也就是人的靈魂。當女人懷孕時，元神就存在於胎盤

上，這時也就有了胎神的存在。胎神每天所佔的地方不同(圖 4-1-1)，普通

都明載在日曆上。因此，孕婦房中忌器物隨便移動、修裝牆壁或門窗、

屋頂、禁動針引線裁製衣服；否則觸犯胎神，必致將來嬰兒變成畸形、

殘廢或流產(陳運棟，1983：356)。日人鈴木清一郎(1989：87)所著《台灣

舊慣習俗信仰》也指出:由於胎神是和胎兒的靈魂相通，若在胎神潛伏的

地方釘釘子，就會傷害到祂，這種傷害立刻就會波及到胎兒，使孕婦肚

子痛而造成流產，或者將來生產時發生難產，以及使胎兒起異狀而變成

畸形，這叫做「動著」，一般人對胎神信仰非常敬畏而深信不疑。 

    胎神的信仰與禁忌亦流傳於六堆客家地區，婦女對懷孕的行事，總

是小心翼翼地遵循著許多老一輩所流傳下來的禁忌，深怕一個不小心將

導致流產或生出畸形兒。諸如：不要在寢室內動針線、剪刀和移動物品，

也不可綑綁物品，此時家中更嚴禁釘釘子、整修房屋和動土…等。茲就

個案們訪談資料整理出有關胎神之禁忌如下： 

    

   一、孕婦忌諱於房間內使用剪刀，否則觸犯胎神，會導致嬰兒「缺嘴」或「缺手 

      腳」。(F5，2016/02/26)、(F6，2016/01/29)、(F14，2016/03/13)    

   二、懷孕時不可亂動房間內的物品，以免觸犯胎神。(F6，2016/01/29) 

   三、孕婦不可在房內捆綁東西，怕會觸犯到「胎神」，而傷及到胎兒。以前就有一 

       個大肚子的鄰居，因蚊帳破了個洞，隨意拿起繩子將洞口綁住，導致生下來 

       的嬰兒脖子上長了一個「矻」(kid 小肉瘤)。(F14，2016/03/13) 

   四、不可於房間內釘釘子，會犯胎神而傷及胎兒。(F20，2016/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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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擐人使毋得鑽東西，驚毋堵好會傷著細人仔。(F20，2016/03/25) 

   六、切菜時，不可切到自己的影子，會傷及腹中胎兒。(F8，2016/01/16) 

   七、忌諱動土，大興土木，會觸犯胎神，遭致流產。(F8，2016/01/16) 

   

  因為相信胎神即存在於家中的房間或任何器物上，亦會跟隨著不同

的日期異動，因此懷孕時，不能任意的使用剪刀、搬動物品、捆綁東西、

動土，以及切菜時要小心，不可切到自己的影子……諸多的胎神禁忌，

就是深怕會觸犯胎神，導致傷害到孕婦及胎兒，而遭致流產或生出破相

畸形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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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六甲胎神每月所占定局 

資料來源：陳裕美(2004)《客家渡子歌─談客家婦女由出嫁祈子到行冠筓禮之間的禮

俗》，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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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安胎與保胎    

    在以前的社會，孕婦如果過份操作或行動失慎跌倒而動到胎氣，或

是民間相傳的不慎觸犯到胎神，或者是因為懷孕害喜而感到身體不適時，

在舊時就有幾種安胎之作法。據陳運棟(1983：356)指出，安胎之法有四：

一、向中藥店購買十三味、安胎散，服用以保胎兒。二、請先生媽寫安

胎符，把符燒了與鹽混合，循著觸犯胎神的東西搬出的路線，沿途灑在

地上。三、買來安胎符放在身上，床上或棉被下。四、把安胎符燒了灑

在蚊帳上。 

    以前六堆客家地區也流傳著諸多安胎與保胎之方法，以藥理來說，

最普遍的是服用中藥方「十三味」。此外還有一帖更具療效的「保產無憂

方」中藥來安胎。據個案 M5、F8 表示： 

 

         擐人一定愛食十三味，頭擺 食了盡多帖，十三味做得止翻(pon
ˊ吐)又做

得安胎，正擐人(懷孕初期)就做得食，將來細人仔乜會過好畜(養育)哦!(F8，

2016/01/16) 

 

「十三味」和「保產無憂方」兩者都是古代就流傳下來的安胎良藥，只是

「保產無憂方」的藥材較為高貴，藥效更勝於「十三味」，它除了安胎以外，更

有止出血的功效，孕婦若動了胎氣，或出血有流產的徵兆，就得服用「保產無

憂方」來安胎、止血。(M5，2016/02/26) 

   

本研究諮詢行醫超過一甲子的中醫師個案 M5 表示：「十三味是早期婦

女的安胎良方藥，其療效為安胎、害喜止吐，以及治療感冒鼻塞、止咳化痰、除風、

去風邪等療效。是古代流傳下來的懷孕感冒藥；孕婦感冒不要亂吃西藥，吃十三味最

安全，這裡含有許多治療感冒的藥方又可止嘔吐。」可知坊間除了以「十三味」

來安胎調養之外，也兼具治感冒的療效，故延用至今。 

早期在六堆客家地區，除了有使用藥理來安胎與保胎外，還有以掃

帚、米、鹽或洗米水等物品，來防範避免觸犯胎神的安胎與保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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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方法就是，若要移動孕婦房內的物品時，先輕輕地搖動物品，或是拿

掃把掃一掃，也可先灑些洗米水再來移動物品以防患未然。萬一不幸觸

犯到胎神，即是孕婦有身體不適感，就施以一小撮的米和鹽灑於觸犯胎

神處來化解，個案們表示： 

 

         擐人係愛動著間肚(房間內)个東西，就愛先在間仔裡背掖兜(ie 灑些)「米汁

水」(洗米水)，無就先搖搖啊，或者拿掃把先掃掃啊，再徙位(移動位子)，就毋

會犯著胎神了。(F13，2016/02/25)  

 

         係無小心釘著胎神，就愛用第二遍个洗米水，再加一息(一點)「油」(沙拉

油)，在釘著釘仔个位跡(位置)掖掖(ie 灑)啊來化解。(F8，2016/01/16) 

         

         係因為動著間肚个東西來犯胎神時，就愛拿一細撮个米同鹽，掖向犯著胎

神个地方，無就在間肚四向(四周)，緊掖緊唸：「東西犯，胎神無犯」，就做得化

解。係因為動土來犯著胎，就喊做「土犯」，做得用第二遍个洗米水，再加一息

「油」(沙拉油)，緊掖洗米水緊唸：「土犯，人無犯。」唸一句，就愛用腳蹬(dem

ˋ跺)地一擺來化解。(F8，2016/01/16) 

   

  民間對於觸犯胎神的民俗化解法有多種，除了要施以米、鹽和洗

米水來化解犯胎神之厄外，還搭配口唸咒語方式化解，其目的不外是

希望能孕育出健康的嬰兒，因此藉由這些禁忌與巫術行為以達到安胎、

養胎的目的。其次，生老病死為人生無可避免的過程。因此，姙娠之

婦難免也會面臨到親人的喜與喪，為了避免「相沖」而影響到腹中胎

兒，早期六堆客家地區還流傳著孕婦參加婚事的安胎化解法。據研究

個案 F8 表示，外婆為「先生娘」，專司收驚及排煞解惡，從小就耳濡

目染下也習得一些相關的化解法，加上懷孕時曾同時面臨「喜」與「喪」

之事，故對安胎及保胎的方式非常熟知。以及結婚時，正逢小姑有孕

在身，無可避免地參加喜事，家人怕她們喜沖喜而「沖著」，就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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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行化解之道，以下個案 F8 敘述： 

 

     婚禮告一段落後，大約傍晚時分，由媒人或家中的長輩，使用遮新娘進門  

     的「米篩」，再將數朵紅色和白色的花放置於「米篩」上，新娘與孕婦分別站在

「米篩」一方，一邊篩「米篩」一邊說：「個人个花，還個人个花；紅花、白花，

個人、還個人个花；若(你的)花還若花， 个花，還 个花。」唸完後，新娘與

孕婦個人選取自己想要的花朵，欲生男丁者取白花，反之則取紅花，這樣新娘

與孕婦就不會「相沖」(F8，2016/01/16)。 

 

    昔日醫學還未發達，對於嬰兒的性別、畸形兒的產生、是否懷胎順

利?能否安產…等不確定的因素所疑惑。因此，民間為了確保懷孕順利及

安產，衍生出諸多安胎及保胎的方式，徐翠真、徐煥昇(2007：56)指出：

「信仰的起源或者說是生於人類恐怖的心理，或者說是由於古代人對生

物和非生物無所辯，便懷有萬物都敬畏的心理。由於攝服於自然的現象，

因而產生恐懼、奇異、希望和模擬，自然而然的構成了宗教的要素。」 不

論是胎神信仰，或是各式犯沖的化解方式，雖然是沒有科學根據的迷信

與陋習，但它可是安定著往昔六堆孕婦不安的心靈，也是早期六堆地區

孕婦的安胎與保胎的法寶呢!  

 

肆、飲食與行為之禁忌 

    在早期醫療與衛教知識還未發達的年代，懷孕與生產可說是件極危

險的事，尤其懷孕過程中，伴隨著噁心、嘔吐、頭暈、疲倦、厭食、乳

房腫脹及對氣味的敏感…種種的不適。及腹中胎兒長相、性別、是否能

順利的生產?等不確定的因素，讓懷孕及生產充滿著神秘感與不解。因此，

對懷孕之事總是謹慎以對，深怕任何差池，動了胎氣，遭致流產或生育

不全，故長久以來衍生出諸多的禁忌，來保護孕婦及胎兒。姜義鎮(2012：

52-55) 指出:孕婦忌動剪刀、針線，也不可於室內綁東西，會生十指不能

彎曲的怪孩子；也忌塞瓶口，會使胎兒的口、鼻、耳、肛門閉塞。孕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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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禁忌參加別人的婚禮，也不能看嫁娶，不能到新娘身邊去，忌摸新娘

的轎子、嫁妝，忌到洞房裡去，忌坐新人的婚床，忌出席喜宴。民間還

有禁忌孕婦接觸喪葬方面的各種事物的習俗。 

    孕婦除了有胎神及行為之禁忌外，在食物方面也有諸多的禁忌。張

祖基(1986：133)於《客家舊禮俗》中指出:「婦女受孕以後，食物愛謹慎，

因為唔當食的東西，毋單止能感動胎氣，對於物理也唔合，若使唔小心，

就唔單止難生產，也能使細子破相。好比食羊肝，生子會多災厄。食鯉

魚同雞春，生子會成疽與瘡。食狗肉，生子毛聲音。食兔肉，生子缺喙

唇。食腳魚(鱉)，生子頸短，又會損胎(身)。食螃蟹會橫生逆產。食子薑

使孻子多指發瘡。食蝦蟆黃鱔生子會喙啞。食馬肉，使倒胎兒熬月(蠻皮)

難下產。」 

    孕婦之禁忌在重視子嗣與生命之繁衍的六堆地區流傳甚多。個案們

紛紛表示：當身懷六甲時，除了婆婆外，娘家母親、家中長輩和叔婆伯

母們，也會好意的告誡哪些行為不可行、那些動作不可為、那些食物不

可食，若不忌諱將招致種種的不幸。妊娠之禁忌就這樣的流傳於六堆鄉

里間。以下分別就一、飲食之禁忌，二、行為之禁忌敘述之： 

 

一、飲食之禁忌 

   早期對婦女的懷孕及生產，和胎兒的畸形與夭折…，皆未有醫學的

知識與認知，而衍生了著許多飲食的禁忌來規範與保護孕婦及胎兒，是

先人長期生活的經驗總結。分述如下： 

 

  (一) 孕婦不可喝喜酒、吃喜餅及喪宅之食物，會犯沖。(F12，2015/12/21) 

   (二) 懷孕不可吃兔肉，聽說會生缺嘴的小孩。(F18，2016/03/14) 

   (三) 不可吃蝦子和螃蟹，因為蝦子和螃蟹很「毒」。(F18，2016/03/14) 

   (四) 不可吃蛇肉，小孩的皮會像蛇一樣的醜。(F5，2016/02/26) 

   (五) 不可吃「黃鱔」燉酒，會太補；嬰兒一出生就會流鼻血，若血流不止就會死 

       亡。(F14，201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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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飲食禁忌也是基於一片的「善意」，怕生兔唇、皮膚粗糙與夭

折的胎兒所設的防範措施，雖未經科學根據，但在舊時的客家社會總是

小心翼翼遵地依循著老一輩流傳下來的禁忌，深怕不從會遭致不良的後

果。 

 

二、行為之禁忌 

    身懷六甲之婦為家庭孕育新生命之始，也是家庭命脈的希望所在，

尤其是在醫療條件落後的年代裡，懷孕是件既神聖又恐怖的事，為此往

昔流傳著許多孕婦的行為禁忌與規範。六堆客家地區除了流傳著諸多行

為的禁忌外，也流傳著一些化解禁忌的方法，其中較特殊的為孕婦送喪

化解法，據內埔鄉的個案 F12 表示以前曾在懷孕期間參與送葬，家人就

教她使用紅色的繩子繫上一雙「筷子」，綁於腰間的後方；事後孕婦的身

體要背對著河流將筷子丟入河中，意為自己沒有面對厄事，厄事隨著流

水而去化為烏有，至於筷子，隱喻可以很「快」的順利生產。以下分別

敘述之：  

 

   (一) 孕婦不可提重物，以免動了「胎氣」會導致流產。(F14，2016/03/13) 

   (二) 孕婦不可將手舉高於肩膀，以免動了「胎氣」會導致流產。(F14，2016/03/13) 

   (三) 孕婦不可跳躍或跨大步，以免動了「胎氣」會導致流產。(F14，2016/03/13) 

   (四) 不可在背後拍孕婦的肩膀，怕孕婦受驚嚇會導致流產。(F19，2016/01/14) 

   (五) 孕婦不可跨牛繩，聽說會導致產期延後，像牛一樣要一年才會生。(F8， 

2016/01/16)、(F19，2016/01/14) 

   (六) 孕婦忌參加「喜事」，會給新娘「沖著」，若不小心「沖著」(犯沖)，會導致  

    夫妻不和或「子嗣」不好。(F5，2016/02/26)、(F8，2016/01/16)、(F12，2015/12/21)   

   (七) 孕婦不可送葬，若不可避免，就要在腰間繫上「筷子」，事後背對著河流，  

       再將筷子丟入河中即可「避禍」。(F8，2016/01/16)、(F12，2015/12/21) 

   (八) 孕婦不可進入「月內房」，會「喜沖喜」而犯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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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懷孕不可看「紙影仔」(皮影戲)，怕會生到軟骨的小孩。(F19，2016/01/14) 

   (十) 不可任意去摸或抱別人的小孩，即使是自己的小孩也要避免，以免「爭花12」。 

      「爭花」要使用七種「花草」來幫小孩洗澡，才不會「爭花」。(F8，2016/01/16)     

   

林林總總的各式限制與禁忌，規範著孕婦的日常生活，姑且不論此

習俗是否為迷信，或是沒科學根據的「無稽」之談，但隱藏其後的用意

透露出早期六堆客家人對子嗣的重視，及對孕婦和胎兒的愛護之情，而

妊娠之婦亦堅信此習俗，深怕犯忌而遭致不幸會傷及自己及波及胎兒，

無不將這些禁忌視為「妊娠寶典」般的固守著。至於孕婦不可以參加喜

宴及喪事怕會犯沖的說法，其實以現代的觀點來看，不參加此類的活動

也可避開人多事雜，及傳染疾病的感染，也有個正當的理由讓孕婦多多

休息，不也是件好事？這些出自於「愛護」之情的種種限制，規範著、

教育著妊娠婦女之禁忌，也讓妊娠之婦在妊娠期間得以免使用利器、提

重物、免受驚嚇、免於誤食…等，因而得到安全無慮的妊娠庇護，種種

的「孕婦之禁忌」，就好比是最佳的「保護傘」，保護著六堆妊娠之婦，

得以安全又安穩地度過妊娠期。 

 

    

第二節  分娩之習俗 

     

分娩是婦女經歷懷胎十月辛勞的另一個人生考驗，尤其是在往昔醫

療條件落後的年代，可是攸關著母子生死命運的關鍵時刻。客家民間還

流傳一首有關懷孕、生產及育子相關的〈渡子歌〉，其中就有一段描述生

產危險的歌詞：「阿姆來降子，可比蟻公游鍋鑊壁，游得過 个貨，游毋

                                                      

12
 魏麗華（2002：229)提到，懷孕的婦女不能隨便去抱或撫摸別人的孩子，認為會「爭花」，使小孩

夜臥不安寧，個案 F8表示：因兩個小孩都「爭」著要長大，孕婦就會「抹著」別人的小孩，導致被

觸摸的小孩身體不適，稱之「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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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阿姆性命會見閻王…」道盡分娩的危險與無奈。由於對婦女分娩之

事無法掌握，難免會產生恐懼、焦慮、不安的心理。因此衍生出諸多分

娩之習俗，以保護產婦及新生兒趨利避害。以下依分娩之禁忌、分娩的

過程、產房之禁忌、胎盤與臍帶之處置四節分別敘述之： 

 

壹、分娩之禁忌─自宅不借外人生產 

    李秀娥(2006：25)指出：早期的河洛人大多在家婆家生產。俗話說「借

人死不借人生。」河洛人認為生產是喜事，家中借人生產，福氣就分掉

了一部分，而死亡是禍事，借人死，家中的災禍就會減少一部分。早期

六堆客家地區也流傳著此習俗，客語為「肯分人死，毋肯分人生。」在

眾多研究個案中的個案F8，由於以前娘家親戚曾逢此事，故對此習俗甚

為「瞭解」。據她表示： 

 

    在客家傳統的社會裡，是非常忌諱自宅借人生產。因家中若借外人生，新

生兒非本家族之人，怕好的「地理風水」會給「外姓」瓜分或奪走，而有損後

代子嗣的「福氣」；至於借人死之事，因人難免一死，而且死又為禍事，家中若

借人死，自可避除家中的一些禍事。因此，早期常有不歡迎大腹便便的女兒回

娘家之事，若有，就會直催促著女兒趕緊回夫家的趣談。(F8，2016/07/07) 

 

    一旦不可避免的發生此事，民間也有專門的化解之道。個案F8表示：

「娘家曾有女兒在家生產，即要求男方在家門前放串鞭炮，和於門口貼上紅色的紙

張以去除晦氣，此化解法客語稱『罰花紅』13。當然也免不了要收個紅包，或象徵性

地付房租錢來解結借人家生產而被帶走的福分之危機」((F8，2016/07/07)。 

 

     此習俗陳裕美(2004：37)的研究中也有提到，嫁出去的女兒萬一回娘

                                                      

13
 據研究個案 F8 表示「罰花紅」不見得用於借人生產之事。早期若有損或侵害到他人的「名譽」，及

敗壞「門風」之事，而至對方家放鞭炮，和在門口貼張紅紙，以去「霉氣」的儀式，稱之「罰花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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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時過世了，對娘家是一件好事，但女兒如果回娘家之時突然生產了，

趕緊在房間的地上畫一個「毛籣」(用竹篾編製的淺圓大簸箕)這樣大讓她

生產，並說：這麼大，其他的不給你帶走。娘家在家運或其他方面才不

會比目前「衰」。有些地區則趕緊把她帶到「牛欄」、「豬舍」，或簡陋的

矮寮，在備稻草讓她生產，生完不管用抱、用背、用抬都行，得趕緊送

她回家的習俗。 

幸好時代改變，現代婦女多在醫院生產，免除借外人生產的窘境，

也不須不人道的催促著大腹便便的女兒回夫家，更不會遭致被畫以「毛

籣」丁點之地，以及被迫至「牛欄」、「豬舍」，或簡陋的矮寮等，「悽慘」

的生產習俗。想當然耳那六堆客家傳統的「罰花紅」民俗也隨之走入歷

史而不復見。 

 

貳、分娩的過程 

    客家人稱婦女分娩叫做「輕」，普通都在家裡的床上穿上「大肚裙」

生孩子，而且由產婆接輕(陳運棟，1983：356)。大肚裙又稱「生子裙」14，

六堆客家話稱「大人裙」或「大裙」(圖4-2-1)，為生產時用來遮羞的黑色

大裙。研究個案皆表示，大裙為早期必備的嫁妝之一，象徵新婦進門就

是要來生子為家庭傳宗接代的。甚至有婆婆新婚當天就迫不及待的檢查

媳婦的嫁妝，看是否有準備大人裙，較含蓄的婆婆也會待媳婦外出田裡

工作時檢查其皮箱。研究者訪問內埔高齡七十八歲的個案F12，當她回憶

起過往以「生子裙」當嫁妝之事，還一陣害羞地不知如何啟口： 

 

     頭擺 愛行嫁个時節，外家阿婆愛同 做一領烏色个「大人裙」(生子裙)，

 盡壞細(很害羞)个講： 無愛!阿婆講：這絕對愛!這係細妹仔行嫁一定愛準備

                                                      

14 「生子裙」女人出嫁時，必須帶來生產用的黑布裙乙條，其做法很簡單，以一公尺四方的布料，上

端兩角各縫上棉繩一條。臨盆時先將其裙繫上，然後脫下褲子生產，如此可以讓產婦遮羞，而且裙色

黑，血污容易洗掉，產後洗淨收存至下一胎再使用。陳瑞隆，《台灣生育、冠禮、壽慶禮俗》，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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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嫁妝，下二擺(下回)汝降(生)細人仔个時節，就會用欸著，恁呢(這樣)正會「有

頭有尾」。(F12，2015/12/21)  

 

    原來「生子裙」不僅於婦女生產遮羞之用，還有「有頭有尾」的文 

化象徵。「有頭」意謂結婚之始，「有尾」就是象徵婚後傳宗接代的生子。 

如此重要之「生子裙」，對於早期重視生育的六堆客家人來說是何等地重

視啊！據高齡八十三歲佳冬的個案 F20 表示，以前的婆婆會檢查新媳婦

是否有帶「生子裙」當嫁妝：  

   

         頭擺男方送「日課」分女方時節，乜會送一隻(zag
ˋ
個)皮箱來，這隻皮箱

係愛分女方結婚个時節，帶兜新娘日常愛換洗个衫褲，皮箱裡背一定愛有條「大

裙」(生子裙)做嫁妝，就係愛去男方降細人仔用个。頭擺个家娘乜會檢查心臼(媳

婦)个皮箱，看有帶「大裙」無?有个家娘結婚該日(當天)就愛看心臼有帶大裙來

無?有个就會等到心臼去田坵仔做事正偷偷仔來檢查。（F20，2016/03/25） 

 

    這段口述資料意外透露了心急婆婆於新媳婦進門就迫不及待的檢查，

較含蓄的婆婆也會待媳婦外出田裡工作時，偷偷地檢查皮箱有趣之舉。

早期的新嫁娘，就這樣地帶著象徵「有頭有尾」的「生子裙」至男方，

扮演著生兒育女、延續香火的腳色，一胎又一胎生生不息的生育繁衍。  

   至於生產接生的「產婆」，客家人稱之為「輕身婆」，以前的輕身婆都

是由較有經驗的婦女來擔任，輕身婆只憑藉著自己的經驗，及一只接生

籃，就可到處來為人接生及處理生產事宜。據王灝(1992：51-52)指出：「以

前產婆接生都是拎著一只接生籃，籃子裡頭放接生的工具，剪刀是剸臍

用的，苧仔絲是用來束縛產兒肚臍，明礬粉是用來散佈在產兒的肚臍上

消炎之用，或是抹在手上剸臍時防止手滑，拉不住臍帶，民間迷信說臍

帶如果被滑回去會吸住嬰兒的心臟，那就很危險；麻油是生產時用以塗

抹嬰兒全身。燈心，是生產後用來夾臍下股間。粗紙則是產後三天內用

來包嬰兒，再外加父母的舊衣服。油紙，是用以墊生產婦的臀部，產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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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包胎衣之用。」相較於現代婦女都是到醫院生產，由專業的醫生和

護士來護理，及使用先進的醫療設施，早期的生產用具就顯得格外的簡

陋，甚至是幫嬰兒剸臍用的剪刀就只用蠟燭火來消毒，導致早期嬰兒的

存活率不高，也有個案表示嬰兒的肚臍是使用酒精來消毒的。以下個案

分別敘述之： 

 

   頭擺 係在屋下降細人仔，挽 (von
ˋ叫)輕身婆(助產士)來輕身(接生)，眠床

頂項(上面)鋪等大張黃色个油紙，像粗紙該種油紙，頂項再疊幾層頭擺老人家無

愛(不要)著个舊大褲，過著等大人裙(生產裙)來輕(生產)； 後背兩胎就去醫院

仔生產，無過著大人裙了。(F20，2016/03/25) 

  

 頭擺降(giung 生)細人仔，都係輕婆來屋下(家裡)輕身个(接生的)，斷肚臍个

剪刀就用蠟燭火燒燒啊來消毒。故所，頭擺細人仔蓋壞畜，三朝七日就無忒(夭

折)，其實該就係菌感染「破傷風」來死个， 頂項(上面)有五個阿哥，三朝七

日就做忒兩個。(F8，2016/01/16) 

 

          十歲阿姆正降最細个老弟， 還記得當時阿姆係在屋下降个(生的)，阿

爸走去喊「輕身婆」來屋下同阿姆來輕身(接生)，肚臍就用米酒來消毒。(F1，

2015/12/27) 

 

 早期的生產方式除了在床上外，還有使用「伏頭凳」採坐姿生產的

方式(圖 4-2-2)。李梁淑、徐冬英（2012：81）《百年客家：徐冬英珍藏文

物賞析》指出：伏頭凳與矮椅子為一組，是古代婦女生產時輔助工具，

也是結婚必備的嫁妝之一。伏頭凳一般放在閨房，供婦女梳妝、寫字、

做女紅時可坐；矮凳擺在閨房之外的地方公用，聊天、補衣服做家事時

可坐。當婦女要生產時，就把矮椅子側翻，下面鋪一層草木灰，再覆蓋

粗紙，產婦就坐在矮椅子上面生產，頭伏趴在伏頭凳上，兩手緊抱伏頭

凳的腳，產婆則坐在產婦旁，從矮凳下把娃娃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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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伏頭凳」為古代婦女生產的輔助工具，然研究者實際田調發現，

受訪者大都表示，只聽聞以前曾有此生產方式，但未親身經歷，甚至有

受訪者因不了解此生產習俗，而輕蔑坐姿的生產方式，表示她們又不是

動物，為何要坐著生產?研究者在內埔鄉東勢村一處民宅內發現兩張「伏

頭蹬」(圖 4-2-3)，據八十歲的鍾錦光先生表示，這兩張「伏頭蹬」是祖

母與母親的嫁妝，也是她們的生產用椅，他的內人沒有使用「伏頭蹬」

生產，因此不了解此習俗，可見「伏頭蹬」的歷史久遠，幾乎要隨著前

人的腳步走入歷史了。在訪查未果的情況下，原以為欲獲知「伏頭凳」

的生產習俗，只能從傳說中或是一些文獻資料獲得，經研究者鍥而不捨

地走訪六堆各村落，終於在左堆新埤鄉訪問到民國 23 年出生，育有四名

子女的研究個案 F20 表示：  

 

   頭擺生產正只有用一張矮凳仔，毋係高、矮一組个「伏頭凳」，這張「矮

凳」客家話安做(叫做)「兒孫凳」，乜係頭擺一定愛搭个嫁妝。民國 48 年 降頭

胎，同第二胎（50 年），就係坐在「兒孫凳」等項來降；地泥項(地上)就鋪等大

張个油紙，油紙面項再鋪幾啊層个麻布袋，過著等(穿著)自家帶來个嫁妝「大人

裙」，坐在打轉(zon 側倒)个「兒孫凳」項，雙手就搬等眠床脣(床邊)來降細人仔。

故所，頭擺正會有：「嬰兒生落泥，就注定。」个話語，乜係講頭擺人就係坐在

「兒孫凳」頂項輕个，無像今嘎去醫院仔眠等(躺著)降。(F20，2016/03/25)  

 

    早期之生產用椅「伏頭凳」一組。高的稱「伏頭凳」，矮的稱「矮凳

仔」，閩南語則稱「腳踏椅」15，也有稱「生囝椅」。個案 F20 表示自己是

穿著大人裙，坐在側翻的「兒孫蹬」上，雙手扶著床沿來生產的。她稱

「矮凳仔」為「兒孫凳」(圖 4-2-4)，從字面上解釋有生子、生孫及子孫

繁衍之意涵，顯見客家民族之智慧，「矮凳仔」與「腳踏椅」之稱，僅能

                                                      

15  
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台灣舊慣習俗信仰》，92 頁。鄭惠美 (2006)，《藍衫與女紅》，1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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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坐」與「腳踏」的功能，無法顯示其為早期婦女必備的嫁妝，和

用來做生子之輔助工具，以及祈望此嫁妝繁衍子孫「生子生孫」的好兆

頭…等文化意涵。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此椅早已成為時代所淘汰的「物

件」，就連名稱「兒孫凳」也險些跟隨著時間而消逝，文獻及坊間也未曾

復見，幸經此位年長的個案 F20 阿婆，提供了此古老的生產經歷，才能

找回即將失落的客家民俗用語，讓珍貴的客家智慧用語及生育禮俗文化

得以紀錄並保存。  

 

 

 

                               

 

 

 

 

 

 

    圖 4-2-1 生產裙(F12 提供)           圖 4-2-2 使用伏頭凳生產情形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1/14)             資料來源：溫蘭英提供                       

             

 

                        

 

 

 

 

 

 
    圖 4-2-3 鍾錦光家傳伏頭凳        圖 4-2-4 兒孫凳(江昶榮進士家族捐贈)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1/10)    資料來源：屏東縣客家文物館(2016/4/26)                                    

兒
孫
蹬 

伏
頭
蹬 

http://pthkm.org.tw/uploads/relic/1390545042-388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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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產房之禁忌 

     產房之禁忌在唐朝時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難產第五》中載：

「產婦雖是穢惡，然將痛之時，及未產、已產，並不得令死喪、污穢家

人來，視之則生難，若已產者則傷兒也。……凡欲產時，特忌多人瞻視，

惟得三、二人在旁待產，產訖，乃可告語諸人也。若人眾看視，無不難

產。」陳瑞隆(1998：70)也指出：產房的禁忌有：一、產房內忌有閒雜人

逗留。二、產婦不可匆忙、緊張或憂鬱。三、初生產時，忌問是男是女。

若得男，大家一喧嘩恐不利嬰兒，若得女則產婦心情必沉悶，有損身體。 

    六堆客家地區向來民風保守，婦女在懷孕時，都以寬大的衣飾來掩

飾其微隆的腹部，對於女人生產之事更是羞於啟口，而且婦女在生產時，

還害羞的穿上黑色的「生子裙」來遮羞。生產時，為了避免干擾，除了

產婆在旁照料外，更是嚴禁一切「閒雜人士」，尤其是忌肖虎之人入內。

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1989：124)《台灣舊慣習俗信仰》指出：「中國

人的觀念生兒育女是開花，若生產時被屬肖虎的人看見，怕「覆著」花

因而開放不良，花卉凋落，意即嬰兒不能順利生產，即使不流產，嬰兒

也難以撫養，對子女皆不吉利。」研究個案 F8 也表示：民間信俗肖虎的人

會食子，怕會波及嬰兒的性命。另外，孕婦、家有喜、喪事及男人皆嚴禁進入產房。

早期客家生產俗諺言「生得過，雞酒香；生不過，四塊板。」道盡生產

的危險性，在攸關性命的生死關頭，除了產婆外，讓產婦在沒有閒雜人

等干擾的僻靜之所，得以安心順利的生產。 

 

肆、胎盤與臍帶之處置 

一、 胎盤之處置 

   「胎盤」又稱胎衣、衣胞、人胞、混元毬、先人衣、紫河車等(李秀娥，

2003：74)。民間俗信胎盤是孩子的元神，要妥善的處置。據王灝(1992：

67)指出：「通常胎盤都由產婆或丈夫偷偷地拿去踏實，不可讓人知道埋藏

處，因為傳說中胎盤是孩子的元神，若元神走了，孩子也就難以養育，

所以胎盤要踏實，元神才不會走掉，否則嬰兒會溢奶，沒精神，不吃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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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身體衰弱或夭折。另外，胎盤被偷去做邪藥害人，如果嬰兒之元

神被利用做壞事，會影響胎兒的成長，可能夭折，所以胎盤怕被偷走。」

雖然胎盤處理的方式為「埋」，但說法還有其講究之處，李秀娥(2006：26)

就指出：「埋」有死亡之意，故要說「踏胎盤」。 

    客家人稱胎盤為「胞衣」，生產過後的「胞衣」要用紙包好，埋在自

宅旁邊的土地，要埋的深，避免被狗吃掉。所以客家人稱自己的出生地

為「胞衣跡」(林金作，2001：257)。張祖基(1986：136)在《客家舊禮俗》

指出：胞衣愛在吉利的地方，鋤深來埋穩它，唔好近社廟井灶去埋，豬

狗食哩，細子就會發癲狂；蟻公食哩，細子就會發瘡癬；鳥雀食哩，細

子就會兇死，用火燒它，細子就會發爛毒。所以胎盤不只要埋在自宅旁

邊的土地，還要埋的深。 

    除了將胎盤埋入土中的處理方式之外，胎盤的處置，還有男女性別

之分。據李秀娥(2003：74)指出：「若是女嬰，便將胎盤、臍帶丟入河裡，

若是男嬰，便將胎盤拌入石灰，放入甕仔中，保存在床下四個月，期間

不可隨意移動觸碰，否則嬰兒會有吐奶的情形。」客家地區也有性別之

說，據陳裕美(2004:33)在《客家渡子歌─談客家婦女由出嫁祈子到行冠及

禮之間的禮俗》中指出：生男的胞衣要埋在窗外未來比較聰明，女生的

埋在花園裡未來比較漂亮。 

早期六堆地區對胎盤的處理方式也不一，大都埋於自宅旁的田園裡，

原則上就是要埋得深，避免被牲畜吃掉，若嬰兒溢奶，也會怪罪是胎盤

處理不當。以下個案分別敘述之： 

 

 等頭擺，「胞衣」都係拿去菜園仔埋起來，乜有人會同胞衣擲到糞缸肚，

係堵著有人愛㧡(挑)大肥淋(limˇ澆）菜時，無小心去揙(bienˋ翻)著胞衣，細人仔

就會溢奶；過功夫个人就會拿去田坵仔去埋。(F8，2016/01/16) 

  

         十歲个時節，阿姆降最細个老弟， 還記得當時胞衣係放啊面盆項，頂項

還有壅(iungˊ覆蓋)「火灰」(灰燼)來壓血味(去血腥)，阿爸正拿去菜園仔項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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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驚狗仔會蹶(kied 挖掘)，故所愛挖過深兜仔(一些)。(F1，2015/12/27)  

 

        頭擺个胞衣都係拿去竹頭下去壅忒(埋了)。(F5，2016/02/26) 

  

         頭擺細人仔个胞衣就裝在有蓋仔个瓦盆項，放啊眠床腳下；到下一胎出世

正拿去田坵仔埋，瓦盆又再重新裝第二胎个胞衣。聽老人家講：胞衣係埋等會餳

(xiangˇ引)狗仔來挖(iedˋ挖掘)，故所愛放啊瓦盆肚(裡面)，等到胞衣化忒了，再拿

去田坵仔埋，就無這兜問題。(F10，2016/03/15)  

    

    傳統觀念中，胎盤是孩子的元神，攸關著孩子的健康及性命，因此，

胎盤的處理就要格外的慎重，早期在六堆客家地區有埋入土中，也有置

於「瓦盆」，更有不可思議的丟入「糞缸」中的處理方式，其實此種方式

源自於廣東原鄉。據羅煥光(1997：155)指出：「在興寧客族區則是把胎衣

丟到糞坑裡去，然後用竹桿按壓到糞坑底下，小心莫讓胞衣給翻轉，若

胞衣翻轉向，那麼新生兒就容易吐奶。」舊時不論用何種方式來處置胎

盤，其目的都有防止新生兒溢奶，及保護元神的用意。時代的改變，婦

女們都去醫院採西式的生產方式，已不須再自行處理胎盤，現今胎盤大

多為業者收購，用以製造美容抗老的胎盤素，對照早期胎盤的「元神」

之說，及處理胎盤的種種禁忌，真可謂「天差地別」。 

 

二、臍帶之處置 

    通常嬰兒剸臍之後，還有一小段的臍帶留在嬰兒身上，等到出生後

的四、五天左右，就會自動脫落，由於福佬話「臍」與「財」同音，古

俗認為脫落的臍帶必須保留收藏起來，將來孩子要考試或訴訟時，就讓

孩子攜帶在身上可以壯膽，又有一說，如果將兄弟脫落的臍帶一塊包在

紅紙裡，兄弟間的感情就會和睦(劉還月、陳阿昭、陳靜芳，2003：218-219) 。

劉寧顏（1987：123)也指出：臍帶有一種起自迷信之習俗，即將嬰兒臍帶

收藏，他日其兒成長後，萬一發生訴訟事件，身上帶臍帶出庭時，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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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壯膽而不至怯懼，但此臍帶之收藏僅限於初胎男子，其他即無收存。

李秀娥（2006：27)也指出：「早期嬰兒脫落的臍帶也不能丟棄，要妥為收

藏，將來考試、打官司時帶在身邊可以壯膽。家中手足的臍帶可用紅紙

包在一起，如此感情會較和睦。」 

    「臍帶」客語又稱為「肚臍絆」，一般自嬰兒出生一週後自行脫落。

以前六堆客家地區也有保存肚臍絆的習俗，大都將脫落的臍帶置於紅包

袋或使用紅紙包妥，有的放置於房間內的抽屜，或收藏於衣櫃中，其用

意為置於房間內有父母親陪伴，就不會膽怯了，也有個案F11表示，是將

小孩的臍帶放置於「門碗」(圖 4-2-5)上，開關門時，門會發出聲響，小

孩子就不會嚇到。除此，還有民國17年生，高齡89歲的研究個案F9表示，

考試順利之說。以下個案分別敘述： 

 

         細人仔个「肚臍絆」都有留等，用意蓋像係細倈仔(男生)將來會過有「錢 

     財」、會「做官」，細妹仔(女生)將來个「嫁妝」會過多。(F6，2016/01/29) 

 

        頭擺細人仔落忒个「肚臍絆」 等都用紅紙包等，放啊間肚个衣櫥，恁呢細 

    人仔過毋會驚，因為在間肚有阿爸、阿姆恁多人同佢做伴(為伴)。(F7，2016/03/23) 

 

        細人仔个「肚臍絆」留等就係有作用啊!考試个時節帶等，恁呢考試會過順

利。(F9，2016/03/13)  

 

         等細人仔个「肚臍絆」都用紅紙包等，囥(kong放)啊「門碗」項，因為開 

    門、關門个時節會有聲音，細人仔就過毋會嚇著。(F11，2016/02/03) 

        

     小小的一個「臍帶」收藏，蘊含著父母對小孩的情感。自臍帶脫落，

父母即小心翼翼地使用紅紙包覆著，置於房內抽屜、衣櫥中，期望著小

孩將來能「膽識」過人、考試順利，更期盼男孩將來有「錢財」、能當「官」，

女孩則有較多的「嫁妝」。臍帶的保存，古今皆然，現代的父母則是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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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肚臍印」，民間相傳肚臍印可「開運」，有聚財之功效。更也有腦

筋動得快的業者，將新生兒的「臍帶」與「胎髮」結合，製成富含「胎

髮」的「發」，與「肚臍」的「財」之「臍帶發財」印章，即「期待發財」

之意(圖 4-2-6）。 

 

 

 

                                         

 

 

 

 

 

             圖 4-2-5 門碗              圖 4-2-6 肚臍印(內含胎毛及胎髮)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5/15)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  (2016/06/22) 

 

                                   

第三節  坐月子之習俗 

 

   「坐月子」是民間流傳已久的習俗，六堆客語稱之「庰間角」、「庰

間」或「做月」。由於產婦經過生產的艱辛，體力耗盡，此時身體十分虛

弱，亟需調養生息，故民間有幫產婦「坐月子」的習俗，希望產婦透過

一個月的休養期來調養身子，恢復身體的健康。民間傳言，坐月子的好

壞攸關到產婦未來的身體健康，甚至有改變體質摒除痼疾的說法。因此，

為了要幫產婦調養身體，無不講究坐月子的形式。 

    陳運棟(1983：357)指出：「產後一月間，產婦不從事勞動靜臥床上休

息，俗稱『做月』。婦人在做月期間應攝取滋養品，普通以麻油雞酒為主。

《石窟一徵》卷四禮俗篇上說：『婦人產後月內，必以雄雞炒薑酒食之。

蓋取其去風而活血也』。婦人在做月時，必須以煮滾之水冷卻後洗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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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洗頭髮，都認為做月洗頭髮，易得頭風。」客家人普遍重視生育，

愛護產婦，早期的客家婦女為家中的勞動者，肩負著家中的勞動與生產

力，是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又身負壯大家族、傳宗接代等重責大任，

為了褒獎產婦及顧及嬰兒的健康，對坐月子之事更是重視。由於客家人

對坐月子之事非常的重視，為了保護產婦尚虛弱的身體，生活中總是有

著種種的規範。研究個案 F6 就表示，客家做月子的俗諺云：「儆（kiang）

短月，毋好儆長月；儆一個月，麼該症頭都無。」16顯示出坐月子的重要

性。因此，客家人長久以來在「寧可信其有，不敢信其無」的心態下，

奉行著前人傳習下來的坐月子之種種禁忌，來保障及維護產婦坐月子的

品質。早期坐月子要注意的事項及禁忌繁多，另外還有針對體恤產婦的

習俗。以下分：一、行為之禁忌。二、飲食之調理與禁忌。三、沐浴。

四、尞滿月。之行事及禁忌分別敘述之。    

 

壹、行為之禁忌                                   

    坐月子的目的不外乎是希望藉由坐月子的過程，來照顧產婦的身體

健康，期盼在月內將身體調養好，期間為了要體恤產婦的身體狀況尚屬

虛弱，還不堪勞累要多多休息，以避免傷及產婦身體造成後遺症。因此，

為幫產婦坐好月子，採取了許多措施來保護產婦。林金作(2001：255)指

出：「產後一個月期間，產婦不事勞動，靜臥床上休養，俗稱『做月子』

(坐月子)。產婦在做月期間，以大風草煮滾水，或以老薑煮滾水冷卻後洗

澡，切忌洗頭髮吹電扇，否則易得頭風。」劉錦雲(1998：146-147)指出：

「客家產婦坐月子還有不少的講究，如要用晾溫的開水或溫水洗臉、洗

手、刷牙，月子裡不能洗頭，為防止額頭受風，要用毛巾裹頭；為防止

產後腳跟痛，要穿軟底拖鞋；為防止手關節痛，不能自己洗尿布及做月

日衫褲(即做月日的產婦和嬰兒的髒衣服)，產後一百天內不能抬重物，為

                                                      

16
 客家俗諺，意謂：產婦寧可於坐月子期間將身體調養好，也不要將來花更多時間在養病；產婦只要

在坐月子期間遵行各項的規範與禁忌，身體自然會好，將來甚麼痼疾都不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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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預防腰骨閃傷造成慢性腰肌勞損，貽害終身。」往昔六堆客家地區

的產婦，亦依循著傳統方式來坐月子，母姊、鄉里間也會好意的相互傳

授著坐月子的生活經驗與種種規範，例如哪些事不可為，哪些行為不可

行之等等的禁忌，若不遵循將導致種種不良的後果，也有前車之鑑時時

的警惕著產婦，其目的無不是為了要確保護產婦能坐好月子。以下分別

敘述之： 

 

一、不可出月內房 

    據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1989：107)指出：產婦一個月內不許外

出，整天坐在「月內房」，萬一不慎外出，就會冒瀆到神佛，因此使產婦

生病。所以為了避免這種事發生，一切飲食都由別人送取，連室內的清

理都由別人代勞，其中包括大小便。一直到「做滿月」以後，產婦才能

出來做家事。秦草(2005：56) 指出：「惡露未盡、晦氣太重，不可去他人

家中拜訪，他人會因此招致不幸，觸人門楣；因為不潔的身分，也忌諱

現身神明祖先廳或參與所有神祖相關的宗教活動，認為會褻瀆神明祖先，

招來晦氣導致不祥；夜間更是各路神煞出現頻繁的時機，不潔的產婦若

未于避開，恐亦犯沖煞。」陳潮宗(2009：190)表示：「傳統認為坐月子時

產婦血光滿身，外出或進入式廟會沖犯神明。如果不得已需要外出，必

須要戴著斗笠、足登木屐。」據研究個案 F8 表示： 

 

 做月喊做「庰 bang 間」(躲在房間內)，就係做月个人愛庰在間肚做毋得出

外，「月婆」(產婦)係愛去上便所也係愛洗身(洗澡)，頭那(頭部)一定愛蒙(包 mang

ˊ
)等頭巾，一、係因為月婆个圓身(身體)還虛，做毋得吹著風。二、「月婆」還無

淨俐會犯著天上个天神；傳說「月婆」係無蒙等頭那，眾神明在天等看啊下來，

會看著「月婆」顯做一大灘血，會冒犯著天神，故所，「月婆」係出做月間，一

定愛蒙等頭巾，過戴等帽仔無就斗笠正做得出間門。(F8，2016/01/16) 

 

     由於民間俗信產婦惡露未盡、晦氣太重不潔之說，恐會觸犯到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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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怕產婦受到風寒，因此，早期有產婦不可步出月內房的禁忌。若要外

出必定要穿著以長袖、長褲，頭上則要包緊頭巾，或戴上帽子、斗笠來

遮蔽。雖然產婦的「不潔」之說，讓產婦坐月子的起居處處受限，倍感

不適，但「基於這種汙穢的形象與象徵，卻也對產婦形成了一種無形的

保護作用。因為產婦不能外出，他人亦無法隨便接近，相對的，提供了

產婦一個不受干擾的環境 (陳潮宗，2009：191)。」在過去醫療衛生不

發達的時代，坐月子可說是對產婦健康最好的保護 。 

 

二、不可吹風 

    中醫師陳潮宗(2009：190) 指出：「中醫非常重視坐月子不能吹風，

因為產後氣血虛弱、筋骨鬆弛，風寒濕邪亦趁虛而入，引起感冒、風濕、

關節疼痛、腹瀉等疾病。莊壽美、章惠如、章敏如(1998：96)也表示，

產後身體氣血皆虛，肌膚鬆弛，全身毛細孔居易張開，所以絕不能吹到

風。若吹到風(不論是熱風、冷風)，毛細孔馬上縮收，很容易引起頭風

及筋骨、關節痠痛、就連手搖扇子的風，亦應避免。」               

    客家人呵護產婦，非常重視坐月子的身體調養，認為產婦於坐月子

期間「百節空虛」、「毛細孔大開」，故有產婦不能吹風的禁忌。早期為

防產婦受到風寒，月內房可是門窗緊閉不許有一絲風吹入，產婦身上則

要穿著長褲、長袖和襪子，頭上更是不分晝夜寒暑、室內與室外，皆要

包覆著頭巾以防風寒入侵。以下為個案 F14 於坐月子期間，婆婆因怕她

受風寒而嚴格求包覆頭巾的敘述： 

 

 頭擺做月額頭項都有「紮」(zad
ˋ包)等「洋巾」。記得有一擺做月，堵好(正

巧)係熱天，食飯蓋熱人，一下無仔「紮洋巾」，家娘就話(指責) ：「恁好膽!

無紮洋巾?毋驚頭那會受著風!」故所， 驚到往後做月，無論係寒熱歸隻月都

「紮」等「洋巾」。 个小郎姆(小嬸)麼个都毋信，無愛「紮洋巾」，結果不時

頭那痛，有時還會痛到去「磕壁」(撞牆)。 就係信老人家个話，故所，今嘎(現

在)圓身蓋好，一息都毋會有頭那痛个問題。(F14，2016/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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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處頭巾的紮法，乃以大方巾摺成寬版的長條狀，綁在額頭上一圈，

以能遮覆額頭及太陽穴為原則即可，其作用類似早期年長婦女所配戴的

「頭紮」。鄭惠美(2006：60)指出：客家婦女使用的頭紮又稱「眉勒」或

「帕仔」，使用者大多是老年婦女，但南部地區早期婦女在坐月子期間

也有使用頭紮或以巾布裹頭，目的在保護頭部不受風寒侵襲。研究個案

F14 還表示，婆婆除了嚴格的要求她整日包著頭巾外，還要她以大方巾

綁於腹部，避免肚臍會「入風」。傳言肚臍若不慎「入風」，可是會灌透

全身得「月內風」。所以她生六胎坐月子期間，都使用大方巾包住頭部

與腹部。她的小嬸坐月子期間就因沒包頭巾而受到風寒，致使經常犯頭

痛，有時甚至頭痛欲裂到還會去撞牆。她則慶幸自己因聽從婆婆的話，

至今七十歲了身體還很健康，一點頭痛的問題都沒有。    

    以前在房內還沒有衛浴設備的年代裡，為避免產婦於風寒露重的夜

晚外出上廁所，大都會將尿桶置於房內讓產婦小解，白天則自行外出上

廁所，若要外出，那頭巾的包法可比室內包覆的方式講究多了。據個案

F1 表示：「以前坐月子外出的頭巾包法很講究，除了要包覆頭髮的部外，還要遮住

「脢盎仔」(moi
ˇ
ang

ˊ
e
ˋ太陽穴)，及包至雙耳的耳垂下，以保護頭部避免吹風受到風

寒。(F1，2015/12/27)」此方式真是縝密又滴水不露的防風措施。 

 早期的六堆客家地區不僅於此，據個案 F14 表示，婆婆很疼她，在

她月子還「子」17時，體恤她身體尚處虛弱狀態不適吹風，因此，不分

晝夜都讓她於月內房的尿桶上解決上廁所之事，而她自己卻甘之於為媳

婦倒「排泄物」，又體恤媳婦剛生產身子尚虛弱不可施力，更將挑重用

的「擔竿」(扁擔)橫置於尿桶上，以減輕她身體的施力，讓她能舒適的

「坐」著解決生理問題，也避開了月中不可吹風，即不可施力之禁忌。

如個案 F14 陳述： 

                                                      

17
 「子」指產婦生產過後的前幾天，產婦的身體還處於虛弱的狀態下。早期客家人注重產婦的身體調

養，坐月子前期稱為「子」，後期稱為「老」。在月子還處於「子」時，更要小心於身體調養及應對坐

月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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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月个時節，家娘盡惜 ，在 月仔還「子」个時節，就拿尿桶來間肚，

分 在間仔屙尿、屙屎，驚 月仔虛使毋得出力，還在尿桶項放擔竿來分 坐

等屙。家娘係愛拚(清理)尿桶个時節，頂項會再壅(iung
ˊ覆蓋)兜礱糠(稻殼)拿出

去拚。(F14，2016/05/13)  

 

三、不可洗頭髮 

    產婦產後屬氣血兩虛，對疾病及風寒的抵抗力較弱，避免身體受到

風寒及濕寒，故一般皆有禁止洗頭的禁忌。莊壽美、章惠如、章敏如(1998：

73) 指出：「坐月子期間洗頭，將會嚴重的影響產後惡露的排除，只要頭

皮一受凉，子宮裡的污血馬上會凝結成血塊不易排出，就算馬上用吹風

機吹乾也不允許，且用吹風機來吹頭，是很容易引起頭風及頭痛。」六

堆客家地區非常重視產婦的身體調養，坐月子期間是絕對禁止洗頭髮，

除了不可洗頭髮外，外出還要包覆著頭部以免受風寒。鄉里間還流傳著

產婦因洗頭而招致不幸的例子，以警惕年輕的一輩要嚴守此禁忌，以免

受風寒得「月內風」18，而招致不幸的後果。以下分別敘述之。 

 

        頭擺做月，歸隻月乜無洗頭，大家乜恁呢，麼人敢洗?屋下恁大个家庭， 

無人敢在做月个時節就洗頭那毛个。(F3，2015/12/27) 

 

頭擺做月「庰間」，連窗仔都做毋得打開來，莫講係愛洗頭那毛，做月个身 

    體恁虛，頭那使愛保護好來，受毋得吹風過洗頭那毛，該使會得「月內風」，下 

    二擺會畏寒驚冷，頭那就會痛到無藥醫哦! (F11，2016/02/03) 

 

        做月个圓身蓋虛使毋得受著風，記得頭擺 係愛出做月間仔，就愛蒙等洋巾，

                                                      

18「月內風」在中醫臨床上的代表意義，並不是專指產後頭痛、腰酸背痛、筋骨關節酸痛變形，而是

泛指產婦在坐月子期間不遵守規範所產生的後遺症，範圍包括頭痛、頭暈、身體虛弱無力、易感冒、

腰酸背痛、關節酸痛變形、全身酸痛、手腳冰冷及怕冷等。陳潮宗，《做好月子找中醫》，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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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間仔肚就毋使，大人儕還會緊(一直)交代歸隻月都做毋得洗頭那毛。記得吾

頭家个同學討(娶)「赤山人」19做妻仔，就無禁無忌(百無禁忌)，還在該做月就洗

頭那毛，續(導致)受著風寒感冒來過身(死亡)。(F15，2016/01/28)     

 

四、忌觸用生水 

陳潮宗(2009：198) 認為，「產後百節空虛，外在風寒濕邪亦趁虛而

入，若於月子期間碰冷水，容易導致關節痠痛等問題。因此，這段期間

避免碰觸冷水、擦澡、洗頭、洗手都要用溫水，不要因夏季炎熱貪涼而

使用冷水。」足見坐月子期間，生水對還處體虛身體的產婦而言是絕對

禁忌的。莊淑旂(1996：86)指出：臉部的清潔一定要用燒開的水，再等到

適合自己的溫度，再洗臉，為防頭痛或痛風，絕對不能用冷水，在這一

個月期間，要謹守這原則。                            

客家產婦坐月子還有不少的講究，如要用晾溫的開水或溫水洗臉、

洗手、刷牙(劉錦雲，1998：146)。客家人愛護產婦，對產婦總是悉心的

照料，坐月子期間，深怕產婦碰觸到冷水而導致不良的後果，所以婆婆

大都會事先燒開盥洗用水，待適溫時，才讓媳婦盥洗。除此，就連產婦

所使用的碗盤餐具、食用的水果，都要使用晾溫的開水沖洗過才可給產

婦使用。以下分別敘述之： 

 

     等做月，都係用溫溫个水來搓牙齒同洗面，洗个手乜愛用溫水來洗，吾家 

娘盡惜 ， 降了六胎人做月，係無滿四十日，絕對無分 著(cog 觸碰)冷水。 

(F14，2016/05/13)  

 

    客家人做月係使毋得用生水來搓牙齒，無論係洗臉、洗手，都愛用煮滾(開)

                                                      

19「赤山人」，指位於屏東縣萬巒鄉赤山村之平埔族。據簡炯仁(1999：116)指出：乾隆以來，屏東縣萬

巒鄉赤山萬金地區，就完全由平埔族開發，迄今還是一個相當典型的平埔族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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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冷个水來洗；連食飯个碗筷乜愛用滾水沖過，正做得添飯分「月婆」，水果乜

愛沖過滾水，恁呢身體正會好。 頭擺洗面還係用煲(煮)過个「薑嫲水」來洗，

大人儕講：做月个人身體過虛，恁呢正毋會受風寒。(F1，2015/12/27)   

 

        做月使毋得抹著(觸碰)冷水，驚風寒會鑽入骨，全身就會痠軟痛，乜驚會得  

    著「月內風」。故所，頭擺做月 等就係用煮滾个溫水來洗手、洗面，食飯用个  

    碗筷，乜愛沖過「茶水」(白開水)正做得添飯來食。(F18，2016/03/14)   

    

     在漢人傳統社會觀念裡，認為水有陰陽之分，一般煮沸過的水是陽

水，這是讓人使用的，而沒有處理的冷水就是陰水，只有遭遇不吉之事

才會使用，所以在生產時一定都是使用煮沸的熱水(劉還月、陳阿昭、陳

靜芳，2003：53)。早期生活條件較差，所用的皆是河水與井水，這些用

水中微生物多又沒有經過過濾消毒，如果接觸到傷口就會有感染的危險，

再加上當時女性頭髮長沐浴後不立即吹乾容易感冒感染的機會，所以這

也算是保護產婦的一種方式(陳潮宗，2009：189)。 

 

五、不可使力或抬重物 

    產後子宮需約六周左右的時間，才能恢復懷孕前的狀態，若在子宮

尚未恢復前即做勞動、提重物、蹲、跪、站、上下樓梯的動作，老年會

子宮脫垂而壓迫膀胱，引起尿失禁及各種婦女病痛 (黃筱玲，1999：86)。 

 

做月使毋得使暗力，乜使毋得搬重个東西。老人家講：婦人家降細人仔骨頭 

都散忒，故所愛調養圓身，使毋得搬重个東西，係無，生腸(子宮)都會掙出來， 

該就無藥醫。(F14，2016/03/13) 

 

    坐月子身體這麼虛，一定要好好的調養，要多休息，不可以勞動、出力，或 

抬重的東西，要不然以後就會這裡痛，那裏痛，或者是子宮下垂，就麻煩了。 

 (F2，2015/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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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堆客家地區產婦坐月子的習俗中，俗信婦女產後骨頭鬆散，提重

物會導致子宮下垂。老一輩也不時耳提面命著，產婦不可提重物，可說

是眾所皆知、眾所奉行之俗信。陳潮宗中醫師(2009：82) 也提出相關的

論述，他表示坐月子如果過度疲勞，會增加身體骨骼、關節、韌帶、肌

腱、皮膚的負擔，腰酸背痛自然跟著來!而且俗話說：「生一個孩子，掉一

顆牙。」產婦骨骼與鈣質流失的問題，會間接把腰酸背痛等病兆留到後

半輩子，千萬不可掉以輕心。    

      

六、忌諱站著飲食 

    據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1989：128)指出：「月內吃東西一定要坐

着吃，不可以蹲着，也不可以站着，否則會「落生腸」(子宮脫落)或常常

感冒咳嗽，身體轉為虛弱。」在六堆客家地區也極為忌諱產婦站著飲食，

個案們也紛紛表示，以前不論是婆婆，或是娘家母親皆會要求，坐月子

期間忌諱站著飲食，如不遵循則會導致子宮下墜，或尿失禁的後果。以

下個案 F11、 F20 分別敘述： 

 

         做月使毋得企(站)等食，食个茶乜愛坐等，聽講企(站)等食膀胱會毋好。記

得頭擺做月，家娘送飯菜來个時節， 愛起身企起來，家娘隨講：使毋得。毋

分 企，其實無論係家娘也算係外家阿姆，都有交代做月愛儘量眠等(躺著)，無

就坐等尞(休息)，就係毋好企等，防「生腸」會墬下來。(F11，2016/02/03)   

 

         頭擺做月無論係食麼个，都係愛坐著來食，老人家會講，係毋坐著食，下 

    二擺會「挾」(hiab
ˋ
)尿毋得(會膀胱無力)。(F20，2016/03/25) 

  

    產婦生產過後，骨骼及肌肉系統尚未恢復到產前的功能，宜坐臥多

休息，三餐的飲食也宜採較不造成身體負擔的坐姿，婆婆或母親也會再

三交代產婦要坐著飲食，防子宮下墜、尿失禁等後遺症，以保護產婦坐

月子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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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婆婆忌諱洗月內衣物 

    六堆客家地區流傳著婆婆不可幫媳婦洗月內衣物的習俗，傳言會遭惹

媳婦「討厭」。因此，月婆的月內衣物都是請專人代洗，大都由村內較

貧困的婦女來代勞，事後包個紅包來答謝即可。即使是經濟不許可，無

力雇工代洗，也不敢打破此禁忌，因先生是個男人忌諱洗女人衣物，更

何況是「汙穢」的月內衣，而婆婆就算不忍也不敢破此禁忌。因此，以

前的月婆即便是在坐月子中，不可觸碰生水、不可過勞，也得戴起手套

自行清洗月內衣物。以下個案 F8 及 F12 分別敘述之： 

 

 等這有家娘同外家阿姆都使毋得同心臼洗月內衫个風俗，係同心臼洗月    

內衫，下二擺(以後)會分「月婆」惱(討厭)。毋好為著愛省兜錢， 看仔過多恁

呢个事，最後家娘同心臼都會打毋好(處不好)，毋係吵事(吵架)，就係冤家羅債

(吵鬧不休)。係準(如果)無法度，家娘愛洗月內衫，滿月時「月婆」一定愛包個

紅包來化解，係無下二擺家娘同心臼就會毋好。(F8，2016/01/16) 

 

        做家娘个絕對做毋得洗心臼个月內衫，聽人家講會分心臼惱(討厭)。故所 

等頭擺都係請人來洗做月个衫褲，係無錢請人洗，家娘乜毋會同 等洗，老公

係大男人乜做毋得洗婦人家衫，尤其係月內衫恁屙糟(骯髒)，只好自家洗。(F12， 

     2015/12/21) 

 

    婆婆忌洗媳婦月內衣之事還有另一說。李郁屏(2009：34-36)指出：

傳統觀念中認為女人的經血，尤其是月子期間的「惡露」是非常骯髒的，

所以家人不處理月婆的衣物，而是由專人處理。因為清洗月婆衣物會使

人額頭「毫光」黯淡，小孩子穿過晾曬的衣物會「變笨」，所謂的「毫光」

並不是個具體可見的東西，它代表的是一個人的運勢，當毫光黯淡，就

表示一個人的運勢開始走下坡。據個案 F15 表示，早期的人非常注重倫

理，婆婆的地位崇高，媳婦對婆婆敬重有加，豈有讓婆婆洗衣服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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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擺因為無衛生棉同紙尿布仔，月婆同嬰兒仔都用布仔無就拿舊个被單來墊，

蓋屙糟；家娘係 等个長輩，哪有喚做長輩个家娘，來同心臼洗恁屙糟个月內衫

个道理呢?故所，頭擺正會請人洗，庄肚乜有專門同人洗月內衫个婦人家，大部

分都係清苦个人，為著錢無法度。(F15，2016/01/28) 

 

    傳統觀念月內衣物被視為不潔，而客家人向來對山川大自然的崇敬，

相信萬物皆有靈，自然對清澈的河流由生河神信仰，既然有河神信仰，

那又如何能清洗不潔的月內衣物，而汙穢了河神?據個案 F14、F15 表示，

以前的人注重禮數，要洗月內衣物不是那麼簡單隨易的，有很多細節要

講究，首先要焚香祭拜「河神」，向河神稟告洗誰的月內衣物、時間多久，

以及向河神致歉，請河神諒解髒污河流之事： 

 

         頭擺愛洗月內衫毋係恁簡單、恁儘採(隨意)个，愛先點金香祭拜「河神」，

再同河神講：「恁屙糟个衫褲，同汝張(弄)屙糟了，請河神見諒。」到了滿月，

最後一擺洗月內衫个時節，還愛過用金香來祭拜「河神」表示敬意。(F15，

2016/01/28) 

 

         頭擺係愛洗月內衫褲，就愛先點香同「河水伯公」講：「河水伯公， 今晡

日，初日來洗 OO 个做月衫褲，愛「勞攪」(打擾)著汝一個月(或四十天)；下二

擺，滿月 還會拿金香來叩謝汝!」再燒金來化，等到滿月(或四十天， 就請人

洗到四十日)，最尾一擺洗衫，乜愛點金香來答謝「河水伯公」。(F14，2016/03/113) 

   

    以前產婦坐月子時，都是著長袖、長袖，即使是大熱天也不能吹電

扇及洗頭，還要整日「紮洋巾」、包肚臍、忌觸用生水、不可使力或抬重

物、忌諱站著飲食的禁忌，雖說種種的禁忌讓產婦倍感不便，有些禁忌

還看似迷信，不符時宜，但皆為前人出自於善意的經驗累積，雖造成產

婦的行為處處受限，然而其為照顧產婦及呵護產婦的目的，不外乎是讓

產婦多休息，以避免日後遭受「月內風」、「落生腸」(子宮脫落)的不幸後



79 

果，讓產婦得於坐月子期間好好地將身體養好。 

    坐月子的諸多行為禁忌，總是設身處地的為產婦設想，處處的保護

著產婦，婆婆為了怕媳婦觸生水，不嫌麻煩的煮滾水待涼讓媳婦盥洗清

潔；又怕媳婦吹風受風寒，特地將飯菜送入月內房讓媳婦享用，還不時

地叮嚀著媳婦要保護好身子及做好防風措施，還於媳婦月子還「子」，和

夜晚時分不宜外出上廁所時，不嫌惡地甘之屈身「卑微」的來為媳婦清

理尿桶，卻忌諱幫媳婦洗月內衣物，此舉令人不解?或許如同研究個案所

言，怕以後會遭致媳婦的討厭?抑或月內衣的不潔，讓婆婆不敢打破禁忌?

若真如此，也算是另外一種用心良苦，出自於善意的月子禁忌。  

 

貳、飲食之調理與禁忌 

    在坐月子期間，為了產婦的身體趕快復原，要盡量給她進補，除了

吃雞酒和油飯之外，還要吃豬肉和雞蛋等。特別是雞肉最重要，比較富

裕點的家庭，一個產婦一個月內要吃上二、三十隻雞，不過有幾種東西

不能吃，就是鹹的東西和青菜水果，以及一切生冷的東西，尤其不能喝

涼水或碰到涼水(鈴木清一郎著、馮作民譯，1989：97)。依據中醫的說法，

認為產婦由於分娩時帶來的創傷和出血，及妊娠、分娩時的情緒變化，

損耗不少元氣，故有產後「百節空虛」的說法，稍有不慎則會引起疾病。

因此要特別注意生活起居及飲食宜忌 (中國中醫臨學醫學會，2001：114)。

雖說產後身體多虛需要以食補來調理，但還是有其調理的禁忌與規範。

以下依一、食補食物，二、禁忌食物分別敘述。 

 

一、食補食物 

    中醫視人體為一個小宇宙，重視內部陰陽、寒熱、虛實的平衡。「產

後大虛」是指在生產後孕婦的身體處於虛寒的狀態，所以忌吃生冷的食

物，要以溫熱的食物來調節，平衡身體，有助氣血運行，幫助體質恢復(陳

潮宗，200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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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熱性食物 

    婦女在生產後，因失血過多身體處於虛、冷的狀態，所以進補時忌

吃生冷之物，只能吃熱性或溫性的食品，目的即在於取得虛、實、冷、

熱之間的平衡。傳統坐月子的食品，如麻油雞、魚、豬內臟、蛋等都是

高熱量高蛋白的食品，是有助於修補身體機能、補給營養及熱量(翁玲玲，

1994：68、70)。   

    一般坐月子的熱性食物大多以麻油雞酒為大宗，客家人亦然。客

家生產俗諺云：「有福之人，雞酒香；無福之人，四塊枋(biongˊ木板)。」

道盡往昔的生產的危險，與雞酒為產婦主要食補的文化。劉錦雲(1998：

146-147)指出：「產婦體弱、腎虛、氣血不足，需用大熱大補的食品補回

元氣，於是炒雞酒就成了客家產婦的主要營養品。」雖說雞酒為客家產

婦的最佳熱性食補，但是對於重視產婦身體調理的客家人而言，還有其

熱性食物的學問。李郁屏(2009：51)指出：「客家婦女產後必吃的「麻

油雞」，雞肉要選用正值壯盛的公雞，烹煮時要用全酒，絕對不可摻

加水。以冷/熱的觀念來解釋，麻油、公雞肉、酒，都是屬於比較「熱」

的食物，對於補氣益血、恢復元氣有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受訪者皆

強調：不只是公雞就可以，還要選用「蓋雄」的公雞。「蓋雄」是指

公雞正當壯盛、生殖能力最佳之時，其所象徵的「陽氣」、「熱性」

是非常高的；還有不摻水的作法，因為水代表了「冷性」，加了水會

降低麻油雞的功效。」諸多個案中都強調坐月子的飲食首要考量為

「熱」，方能補以產後身體之「虛」：  

  

         做月一定愛食熱个來補，生產過後三朝就愛㓾(cii
ˇ殺)雞仔來分月婆補，第

一隻雞仔一定愛要用「雞公仔」(公雞)，因為雞公仔過熱；乜做得煮兜「豬腰仔」

麻油酒來分月婆補；炒菜全概都愛用麻油來炒，煮魚湯乜愛放麻油同老薑正會

過熱過補，做月个人係有補著，圓身(身體)正會砸(zab
ˋ強壯)、正會好。(F8，

2016/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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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月身體過虛，除忒愛用雞公仔來煮「麻油酒」以外，其他無論係炒菜、

煎蛋个時節，都愛用麻油來料理，因為麻油蓋熱，正做得潤腸又補身。(F18，

2016/03/14)  

 

    客家人坐月子的飲食觀念中奉行著熱性食物的原則，個案們也紛紛

表示，給月婆煮食的雞酒，必定要挑選較具「雄」性的公雞，才更有其

熱性的效益，除此，不論烹調任何食材總是離不開麻油、老薑，及米酒

等熱性的佐料來補月婆的「虛」。其實在坐月子相關的文獻中，大多主張

食用麻油雞酒的熱性食補，惟並未有使用「雄」性公雞的主張。例如林

恬如(2006：56)、醫學博士莊淑旂(1996：104)都提到，麻油雞酒所用的雞

最好是老母雞；陳潮宗中醫師(2009：65)於《坐好月子找中醫》指出，很

多人坐月子的時候都會選擇母雞，此為一般人的迷思，產婦產後因為雌

激素(estrogen)與孕激素(Progestogen)降低，會使催乳激素(prolactin)促進乳汁

形成。母雞的卵巢中含有少量的雌激素，只吃母雞會使催乳激素作用減

弱，導致乳汁不足。如果吃公雞連同睪丸同煮，其雄激素可拮抗雌激素，

能使乳汁更豐富，而且公雞的脂肪含量少，可以減少攝取不必要的熱量。

顯見六堆地區客家人，選以較具「雄」性的公雞來給坐月子產婦「熱」

補的獨到之處與智慧的展現。 

 

 (二)生化湯 

    以前婦女於坐月子時，長輩們都會吩咐產婦，產後的前幾天要喝生

化湯，生化湯可助產婦有排除惡露及生新血的功效，為產婦身體調理不

可或缺的藥方。謝美雪(2007：29)指出：「生化湯具有養血、活血、袪瘀

的作用，臨床為治產後惡露不行，瘀血內阻的常用方，促進乳汁分泌，

調節子宮收縮（使子宮功能迅速恢復），減少產後腹痛，預防產褥感染的

作用，正因為此方『行中有補，化中有生』，所以民間常常用來作為產後

必服的方劑。」據行醫六十餘年的中醫師研究個案 M5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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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化湯為產婦調養身體的必備良方。因產後的身體處於「虛」與「瘀」，產

後的前一週，一定要飲用生化湯來幫助產婦祛除子宮內的瘀血，即是黑色不正

常的血塊，以後才會生新血，產婦服用生化湯具有行氣助血，袪瘀生新的功效。

(M5，2016/02/20) 

 

  生化湯屬藥補食物，在沒有西藥的年代，產後的婦女都是飲用生化

湯來袪淤血、生新血，促進乳汁分泌及調節子宮收縮。服用生化湯還有

另外一個作用，為保護產婦於坐月子期間避免飲用到屬寒性之水，和冷

的開水。因生化湯必須經過煎煮後才可服用，坐月子期間讓產婦趁熱飲

用，可補充身體所需之水分，又可避免飲用到屬生冷的水，而且生化湯

中的中藥材具藥補療效，幫助產婦調理身體，為早期產婦的必備補藥。

但因時代的改變，現在的產婦都於醫院生產，醫生亦會開立西藥來幫助

產婦排除惡露，早期的中藥生化湯飲品也隨著時光而遭淘汰，成為往昔

產婦們調養身體的共同記憶。 

 

(三)發奶食物 

發奶食物以高蛋白且具有催乳的食物為主，如動物的內臟，肝、腎、

腸、豬蹄膀、魚蝦等，且以煮的形式飲用，增加泌乳量，如蹄膀燉花生、

金針豬蹄湯、鯽魚湯、麻油豬肝湯、麻油豬腰、青木瓜魚頭湯等。其次，

紅豆、黃豆、地瓜葉、香菇等植物性的食物，也同樣具有催乳效果(賴正

均，1998：47)。以前在沒有牛奶的時代，產婦的泌乳攸關著嬰兒的飲食

是否充足。因此，月中婆婆大都會用心地去調理產婦的發乳的食物，若

奶水不足則會以蹄膀燉花生、麻油豬腰、魚湯……等促進產婦泌乳。以

下為個案敘述發奶的食物及其料理法： 

 

        做月个人愛多食番豆(花生)豬腳，同食兜海魚煮麻油酒，自然奶水就會足。 

    就係人家講个「夭鬼奶」，食著「臭餿」个就有奶水。(F6，2016/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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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月愛多食雞酒，多食一息雞酒就會有奶水，無就愛煲番豆豬腳湯，過豬腰

仔煮麻油酒來分月婆食，奶水就會盡足，過還有快菜(韭菜)做毋得食，食了就會

縮奶，無奶水。(F8，2016/01/16)  

 

    因個人體質的不同，並非每位產婦都需要發奶食物，但若產婦乳汁

分泌不足，婆婆自然會憑藉著經驗知曉要燉補哪些食材給媳婦催乳，基

本的有雞酒，以及海魚、麻油酒、花生豬腳湯、豬腰麻油酒…等，另外

坊間也流傳著產婦不可食用韭菜，傳說韭菜有縮減乳汁的副作用。 

 

(四)滿月食滿肚 

    張祖基(1986：47)在研究梅州地區禮俗的專著中提及：「月婆滿月該

日愛食一隻全雞，喊做『食滿肚』。若係做頭月，外家去食滿月酒時，就

愛去食館裡，買一盌頭月菜，即係樣樣買一滴，湊成一盌送畀月婆食，

其意思係話；頭月食哩各樣食物，就第二第三胎，唔論食到別的，都唔

怕害到阿 (嬰兒)，也唔怕有塞奶的事。」本研究從訪談獲悉六堆地區以

前也有此習俗，據個案 F8 表示，以前有「滿月食滿肚」的習俗，就是「滿

月」當天每道食物都要品嘗一些，以打破飲食的禁忌，俗信往後坐月子

時，就可「百無禁忌」的飲食。方法為：「月婆只要在滿月宴客時，品嘗桌上

的每一道菜餚，即為『滿月食滿肚』，此法對產婦或嬰兒的胃腸都好，往後就不會因

為誤食禁忌的食物，導致嬰兒拉肚子(F8，2016/01/16)。」 

 

二、禁忌食物 

    莊壽美、章惠如(2004：257)在《從懷孕到坐月子》中指出，坐月子

是改變女性一生健康最大的機會，千萬不要在這段時間因錯誤的飲食方

式把體質拖壞了，肥胖事小，未來也容易罹患腰酸背痛、手足冰冷、黑

斑、皺紋、元氣不足、神經痛等各種未老先衰的婦女病，那就得不償失

了!本研究的訪談個案們也表示，坐月子的飲食格外的重要，攸關著產婦

往後身體的健康，產婦因生產過後身體處於「虛」與「冷」的狀況，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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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利用坐月子來補身。因此，產婦的飲食就有諸多的禁忌，以免不補反

而傷及身體，還會有諸多的後遺症。因此，民間流傳生冷的食物，和毒

性食物，以及白開水和鹽皆為產婦之禁忌食物。 

 

(一)生冷食物 

陳潮宗中醫師(2009：186-187)指出：坐月子期間忌食生冷的食物，

如冷水、冷食、白菜、白蘿蔔、絲瓜等。尤其餵母乳者絕對不可以食用，

會影響到奶水的品質，也容易使孩子拉肚子，要以溫熱性的食物來調節

平衡身體，有助氣血運行。本研究個案的說法也與中醫理論不謀而合，

對產婦飲食的料理，格外重視食物的冷熱屬性，怕產婦誤食生冷食物，

導致嬰兒腹瀉、產婦「縮奶」及日後痠痛等後果。個案 F1、F11 表示： 

 

 做月个人愛食補來補圓身，最畏(忌諱)食冷个瓜果同冷个菜，蕹菜(vung 空    

心菜)、快菜(韭菜)、竹筍、白菜、蘿蔔仔過瓜仔，都做毋得食；淨(只有)做得食

番薯葉童「蕒仔」(mag
ˋ萵苣)。(F1，2015/12/27)   

 

        做月使毋得食過冷性个菜，係毋堵好(不慎)食著，歸个(整個)圓身就會弱忒，

乜會腰骨酸軟痛，嬰兒仔係食著奶就會溜瀉(腹瀉)。像白菜、冬瓜、菜瓜(絲瓜)、

竹筍、蘿蔔仔同「快菜」(韭菜)都食毋得。聽人家講，食了「快菜」就會「縮奶」，

嬰兒就會無奶好食，月婆个腰骨乜會痠軟痛。(F11，2016/02/03) 

 

        做月身體還蓋虛，弓蕉(香蕉)同水梨都蓋「涼」，都做毋得食。(F6，2016/01/29) 

     

        等頭擺做月都無食麼个青菜同水果，聽講青菜同水果蓋冷食毋得，食了!

驚嬰兒仔係食著 等个奶，就會溜瀉(腹瀉)。(F5，2016/02/26) 

  

    人類學博士張珣(1989：170-171)於《疾病與文化》中提及，中國人

的飲食觀是以/冷熱平衡為原則。取食時視個人體質而因人有異，體質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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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不能攝取太多冷食；體內過冷可藉熱食來平衡，平日攝食即注意冷

熱平衡即可預防疾病。因此，長期以來民間自然也理出一些產婦忌諱食

用的生冷食物，水果蔬菜中大多以瓜類為生冷食物，如西瓜、香瓜、冬

瓜、絲瓜、苦瓜…等。另外還有香蕉及水梨；蔬菜以空心菜、韭菜、竹

筍、白菜、蘿蔔均屬生冷，若誤食對產婦身體不利，還會導致嬰兒腹瀉

等不良後果。因此，以前在六堆客家地區，對於坐月子的飲食是非常忌

諱生冷的食物，甚至有些產婦還禁食一切蔬果，來避開生冷食物。   

  

(二)毒性食物   

    在中醫的食物養生觀念中，認為每種食物除其本身性味外，有的還

具有毒性，此毒性會危害身體並引響傷口的癒合，尤其當虛弱抵抗力差

及有傷口時這種毒性的引響會更顯著。例如：有腥味的魚、蟹、蝦、墨

魚、魷魚均有毒性；動物中，如公雞、公鴨、鵝、鴨蛋、鵝蛋等；蔬果

中，如芒果、茄子、芋頭、韭菜、海帶等均被台灣民間歸於有「毒」之

範圍，食用上述食品對產婦傷口癒合有不良的影響(張珣，1989：

172-175)。 

    在六堆客家地區，也常聽言體質過敏與身體不適者，不可食用具有

「毒」性的食物，若不慎會引起身體不適、皮膚過敏或搔癢及紅腫等現

象，尤其是月中的產婦身體尚處虛弱，更應小心攝取食物，個案 F6、F13、

F19 皆表示：「蝦子、芒果、韭菜、茄子、鴨肉等皆為禁忌，為了產婦的健康，這

些具「毒」性的食材在客家人的月子餐裡是會被排除在外的。」 

 

(三)白開水 

    黃久華(2011：18)指出，一般認為平時喝的白開水是冷性的，產後應

少喝水，所以就用龍眼茶或湯類(如生化湯或麻油雞等)，甚至完全不要喝

水，以免喝了腹部變大。莊壽美、章惠如(2004：290)也提及：產後只要

喝下一滴，就容易變成大肚子女人!意思是水和其他飲料 (尤其是冷飲)，

會對坐月子期間產婦的新陳代謝產生不良的作用，因為產後全身細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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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鬆弛狀態，此時若喝下過多的水分，質量重的水分子進入體內，水分

子會擴散，變會破壞了產婦細胞收縮的本能而造成「水桶肚」、「水桶腰」，

並亦造成「臟下垂」的體型。莊淑旂(1996：90)於《坐月子的方法》中指

出:產婦絕對不要為了逞一時之快而喝水，破壞一生的健康，水和飲料會

對產婦的新陳代謝產生不良作用，將來也容易患風濕病和神經痛。  

    六堆地區也有產後不飲用白開水的習俗，一般認為白開水屬性寒冷、

退熱，產後不適宜飲用。產婦不飲白開水，要如何補充月中的水分呢?據

研究個案 F8 表示:「月婆身體虛不可喝白開水，我們以前坐月子，前一週都是喝

生化湯，往後幾週，則飲中將湯來止渴及調養身體。」六堆地區的產婦，除了以

生化湯及中將湯來補充水分之外，還有另一個特殊的風俗習慣，就是飲

用供洗澡之用的「大風草水」來補充水分，以下為個案 F14 敘述其飲用

大風草水的經歷： 

 

     做月使毋得食白湯茶，因為人家講白湯茶屬「冷个」，乜有人講係「陰个」，

故所，做月个人食毋得。係肚渴(口渴)就啉(喝)生化湯，過多啉雞酒來止渴； 

等客人還會啉大風草水來止渴(hod
ˋ
)。頭擺 做月，家娘(婆婆)係煲好大風草水，

就會先舀一大碗公來分 啉(喝)，啉了過後正洗身。月婆啉大風草水盡好，做得

除風(驅風寒)、壯筋骨，還做得預防感冒。(F14，2016/03/13) 

 

水是人體不可或缺的生命源泉，許多專家學者都提出每日必飲充足的

水分，來維持身體健康的言論。然而「水」卻為產婦的禁忌，雖然也有

文獻指出，坐月子以龍眼茶及米酒水來替代水的攝取，研究者也曾試圖

找出，早期六堆地區是否也曾飲用此類的替代飲品?但個案們大多表示未

曾食用龍眼茶或米酒水止渴，她們攝水的來源以麻油雞酒中的雞酒，以

及排除惡露的生化湯，和調理身體的中將湯，最大宗的攝取來源為飲用

每日供洗澡之用的大風草水。在六堆客家地區的婆婆為顧及產婦的健康，

每日必熬煮一大鍋的大風草水來給產婦沐浴，在沐浴前，還會貼心的裝

上一大碗公的大風草水，來讓媳婦止渴以補充身體所需之水分，讓產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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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至於因飲用到「水」而遭致「水桶肚」、「臟下垂」等不良的後遺症。

而大風草水的功用不僅於止渴，還兼具除風、壯筋骨，讓產婦產後調理

身體之用。 

  

(四)鹽 

    林恬如(2006：36)的研究中指出，傳統習俗認為坐月子飲食中不能加

鹽，是為了利於身體多餘水份排出，同時也為了避免性寒的鹽會造成「月

內風」。但是人體本身對鈉有基本需求，若完全不攝取食鹽反而容易感覺

疲勞無力、食慾不振，及頭暈等症狀。產婦在泌乳期間，若攝取過多鹽

份或是其他口味濃重的調味品，會影響內分泌和泌乳作用，因為血液中

過多的鈉需要大量水分中和，進而影響到乳汁分泌，因此產婦不僅坐月

子期間，在哺乳期間的飲食也都要清淡。翁玲玲(1994：71) 指出：中醫

的解釋認為，血得鹹則凝瀒而易口渴，一方面不利於惡露的排除，一方

面會使產婦因渴而多喝水，則不利於下體的傷口。西醫並不只從坐月子

的角度來看，而認為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攝取過量的鹽份，都會導致血壓

高及水腫，當然對產婦而言更為不利。 

    民間向來視過鹹的食物有礙身體的健康，舉凡高血壓、水腫，以及

心血管等疾病。然而產婦生產過後身體屬於多淤多虛的狀態，為協助產

婦盡速恢復身體的健康，因此，坐月子的飲食應減少鹽的攝取。在六堆

客家地區除了有減鹽來幫助產婦身體的恢復外，還有月中都不食鹽來治

「氣喘」痼疾的信俗傳說。研究個案 F6 表示： 

 

         坐月子的食物忌放鹽，要吃淡，身體才會好；傳說若月婆之前若有「發 」

(hab
ˋ氣喘)的隱疾，只要坐月子忌食鹽來調養身體，「發 」的痼疾就會「不藥

而癒」。(F6，2016/01/29) 

 

    客家人重視生育，故對產婦的坐月子調理更是注重，因此，衍生出

許多飲食方面的注意事項及禁忌。例如，煮食麻油雞酒就不可馬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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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以「雄性」具「熱補」的公雞肉來炒麻油給產婦食用，方能補產婦

的「體虛」。傅孟嬌(2011：53)的研究指出：「在台灣婦女坐月子期間的飲

食行為規範，向來有冷熱協調及中醫上的特別顧忌，要求的是無鹽清淡，

然客家習以粗、鹹、肥的飲食習慣著稱，但研究中面對產婦坐月子文化

時的禁忌，大部分的客家婦女飲食上也會遵守，不吃鹽的規範。」除了

鹽、生冷及毒性的食物，連白開水都是禁忌，無非是要排除一切對產婦

不利的飲食，讓產婦於坐月子期間得以最佳的食補來調養身體，以確保

產婦及嬰兒的健康。 

 

叁、沐浴 

自古中國的習俗都不贊成在坐月子裡洗頭、洗澡，以免導致身體的

疾病。因為婦女產後皮膚毛孔均保持在張開的狀態，因而洗澡、洗頭會

讓風進入體內造成頭風與全身痠痛、關節痠痛，更有得「月內風」的機

會，故禁止洗澡、洗頭。不過一般認為可以用煮沸的開水，等溫度降低

成為溫水再洗或用可以去寒的薑片和龍眼葉煮沸後再用來洗澡和洗頭，

則可以減低對身體的傷害 (黃久華，2003：15-16)。莊淑旂(1996：96)也

指出:產後不宜沐浴，要使用燒酒擦拭(沸騰的水中加入百分之二十的燒

酒)，要產後三星期才可使用溫水來沖洗。 

    雖說產後百節空虛，忌風寒濕邪趁虛而入，民間有忌諱月內洗頭及

洗澡的習俗，但注重清潔及愛護產婦的六堆客家人，只限於不可洗頭，

並無不可沐浴的禁忌，因其對產婦的清潔護理有一套獨到的調理方式。

黃富國(2008：32)指出:婦女在生產坐月子期間因，身體比較虛骨頭較鬆

散，同時也不能吹到風及用生水洗澡洗頭。客家婦女此時會用大風草來

淨身(圖 4-3-1)，避免以後得風濕、頭痛等後遺症。而在洗澡前則先喝一

杯大風草水，其味苦難入喉，但可收不畏風寒之效。大風草學名艾納香，

俗名另有大黃草等十餘種，其功效能有：坐月子氣祛風、發汗祛痰、防

頭痛、跌打損傷…等。在藥理作用上，其提取液有擴張血管、降低血壓

的作用。利志南(2013：58-59)於研究中指出：廣東客家人把藥浴視做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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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婦女一項基本治療，而且是在分娩後一個月採取藥浴。在六堆客家地

區則以大風草莖葉曬乾後，捆成草節(圖 4-3-2)，以水煮開後，先是給坐

月子的產婦喝上一大杯的大風草熱水，可以把體內不好的菌趁流汗時來

洗澡排出洗淨，具有驅風寒、防月內風的功效，人人皆知。 

    早期六堆都有使用大風草沐浴及飲用的習慣，右堆另外有使用老薑

煮水的沐浴習慣。其中個案14還表示，她婆婆很疼愛她，非常注意她月

子中的各項調理細節，因此，在她月子還「子」時，除了有使用大風草

水來沐浴以外，婆婆還特地的使用兩把大風草來熬煮沐浴用水。因婆婆

認為剛生產完的產婦，身體還處於「淤、虛」的狀態，忌諱受到風寒，

而大風草水有祛風、除濕及行氣的功能，故在月子還「子」時，還要用

雙倍的大風草來讓產婦沐浴及飲用，這樣對產婦的身體恢復會更具功效。

以下為個案分別敘述做月子的沐浴方式： 

 

        以前我都是用大風草來洗澡，洗臉則使用「薑嫲水」。(F1，2015/12/27) 

 

         等美濃人做月都係洗「老薑水」， 家娘會先同老薑敲到碎碎後正煮滾，

再倒入「錫桶」(水桶)放畀凉，等到溫燒溫燒後再喊 洗身，一個月都係洗「老

薑水」。(F3，2015/12/27) 

 

         我的月子共做四十天，洗澡都是用「大風草」煮滾至適溫再洗，婆婆還會

另外盛一碗給我喝，說喝了可「除風」。坐月子期間都沒有洗頭髮，外出上廁所

時，更是要包頭巾，才不會受到風寒。(F17，2016/02/08) 

  

         做月都係用大風草來洗身，家娘還會另外倒一大碗公个大風草分 啉。啉    

    大風草水，同洗大風草都對做月人个圓身盡好，做得除風同壯筋骨。(F11，

2016/02/03) 

 

         家娘盡惜 ，在 月仔還「子」个時節，還會用兩把个大風草來煲分 洗

身。佢講月仔還「子」一把無罅(la 不夠)，愛用兩把正會除風、行氣，愛洗身个



90 

時節，佢還會先舀一碗公 準茶食， 每擺係啉了大風草水以後，就會緊打屁卵

(放屁)，真是係有行氣呢! (F14，2016/02/03) 

 

    古時有坐月子有不可沐浴的禁忌，因早期所使用的水皆是河水或井

水。這些用水中微生物多，又沒經過過濾、消毒，如果接觸到傷口，就

會有感染的危險；事實上，產後一星期只要體力許可，備好暖爐在旁，

沐浴、洗頭髮最好趕快在房間內擦乾、吹乾，不要著涼即可(陳潮宗，2008：

189)。在眾多產婦於月內不可沐浴的禁忌之說下，六堆地區的客家人即懂

得利用大風草的藥性來給予產婦沐浴及飲用，以治療及保養產婦的身體。

誠如利志南(2013：58)所言，大風草對產婦之功效「人人皆知」。在六堆

客家地區的產婦於沐浴前喝上一大碗熱呼呼的大風草水，將寒氣逼出，

再以大風草水沐浴，頓時「筋骨舒暢」的感覺，與浴室內深褐色的毛巾，

可說是六堆客家產婦共同的坐月子記憶。 

 

 

 

 

 

 

 

 

 

           圖 4-3-1  大風草                  圖 4-3-2  曬乾的大風草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05/08)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05/08) 

 

肆、尞滿月 

    常言客家人愛護產婦，對於產婦的照顧可說是極致的呵護，文獻上

也經常提及。羅煥光 (1997：151) 就指出：在客家地區，普遍重視生育，

愛護產婦，這是傳統客家世代相傳的良俗。平日以稀粥度日的客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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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確保產婦及嬰兒的健康，客家人會採取一些有效的做法，例如，一

旦知道婦女懷孕了，家中便開始計畫多養些雞，多種些糯穀，以便做米

酒用，這些都是產婦坐月子時準備好的營養品。到了秋季便砍了一些布

荆草，曬乾、捆好，以備產婦洗澡用，此外，還把生薑切碎曬乾，以備

做產婦坐月子時做『薑酒炒雞』這一道專用菜。劉錦雲 (1998：146-147)

也提及，客家人對產婦是非常的愛護，有尊重產婦的善良品德。全家大

人小孩都把產婦看成全家保護的對象，就是親友送賀禮，也大多是雞或

烏豆等營養品。 

    客家人對產婦的愛護，向來都為人們所稱著，文獻上也清楚的載明，

其實六堆地區的客家人對產婦的愛護不僅於此，據研究者訪查六堆各地

發現，早期還有另一個愛護產婦的習俗為「尞 lau 滿月」，就是夫家體恤

產婦生育子女之辛勞，於生子滿月後可回娘家探視的一種習俗，但產婦

大多於產後四十天才回娘家「尞滿月」，據個案表示，婦女的惡露大約四

十天才會排乾淨，因此，大多於產後四十天「乾淨」了，才回娘家「尞

滿月」。「尞滿月」的習俗非常講究細節，產婦回娘家「尞滿月」時，要

帶十二包的「糕仔」當禮物分送給娘家親戚；娘家的父母及同宗的叔叔

伯伯、嬸嬸阿姨們，也會回以祝福的話語及「絭衫帶」20(圖 4-3-3)給小孩

當見面禮；待產婦要回夫家時，娘家母親則會備妥一公一母的雞隻、帶

尾的甘蔗兩棵，以及用兩個托盤(圖 4-3-4)盛十二個「奶菇粄」讓女兒帶

回，以示好的吉兆。以下研究個案敘述： 

 

         頭擺 初胎(頭胎)降著倈仔，有歸去外家「尞滿月」。「尞滿月」大約在產

後四十日過堵好(較妥)，因為恁呢過「淨俐」。歸去「尞滿月」還有帶十二包个

「糕仔」分伙房个親戚同隔壁鄰舍做等路(禮物)。外家阿姆還會準備「奶菇粄」，

同兩頭「掛頭掛尾」个甘蔗，過一公、一嫲个「雞㸰to
ˇ」(中型的小雞)分 帶

歸去。伙房个叔婆伯母、阿哥阿嫂同外家个阿爸阿姆，乜會「絭衫帶」分嬰兒

                                                      

20
 絭衫帶：早期長輩給小孩禮金的一種方式。就是將數張紙鈔摺成扇形，再使用紅線從中束起來。掛

在小孩的脖子上，看起來像花朵的樣子漂亮又討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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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掛。細嬰兒个頸根(脖子)項掛等一串又一串个「絭衫帶」，歸到屋下(家裡)，

阿公阿婆看著，就蓋歡喜个講：「哇!這個細人仔，帶財歸來呦!帶恁多个錢財!」

(F13，2016/02/25) 

 

         頭擺人係降「初男長女」，四十朝過後，就有歸去外家「尞滿月」个風俗，

「尞滿月」會帶兜糕仔去發分夥房个親戚。尞歸來，外家還會做有二十四粒个

「奶菇粄」，放啊兩个托盤項，一托十二粒；過抓一公一嫲个細雞㸰(中型雞)，

同兩枝有頭有尾个細蔗筍仔分妹仔帶歸去，夥房个親戚乜會「衫帶錢」分細人

仔「好話霸」(ho
ˋ
va ba 好兆頭)。(M7，2016/01/02) 

 

    產婦歷經懷孕、生產及坐月子的艱辛，眾多族群在產婦坐月子時莫

不悉心的照料，期待產婦能早日恢復健康的身體。但六堆地區的客家人

對於產婦的照料不僅於此，還貼心的讓產婦抱著新生的娃娃回娘家探視

母親及親友，也共享生子之喜悅，及一解產婦思鄉情愁；而娘家回贈象

徵吉祥及繁衍一公、一母的雞隻，和有頭有尾、甜甜蜜蜜、節節高升的

成雙甘蔗，以及慎重地使用古色古香的托盤盛以期望奶水充足的「奶菇

粄」，這種種貼心之舉，讓人倍感溫馨。個案們回憶起往昔回娘家「尞滿

月」的情景，總是滿滿的回憶。其中個案 F14 回憶起第一次尞滿月的情

景道：「尞滿月時，娘家近在咫尺，夫家還要幫她請三輪車，又幫她備了十二包的糕

仔來分送給伙房的叔伯親戚。現在回想起當時手中抱著小娃娃，滿心高興地坐在三輪

車上的情景，遺憾著當時沒有相機，若能拍下該有多好?(F14，2016/03/13)」 

 

     有句客家諺語言「轉妹家，害自家。」由此得知，舊時的客家社會

是極不贊成媳婦回娘家的，當然做人家媳婦的也會謹守著分寸，不敢任

意地往娘家跑，但若是為家族添新生命時，那就另當別論了。六堆客家

地區的婆婆還會以「禮」相待，備以糕點、請以三輪拉車讓媳婦乘坐，

此充滿人倫關懷，體恤產婦的貼心之舉─「尞滿月」風俗，為客家再添一

筆愛護產婦之良風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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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3 絭衫帶                       圖 4-3-4 托盤 

資料來源：研究者模擬製作(2016/2/29)       資料來源：屏東縣客家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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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誕生禮俗 

 

    「生」之喜悅，為每個民族所重視的事，代表著一個家族的傳宗接

代與整個民族的綿延長久。在傳統客家禮俗中，尤其重視「誕生禮俗」。

喬繼堂(1993：80)指出：中國的嬰幼兒生活在文化設定的種種禮儀之中，

尤其是出生一年之內，各種禮儀活動不均勻地散布在時間鍵條上，為小

小的生命樹立一個一個里程碑。這些禮儀活動不僅在於慶賀生命的誕生，

更在於表達對嬰兒幼年、乃是終生的祈禱、祝福，在於引導、催促嬰兒

盡快長大成人，也就是完成社會化、文化化的過程，成為社會的人，文

化的人。黃永達(2004：297)指出：「對客家人而言，因為重視家族生命的

延續，新生兒的出生不只是父母親的喜悅，更是家族最大的喜悅，最大

的感恩，特別是天地神明恩賜麟兒，以及祖先庇佑，因而發展出多樣出

生、成長、壽誕的禮俗。」以下依新生兒的誕生至周歲的各種禮俗作探

討，分別為：一、新生兒月內之禮俗。二、慶生之禮俗。三、特殊之育

兒舊俗。 

 

 

第一節  新生兒之月內禮俗 

 

    往昔為了迎接新生命的誕生，甫出生的嬰兒於月內就有許多的禮俗

在迎接著他，其禮俗的繁複與講究，展現出客家人對新生命的尊重，及

新生的喜悅之情。以下依，一：出生三日的─洗三朝之禮俗。二：出生十

二日的─十二朝「送庚」之禮俗。三、嬰兒命名之禮俗、四、剃胎毛之禮

俗。分別敘述與分析： 

 

壹、 洗三朝之禮俗  

    嬰兒出生三日後，依照古禮給嬰兒洗澡，叫做「洗三朝」，有備雞酒、

糯飯祭拜祖先及「床公婆」者，祈求庇佑(林金作，2001：255)。在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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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俗上，當孩子剛出生時，並不用水洗澡，而是以麻油擦洗身體，洗掉

胎衣，再用父親的舊衣服包裹嬰兒；直到第三天才正式用水為嬰兒洗澡(鈴

木清一郎原著、馮作民譯，1989：93；李秀娥，2003：75)。此習俗到了

日據時代才流行給出世嬰洗澡，不立刻洗澡的原因是嬰兒的皮膚非常細

嫩，洗澡時會將嬰兒的胎油洗去，而古時又沒有嬰兒潤膚油可供使用；

擔心洗去胎油，嬰兒的皮膚會裂開而不舒服，所以都等到三天以後才為

嬰兒洗澡 (陳瑞隆，1998：39)。  

    舊時的客家人為新生兒人生的第一次洗澡可是非常講究的，陳運造

(2001：49)指出：「產後三天，要請來產婆，將「桂花心」、「柑葉」、「龍

眼葉」及小石頭一個，一起放入水中煮沸，待水溫後，用來拭洗嬰兒身

體，再穿上衣服，這叫「三朝之禮」所以用柑仔葉和牛眼葉，主要是希

望子孫滿堂，及小孩長大具有膽識。」雖然「洗三朝」時需要使用石頭，

但並非任意選取，還有其選擇的條件和意涵。據日人鈴木清一郎著、馮

作民譯(1989：130-131)指出，三朝時給嬰兒洗澡之水中，放一個小石子，

取意是要給小孩「頭殼硬，身體強」，謂之「做膽」。石頭選較圓的，如

此性情才會圓滿、變通、不死板。女孩子不做膽，為什麼?一位婦人回答

說：「女孩子沒有勇氣好，因為丈夫被妻子管束是一件不好的事，而且女

子生性賤，不必做膽也容易養活。」 

    昔日六堆客家地區也有「洗三朝」的習俗，但因時代的改變，普遍

重視衛生習慣，認為嬰兒出生三天後才幫新生兒洗澡太沒衛生了，所以

嬰兒甫出生就由產婆代為沐浴洗身，並於第三天再依例舉行「洗三朝」

之禮，據研究個案 F6 表示： 

 

     嬰兒一出生就由產婆洗澡，出生第三天後要「三朝做膽」，洗澡時要備一顆

石頭，和「煠」(sab 水煮)一顆鴨蛋和雞蛋置於澡盆中。洗時，雞蛋要象徵性地

在嬰兒的臉上比劃一下，用意為「做面」，期望小孩的臉蛋像雞蛋般圓圓的很漂

亮；鴨蛋的用意則是希望小孩洗澡時能像鴨子般的不怕水，又不哭鬧；石頭則

是給小孩「做膽」用的，這樣小孩將來才會有膽量，邊洗還要邊說：「膽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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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婆太。」洗過的「做膽石」就放置於床鋪底下「做膽」，下回也可供弟妹使用。

(F6，2016/01/29) 

 

     研究者發現，研究個案 F6 的「做膽石」(圖 5-1-1)，比起一般的「做

膽石」(圖 5-1-2)還要大上許多，據她表示，此顆石頭為民國 49 年，她生

頭胎時所撿拾的，她的五名子女及孫子都同樣使用此顆做膽石，會選用

較大的石頭當「做膽石」用意為，因在民俗上「做膽石」有象徵「做膽」

之意，既然要「做膽」，就選擇較大的，更有「做膽」的實質意涵。早期

「洗三朝」禮俗之講究，除了在浴盆裡放置石頭、雞蛋及鴨蛋外，據高

齡 82歲的個案 F11表示，以前的人為了小孩好養育，會給嬰兒穿舊衣服，

或是以舊的被單、破布，或是不要的布充當尿片。另外，還有用老人家

淘汰不穿的「大襠 long 褲21」來固定住尿片，保護嬰兒的腹部不受風寒，

外層再包覆父親舊衣的風俗： 

 

    頭擺嬰兒仔洗身過後，就分佢著別人个舊衫褲，過儘採(隨意)个細人仔都

會過好畜(hiug
ˋ養育)；下身就用老人家舊个「大襠 long 褲」來包，過墊舊个被

單，無就係用無愛个爛布仔來做尿布仔。包「大襠褲」時，嬰兒个腰愛囥啊(置

於)褲頭項，兩隻褲管再「倒摺」包等嬰兒个肚屎，嬰兒个肚臍正毋會「凍著」；

最後還愛用阿爸个舊衫褲來包嬰兒仔，恁呢嬰兒仔正會過燒暖(暖和)同受著阿

爸个保護，因為阿爸係大男人啊!頭擺係堵著過無膽个人，就會分人㖸(nag
ˋ笑)，

㖸講怕(可能)係做嬰兒个時節，用著細妹仔个衫來包，正會恁無膽!(F11，

2016/01/16) 

 

  此種包覆舊褲子的習俗，在舊時物資貧乏的年代裡，除了廢物利用節

儉的美德外，更有其文化意涵，據仁聘 (1993：276)指出：「古時舊觀念

                                                      

21
 傳統客家的褲子因褲襠部分鬆闊寬大，而被稱為「大襠褲」或「大褲管」(鄭惠美，2006：55)。據

研究個案 F8 表示：「大襠褲」在六堆地區又稱「大襟褲」，因早期客家婦女所穿著的「藍衫」稱為「大

襟衫」，因此，褲子又稱「大襟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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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喜舊忌新，故多用高壽老人家的舊衣服為縫製強褓的衣料，期能保佑

嬰兒長壽如其人。」在六堆客家地區，除了有使用老人家的舊褲子來包

覆腹部，以期許小孩長壽之外，還講究的以父親的衣服包裹著，期使嬰

兒在父親舊衣服的包覆之下，宛如躺在父親強而有力的胳臂中，受到保

護，有「膽識」而不受驚嚇之意。 

    本研究訪談許多個案後發現，「洗三朝」這項古老的習俗早已不實行

了，現在都是每天給嬰兒洗澡，也有個案表示未聽聞「洗三朝」之禮俗，

他們是於嬰兒滿月時，再使用石頭、雞蛋或鴨蛋來幫嬰兒洗身「做膽」

和「做面」，個案 F11 表示： 

 

 等無聽過洗三朝，頭擺每日都有同嬰兒仔洗身，毋故(不過)嬰兒仔滿月个

時節，就有用雞春(雞蛋)同石頭同嬰兒仔洗身；緊洗緊用雞春在嬰兒个面項畫圓

圈，緊講：『雞春圓圓，大吔就做狀元；石頭硬硬，乖乖會大。』(F11，2016/02/03) 

 

舊時為何要待新生兒出生三日，才給予人生中的第一次沐浴?據劉還

月、陳阿昭、陳靜芳(2003：111)指出：因剛出生的嬰兒抵抗力較差，如

果一出生就為其沐浴的話，怕會感染風寒而夭折，所以頭三天僅以麻油

塗身來防傷風；也有老人家認為嬰兒剛一出生就洗澡的話，會折損嬰兒

的福氣，只能用軟紙來拭清嬰兒全身，再用父母長輩的舊衣包覆，以達

到添壽的目的。 

    舊時基於愛護新生兒的心理，於新生兒出生三天後才行「洗三朝」之

禮，此禮蘊含著父母對新生兒的期待與祝福。在新生兒未出世前就去尋

覓，撿拾合適的「做膽石」，待「洗三朝」沐浴時還使用雞蛋、鴨蛋及石

頭，象徵性地在臉上、頭上比劃比劃，期望嬰兒的臉型像雞蛋般的漂亮，

皮膚像雞蛋般的細緻，又如同鴨子般的愛戲水，更有如石頭般的頭殼堅

硬，好養育和有個好膽量。接著穿上舊衣服，和包以父親的舊衣裳，期

望著新生兒在父親舊衣裳的包覆下，必能受父親的庇護，健康茁壯的成

長。即使六堆有些地區已經失落了為嬰兒「洗三朝」之習俗，但於滿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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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依然有行「洗三朝」之實，來為嬰兒「做膽」、「做面」。 

 

 

 

 

 

 

 

 
     圖 5-1-1 做膽石(個案F6提供)          圖 5-1-2 做膽石(個案F18提供)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01/29)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03/14)  

 

貳、十二朝「送薑酒」及「送庚」之禮俗    

    嬰兒出生十二日後，叫做「十二朝」，備妥麻油雞酒向岳家及媒人報

喜，俗稱「送薑酒」，外婆及媒人回贈的東西叫「送庚」。一些至親好友

聞此喜訊，必送豬心腰或魚、雞等物給產婦補身體(林金作，2001：255)。 

    「薑酒」以米酒、薑等材料煮成的麻油雞，又稱為「雞酒」，是婦女

坐月子時的補身食物，在美濃的生育禮俗中更是重要的祭品和禮物。通

常小孩出生後的第十二天，由男嬰的父親到媒人家，以及男嬰的母親和

祖母的外家（娘家）去送薑酒。而男嬰的母親的外家收到送薑酒後，會

先裝出三碗拿到廳下（祖堂）敬阿公婆（祭祖），向祖先稟報出嫁的女兒

生了兒子；祭祖後，外家會將薑酒分送給同夥房的族人，收到薑酒的親

族則以糖、糯米、麵線、雞、雞蛋等等，放在原來裝著薑酒的容器裡作

為回禮，目的是為了還在坐月子中的男嬰母親補身，並能有較多的乳汁，

以前的人認為糯米可發奶，且糯米也可用來製成嬰兒滿月時要用的粄仔

(林芷琪，2014：116)。據訪談六堆地區，可是非常重視「十二朝」的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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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各堆有生育「初男長女」22就行「送薑酒」及「送庚」之禮俗，但美

濃地區只限於頭胎生男嬰。 

    至於為何要遲至新生兒出生「十二朝」才報喜?是因為早期養育新生

兒有「三朝七日」之說，認為出生至第七天（或第十二天）是嬰兒的危

險期、關卡，陳裕美(2004：40-41)指出：「早年本地的客家人當天不殺雞，

這兩天產婦所食雞酒在前一天早已預備好。她們深信三朝殺雞七朝嬰兒

就沒了，七朝殺雞十二朝嬰兒也會不行。因殺雞會引來像貓或狐狸的東

西。牠會用爪抓嬰兒，也不可在十二朝以前提雞酒向外婆報喜以及向媒

婆致謝。牠們會跟著雞酒的香味到月內房裡，也不可碗裝雞酒見天。例

如是送雞酒給鄰居喝，見到了天空，就算是已吃完的空碗都會引牠來。」

以下分別敘述「十二朝」的「送薑酒」及「送庚」之禮俗： 

 

         美濃地區只要生男嬰，十二朝就有「㧡薑酒」的風俗，若沒空，十二朝以

後，十六、二十四朝也可「㧡薑酒」去外家分阿婆、阿舅、舅公和親戚朋友。

以前生個兒子高興啊!連男方主家的內、外婆、阿舅、舅公、親戚朋友及左鄰右

舍皆有「㧡薑酒」，以分享降倈仔的喜悅，直到現在還有此風俗呢!外家也要「送

庚」，大多回送雞(活雞)、卵(雞蛋)、豬心腰仔、麻油、米酒(用甕裝)…等物品。

給女兒坐月子補身，就是怕女兒會餓著。(M2，2016/01/02) 

   

        以前我們男家出丁，有「十二朝」擐麻油酒分外家的風俗，看女方家的親    

戚多寡?要用酒壺裝好，「酒壺仔」的蓋子下要墊著紅紙，壺口也要塞入捲好的

紅紙。一壺、一壺的送到女方家較親的阿舅、阿姑、阿伯、阿叔每人一壺；娘

家就要送兩壺，其中一壺一定要有雞頭和雞尾，就是「有頭有尾」的意思。除

忒愛擐麻油酒分外家以外，還愛擐分媒人婆，媒人婆个壺酒，乜愛「有頭有尾」

正會圓滿；女方親戚收了「麻油酒」後，要將茶壺填滿回禮，可填裝糯米上方

                                                      

22
 在六堆地區，重視頭胎生育，不論頭胎生育男女皆施予慶生。即是頭胎生男享有慶生之禮，往後不

論生男育女就較不注重；若第一胎為女，第二胎生男，皆享有慶生之禮，俗稱「初男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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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置雞蛋，或填裝糖，也有另外再抓雞、麵線、麻油或酒當回禮，都是要給產

婦坐月子進補之用，風俗就是這樣「有來有去」。(F12，2015/12/21) 

      

        頭擺初胎無論係降著倈仔也係妹仔，就係「初男長女」十二朝都愛擐酒分女

家頭(女方)，同過親个親族，媒人一定愛，不可缺席。還愛準備牲禮同做十二塊

个「龜粄」去女方的祖堂「敬外祖」23，告知喜訊同感謝女方添丁降倈仔，搭並

希望庇佑男丁平安長大；女方接受雞酒後乜愛回禮，回禮大部分係抓雞仔，乜有

回糯米、雞春(雞蛋)、鴨春(鴨蛋)，就係做得分月婆做月食補个東西。(F7，

2016/03/23) 

 

    嬰兒出生十二朝，在六堆客家地區來說可是個重要的日子，家庭中

喜獲麟兒無不欣喜，習俗上會煮麻油雞酒至女方家報喜，還不忘向媒人

謝媒。「送薑酒」的雞酒要以「酒壺仔」盛之，據研究個案古物收藏家

M3表示：以前「送薑酒」的容器很講究，馬虎不得，要使用「酒壺仔」

(圖 5-1-3)，在更早期，約莫民國二、三十年代以前的「錫壺仔」(圖 5-1-4)

為生鐵鑄造，看起來古意盎然。除此，還要慎重其事地於蓋子底墊上紅

紙，壺口也要塞著捲好的紅紙，看上去氣洋洋的去送「薑酒」給外家「報

喜」。除了女方至親各一壺外，外家可是要送上兩壺「酒壺仔」，其中一

壺必盛有雞頭、雞尾的雞酒，以示新生兒「有頭有尾」。另外，還要奉上

三碗的雞酒奉祀於女方祠堂的供桌上，和備以牲禮及十二塊象徵長命富

貴的「龜粄」來「敬外祖」，並點上馨香祭告岳家的列祖列宗，以分享得

到子嗣之喜訊，及感謝「外祖」的庇佑，祈求新生兒平安健康。娘家及

親戚亦禮尚往來以米、蛋填滿酒壺回送，並以雞、豬心腰、補酒等回賀，

好讓月婆補身及無空腹，有象徵明年再得子的意思，稱之「送庚」。在舊

                                                      

23
 六堆客家地區在娶親、嬰兒滿月前一天，有祭祀岳家祖先的習俗，稱之「敬外祖」。洪馨蘭(2010：

668-672)的研究中指出：「外祖」指岳家的祖先。「敬外祖」的意義是為了「榮耀母方祖先」，並為父系

群建立姻親親族的連結，也是表達對母系親屬飲水思源及感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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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物資缺乏的年代禮，難得可享用十二朝之「送薑酒」，總是令人回味無

窮，那鄉里間的麻油雞酒香及人文關懷。 

 

 

 

 

 

 

 

    圖 5-1-3酒壺仔(個案F14提供)           圖 5-1-4 錫壺仔(黃聰榮提供)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28)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28) 

 

參、嬰兒命名 

    客家人重視祖宗、族譜、原鄉，故所盡多姓氏宗族，男性子孫有照

字輩安名个習慣。客家男性安名除了字輩以外，過去比較常用乾、坤、

金、木、水、火、土等字（范文芳，1997：90-91)。嬰兒出生數日後，便

由父母或家中長輩取名，亦有至命相館命名，以男嬰為例，首重序昭穆，

即依家族的字輩「昭穆詩」依序命名。個案 M1 指出：「 這輩个名仔全係

阿公安个，用宗族个「輩分」來安名(M1，2016/03/18)。」另一位勘輿師個案 M8

則提到，新生兒的命名有其該注意的事項為： 

 

        細人仔安名，第一、毋好矺著上輩，例如上輩有「昌」字，細人仔安名就使 

    毋得用著「昌」字。第二、依家族个倫序安名，像 就係「有」字輩，安名就同 

   「有」順得著个字就做得。第三、正注意有「犯沖」無? (M8，2016/01/14) 

 

     除此，羅煥光 (1997：159)指出：客家鄉間知識淺陋者，為小孩安名，



102 

有按次序排列的，稱阿三、阿四……。也有以卑賤安名的，以易於扶養，

阿狗、赤牛、黃牛。另外傳統客家女生的命名特色是喜用「妹」音 moi）

字，最常見的有梅妹、蘭妹、竹妹、菊妹、新妹、三妹、甜妹、甘妹、

圓妹、英妹、貴妹、桃妹、丁妹、戊妹。這種命名習慣，一直到五十年

前，還相當流行，現在五十歲以上的客家婦女，差不多一半以上都叫「麼

介妹」（范文芳，1997：90-91)。個案 M8 指出： 等个年代「重男輕女」，細

妹仔就毋使照「倫序」來安名，大部分个人都喜歡用「妹」字來安名仔。(M8，2016/01/14)

本研究個案中就有多名以妹來命名，有良妹、運妹、招妹、玉妹及停妹

等。其中以「停妹」最為特殊，據民國 17 生，家住竹田的個案 F9 表示： 

 

         吾姆頭胎降著倈仔，後背連等降兩個妹仔後，又再過降著 同雙生个老妹，

故所屋下人就同 取「停妹」這個名仔，希望毋好過降妹仔，愛招老弟；在後

吾姆真式就無過降妹仔欸！連等降了四個老弟。(F9，2016/03/13)  

 

或許是巧合？還是真如其名奏效？個案 F9的母親在其後連生了四個

弟弟。可見早期客家人普遍存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因此，對於女嬰的命

名，除了以「妹」字命名外，還要以肩負招引下一胎生男的命名，故常

以招娣、順娣、來娣為女嬰命名，希望第二胎能生個男嬰。據美濃地區

民國 27 生的個案 F4，以及對「娣」命名有生活經驗的個案 F15 表示： 

 

          頂項有一個阿哥，三個阿姐，故所屋下人就同 个名子安到秀娣，看做

得「招老弟」無?斷真後背招了三個老弟，過一個老妹。(F4，2016/03/26) 

 

         頭擺个客人(客家人)，係連等降著妹仔，就會同妹仔个名仔安到「招娣」、

「見娣」、「順娣」、「來娣」…希望做得招老弟。(F15，2016/01/28) 

 

個案 F4 的母親連生了四個女兒，在當時重視男丁的客家社會裡，承

受著莫大的壓力，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為了期盼生兒子，使用民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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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娣」字命名法。果然不負眾望，還連三胎都生男孩。 

   早期還有以不雅的名稱來命名稱之「厭勝」命名。據鈴木清一郎著、

馮作民譯(1989：100-101) 指出：「本省人迷信，孩子之所以養不活，是

由於被邪神所奪，假如取太好的名子，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反而會被

邪神所奪，所以就故意給孩子取個髒名，表示任何人都不願意要，當然

邪神因討厭就不奪，如此這個孩子才能順利長大成人。所謂「厭勝」，就

是使邪神討厭，用這種策略來戰勝邪神。每當一個嬰兒經算命先生算命

之後，如果認為命很壞就用這種方法來取名，例山豬、乞丐、狗屎、賊、

狗、憨、豬屎、羅漢、醜等等。」早期以此種「厭勝」命名的方式頗多，

研究個案 M7、F15 就指出： 

 

 頭擺人驚細人仔个名仔太好會壞蓄，故所乜有人喊偏名安到：「假黎牯」24
 、

「番仔」、「老薑頭」、「gang
ˊ仔」、「牛仔」。(M7，2016/01/02) 

 

 頭擺細人仔係命毋好、過壞畜个，就會替勢(故意)同佢取個毋好个名仔。

像：「假黎牯」、「假黎嫲」、「假黎婆」。(F15，2016/01/28) 

 

     各式各樣的命名方式，不論是以宗族的昭穆輪序、五行、型態、矚

望，或假借自然的山川鳥獸、花草樹木，或期望下胎生男的招娣，也不

論名字是剛柔、雅俗、貴賤，甚至是不雅的厭勝命名，或是無稽之談的

迷信命名，在在都顯示著父母及長輩對下一代的「用心良苦」與期許，

望著新生兒因此命名可平安順遂的成長。但隨著時代的改變，這些富有

「客家」意味的命名方式也逐漸地式微，取而代之各式各樣的命名方式，

年輕一輩的客家名字更是豐富、多元。 

 

                                                      

24
 早期六堆的客家人習慣稱呼原住民為「假黎仔」，男生稱之「假黎牯」，女生稱之「假黎嫲」或「假

黎婆」，有貶損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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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剃胎毛之禮俗 

    胎兒剃髮的禁忌，源自於「產婦不潔」的觀念，習俗視沾有產婦母體

污血及穢氣的胎髮為不潔，須在產婦、胎兒出月子房或百日前將胎髮剃

光，或為十二朝、十六朝、二十四朝、滿月均有執行，以免褻瀆神靈（仁

騁，1993：278）。劉還月、陳阿昭、陳靜芳(2003：116)指出：「舊時社會

的人們認為嬰兒出生時附帶的胎毛沾染過母親的血液，是一種不潔的象

徵，因此要將胎毛剃除，一來可出去穢氣，也可以讓新生兒的頭髮比較

容易長長、長得密；而且若是嬰兒的胎毛沒有剃就出門的話，容易觸犯

到家中奉祀的神明。」而客家人有男嬰滿月祭祖的習俗，又有胎毛視為

不潔之觀念，因此，剃胎毛的時間大多於坐月子中進行，有取「二十四

孝」的二十四朝剃胎毛，也有於滿月時將胎毛剃除的習俗。 

除此，理髮時還要準備石頭、雞蛋或鴨蛋。據林芷琪（2014：119 指

出：「嬰兒滿月時，在敬神祭祖之外，進行剃髮。理胎髮時，多會準備石

頭和煮熟的鴨蛋（或雞蛋，有時人家也會各準備一顆），地上放了一盆水，

裡面便放著大小如雞蛋的石頭，剃頭前拿石頭在嬰兒仔的頭上輕輕地抹

一抹，用以象徵嬰兒仔可以頭殼堅硬好養育並助膽；煮熟的鴨蛋（或雞

蛋）則是在剃頭洗身時，在嬰兒仔的臉上稍微滾過，希望嬰兒仔能有圓

滑漂亮的臉蛋。」個案 F18 表示： 

     

        嬰兒仔「二十四朝」，無就「滿月」時就愛剃胎毛。剃胎毛愛準備一顆雞卵

鴨卵同石頭。剃頭前，愛先拿石頭在嬰兒个頭那項上輾輾啊(zan 滾一滾)!希望嬰

兒仔个頭那做得像石頭恁硬，正會過好畜；雞卵同鴨卵係剃忒胎毛洗身用个，

洗身時用雞卵輕輕仔在嬰兒个面項比比啊!希望嬰兒仔个面，會同雞卵共樣恁圓

又恁幼(細緻)；鴨卵就係希望嬰兒仔像鴨仔共樣恁好洗身(F18，2016/03/14) 

 

         等个細人仔都係「滿月」正剃頭胎毛，記得頭擺剃胎毛个時節，有先拿石  

    頭在嬰兒仔个頭那項比比啊!雞卵就拿到面項(臉上)畫畫啊!正剃頭，希望嬰兒仔  

    个頭那殼過「硬」，過好畜，頭型仔做得像石頭恁圓；乜希望面皮就像雞卵恁幼(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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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緻)、面型乜做得像雞卵恁靚。(F18，2016/03/14) 

 

雖然「剃胎毛」和「洗三朝」都備有石頭，但「洗三朝」的石頭是

用於洗澡，有給嬰兒「壯膽」之意，稱為「做膽石」；而剃胎毛的石頭，

則是用在剃胎毛前，在新生兒的頭上比劃比劃之用，有寄寓嬰兒的生命

像石頭般的堅硬、好養育之意。 

早期還有保留胎毛的習俗。朱勝斌（2000：31-32）指出：「美濃地區

在日據時期與台灣光復初期，嬰兒不論男嬰或是女嬰，都是在出生後滿

月當天，聘請村莊裡理髮技術高明又有耐性的理髮師，來到家裡小心翼

翼幫嬰兒薙除胎髮，並取胎兒頭部後腦勺一小撮胎髮密封在紅絲綢袋內，

密封後將之束好高至於臥房門檻上方橫木槓上，以祈求嬰兒日後安於理

髮不會哭鬧，順利平安成長。」本研究訪談個案發現諸多保留胎毛的習

俗，只是保存的方式略有不同，但大多與「門」有關： 

 

         等个細人仔都係滿月剃胎毛个，剃忒个胎毛還有留一細撮仔(一小撮)，再

拿紅紙包等，囥啊門框頂項，聽老人家講，恁呢細人仔過毋會打著驚(受驚嚇)，

乜會過有膽量。(F5，2016/02/26) 

 

         等細人仔个胎毛同「肚臍絆」都有留等，用紅紙包好再囥啊門框頂項，頭

擺老人家講，恁呢細人仔過毋會嚇著，會過有膽。(F4，2016/03/26) 

       

         頭擺嬰兒仔都係滿月該日剃胎毛，剃了胎毛正會淨利，正做得揇去廟拜唱

喏(拜拜)；剃忒个胎毛，大人儕(長輩)講愛留一撮過長个，用紅紙包等，囥啊「門

碗」項，細人仔就會過有膽，乜過毋會嚇著。(F11，2016/02/03) 

 

    胎毛的保存方式略有不同，有置於門框上方，也有置於門下方的「門

碗」中。不論是置於何處，共同點皆為使用紅色的紙來包覆胎毛，期使

嬰兒較不會受到驚嚇，和期望將來能有好膽量。但為何要將胎毛置於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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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上或「門碗」處？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據內埔的個案 F11 表示：「因為

出入時，都要開關門，而開關門時都會發出聲響，將胎毛放在那，常聽人家進進出出，

又開開關關的，自然就會練就好膽量及較不容易受到驚嚇。(F11，2016/02/03)」很有

趣又富哲理的說法。其實六堆地區幅員廣闊，胎毛的放置方式也不盡相

同，麟洛的研究個案 F7 就表示，她是將胎毛保存於房間的抽屜裡，目的

是，房間內有父母親及兄弟姊妹們和他相伴以壯膽，將來小孩就會有好

的膽識的說法： 

 

         等个細人仔係滿月剃頭个，剃下來个胎毛就留等過長該撮(那把)，再用紅

紙包等放啊房肚个拖仔項(抽屜裡)，用意係細人仔將來正會「過好膽」，因為間

仔裡背(裡面)有父母同兄弟姊妹同佢「ngiong 陣」(作伴)。(F7，2016/03/23) 

 

    由於胎毛不潔之說，所以有月內或滿月時幫嬰兒剃除胎毛的習俗，

只是日期不同，不論是取「二十四孝」的故事般能行孝敬老之意，或是

滿月當日進行的剃髮，相同的是，皆有使用石頭及雞蛋或鴨蛋，期許著

嬰兒的頭殼堅硬、身體健壯、聰明、好養育，臉蛋像雞蛋般的光滑細緻，

和喜歡洗澡。除此，還使用紅色的紙小心翼翼的包好胎毛，置於門框上、

門碗中，或置於房間內的抽屜裡，冀望藉由胎毛的保留能給孩子帶來「好

膽量」、「不膽怯」，做個勇敢的孩子，勇敢的去開創美好的將來。 

        

 

第二節  新生兒慶生之禮俗 

 

    邢莉(2010：147)於中國誕生禮儀的著作中指出，由於嬰兒的成長不

易，不僅是因為嬰兒的生命力十分弱小，也因為人本身的生存環境常受

到風雨雷電、嚴寒酷暑等自然災害的侵襲。民間認為養育嬰兒是一項不

容易的事，要經過各種「關口」。正因為生命的成長要受到生存環境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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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所以周歲以內的嬰兒還要舉行各式各樣的禮儀，其目的都是要避免

大自然對嬰兒造成的傷害。林金作(2001：256)在有關客家生命禮俗的篇

章中指出：「自古來我國是父系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流傳，男性是繼承

宗族的主幹，肩負傳宗接代的重任。從前客家的社會更是重視生男，以

為生男孩則嗣繼有人，承祧不絕；加上過去衛生醫療及差，嬰兒死亡率

極高，所以在滿月、周歲實在值得大大慶祝一番。」因此，六堆地區為

新生兒慶生之禮以滿月至周歲的禮俗為最，透過各階段的禮俗儀式，給

予新生兒慶生及祝賀，以協助新生兒能渡過人生的重要「關口」，並期望

透過祭祀的儀式得到平安成長的庇佑。以下依一、做滿月之禮俗。二、

四月收涎之禮俗。三、做對歲之禮俗。四、拜新丁活動。分別敘述： 

 

壹、 做滿月之禮俗 

    鍾壬壽(1973：311)在《六堆客家鄉土誌》中指出：「生子滿一個月曰

彌月，俗稱「做滿月」。做滿月時要祀神、祭祖、並辦酒席宴客。娘家要

送嬰兒應用之衣物、鞋、帽、被褥等，此外還有帽子，金八卦帽飾等禮

品。親朋或送賀儀現金，或送嬰兒衣物。過去嬰兒於是日剃去胎髮。長

男的滿月較為隆重，次男以下多已從簡。」在六堆地區，娘家為外孫做

滿月所送的衣物又稱「送頭尾」，林芷琪（2014：120）指出：「送頭尾，

即嬰兒仔全身上下、從頭到尾的帽子、衣服、褲子、鞋子以及披巾、揹

帶、棉被、一些布料等等，衣物多會準備夏裝和厚的冬裝各一套，以示

「好事成雙」，嬰兒仔在剃完頭、洗完頭後，便會換上外婆送來的新衣帽。

而乳母車即嬰兒車，用黃藤手工編製而成，可坐可臥，且通風涼爽、輕

便耐用：金牌上面有八卦圖樣，會以針線釘縫在帽子上。」除此，鄭惠

美﹙2006：144﹚指出，台灣漢族不論客家、閩南族群中，娘舅家為外孫

準備的整套新衣、鞋帽、通常會在衣領後方或帽子上、飄帶末端以紅色

絲線繡上「卍」字紋，以祈求幼兒平安長大。「卍」字紋原為梵文Srivatsalasna，

象徵太陽或火焰，是佛教的標誌或符號。後隨著佛教傳中國，唐朝時被

訂制為漢字，讀音Wuan﹙萬﹚，象徵綿延的意思。李秀娥(2006：31)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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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背面繡有「卍」字文，喻受佛菩薩庇佑之意。                

    早期在六堆客家地區，對「初男長女」的滿月可是十分的重視，也

是生育禮俗中較為隆重，有諸多的禮節及之習俗。朱勝斌(2001：300)指

出：「男家頭在嬰兒彌月前一日，是要備妥牲醴、金香紙燭前往外家祠堂

祭祀。古時候，大富人家甚而重金禮聘野台戲，在嬰兒滿月當天到自家

祠堂前廣場院子裡，表演地方戲曲以彰顯喜氣，分享鄉親暨前來道賀的

親朋好友。」以前頭胎男嬰兒彌月的前一天，還有到岳家祠堂祭祀女方

祖先的習俗，此習俗稱「敬外祖」，男方除了要備豐盛的牲醴、龜粄、金

香炮燭外，較講究的還會備一塊紅布，客語稱「紅西洋」25，將女方祖先

牌位的「換紅」，就是從新披上新的「紅西洋」以示男方對其女兒為家族

添丁的敬意。個案 M7 表示： 

 

    頭擺人降著倈仔滿月，愛去細妹頭「敬外祖」，除忒愛準備三牲水果外，

過功夫个還會買「紅西洋」同女家頭个神祖牌「換紅」，去細妹頭屋下敬外祖，

還愛順續邀請外家頭來食滿月酒，乜愛去媒人婆屋下邀請媒人婆。(M7，

2016/01/02)  

 

    客家人向來「崇祖念本」，尤其在男嬰滿月這天，更是備以金香炮燭，

及象徵長命富貴的十二塊「龜粄」(圖 5-2-1)，及牲禮來祭祖。除此，還

會將娘家母親所餽贈的滿月禮品一併置於祖堂的供桌上祭祖，以告慰列

祖列宗添丁之喜。其中祭祖的牲禮為三牲，以豬肉、雞隻、魷魚三種居

多。但據對高樹民俗文化頗有了解的個案 F1 表示，早期高樹地區於男丁

滿月祭祖時，會特別使用「雞嫲孵子」26的牲禮來祭祖。以下個案 F1 的

敘述： 

                                                      

25「紅西洋」：披於祖先牌位、神龕、神明上，或圍於土地公樹幹上的紅布，於每年終換新；或男方取

親及添男丁滿月「敬外祖」時，為女方祖先換上新的「紅西洋」，以示對岳家祖先的敬意。 
26以前高樹地區「割禾」(割稻)及「蒔田」(插秧)時，為了祈求豐收祭拜「田頭伯公」，或男嬰「滿月」

的祭祖就會使用「雞嫲孵子」。喻意母雞孵小雞；小雞長大，可以買豬隻；豬隻養大，可買羊；羊隻

養大，可買牛；當牛養大時，就可賣錢；有了錢就可娶妻生子。所以「雞嫲孵子」象徵家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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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嫲孵子」(圖 5-2-2)牲禮，是早期高樹地區男丁滿月祭祖時的特殊牲禮。

就是牲禮用的母雞周圍再置一圈雞蛋，看似「雞嫲在孵卵」的樣子，有象徵家族

「希望」的意涵，但因時代改變，此傳統習俗都沒了，現在滿月都改用「雞酒」

和「飯乾」(糯米飯)來祭祖。(F1，2005/12/27) 

 

    除了男方家用心的張羅於嬰兒滿月之喜外，女方娘家對於外孫的滿

月，更是不遑多讓地備以各種的禮品來為小外孫慶滿月。據古文物收藏

家研究個案 F17 表示，早期因為沒有紙尿布，所以孩童於孩提時期都會

穿著「開孔褲」(開襠褲) (圖 5-2-3)，還有穿著肚兜的習慣。因此，早期

新生兒不論是滿月、四個月或是周歲，外婆的慶生禮必定有「開襠褲」

和肚兜這兩樣。以下個案 F17、F8 分別敘述：  

 

       以前的人，對「做滿月」的習俗時十分得講究，娘家母親要買寒、暑的服

飾數套，其中有袈裟、襖仔、肚褡仔(肚兜)、開襠褲(開孔褲)、背帶、裙仔(背巾)、

及「細被仔」(小被子)帽子和鞋子等，稱「做頭尾」。另外，還有「晃槓」(搖籃)、

嬰兒車。帽子上要縫「金八卦」(圖 5-2-4)的「帽飾」27，還有金的「帽鍊」28，

和一對金戒指，還有奶菇粄(圖 5-2-5)，全概放啊「籮䈪gag
ˋ」(禮籃)項，㧡去

男方同外孫做滿月。(F17，2016/02/08) 

 

頭擺無論細倈仔，也細妹仔，只要係「初男長女」做滿月，細倈這向都有請

滿月酒同祭祖；外家乜係同愛「初男長女」个外孫「做滿月」；男方係收著外家

送个滿月禮，同「奶菇粄」就會共下拿去祖堂來祭祖。食忒滿月酒過後，男方

                                                      

27
 縫於外家饋送滿月或周歲帽上的金鎖片，上頭刻有八卦圖飾及「長命富貴」四字吉祥語，一組共五

片。早期六堆客家地區娘家的做滿月或周歲習俗的金飾禮。 
28「帽鍊」，繫於帽子上的金鍊子，為早期六堆地區外婆饋贈外孫滿月及周歲的金飾之一。早期六堆客

家地區娘家的滿月或周歲的金飾禮，並不時興送項鍊，而是送「金八卦」帽飾與「帽鍊」。據羅煥光 (1997：

161)指出：八卦鍊為外婆於滿月酒時帶來替小嬰兒掛在頸上，也稱為頸鉗，因為頸鉗較值錢，所以頭

胎生兒子才有，生女則免，鉗有箝制的意思，希望能鉗制小孩不良的行為，未來順利往正途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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乜會同「奶菇粄」送分人客食，搭並回一部分分外家，做「奶菇粄」个意思係

期望奶水做得充足，同分享嬰兒仔滿月个歡喜。(F8，2016/01/16) 

 

在嬰兒滿月的外婆家送禮中，其中「背帶」的送法還有其講究及限

制之處，溫璧綾在背兒帶的研究中(2012：178-179)指出：「背帶不僅在嬰

兒的照護上，還有另外一個習俗，滿月傳統習俗上，如果下一胎想生男

孩就不能送背巾，因為『巾』與『千金』同音，送背巾表示下一胎希望

生千金的意思。」早期在重男輕女的年代，滿月時外婆送外孫背帶還有

性別之分，若第一胎為男孩，可送兩條背帶，用意為接二連三生男孩；

若為女嬰就不送，此外還要在背帶其中的一頭縫上三角形的紅布(圖

5-2-6)，寓意「長命富貴」及「避邪」。以下為個案的敘述： 

 

 男嬰滿月娘家要送兩條背帶和背巾，期望能接二連三「背」著「男丁」；若

女嬰滿月則忌諱送「背帶」，用意為不要再生女嬰。(F1，2005/12/27)、(F6，

2016/01/29) 

 

   做滿月娘家都要送「背帶」及「裙仔」(背巾)，但若連生兩胎女兒則不宜

再送背帶，以免「帶來帶去」連生女兒；若是生男胎，則無此忌諱。(F17，

2016/02/08) 

         

         娘家送的所有衣物，就是「做頭尾」從頭到腳的帽子或鞋子，及背巾都要

縫上「卍」字，以示祝福及吉祥，至於背帶，就要在一頭的兩邊縫上紅色三角

型的布，有「長命富貴」及「避邪」之意涵。(M3，2016/02/29) 

 

    眾多滿月禮中還有一項特殊之禮俗為「喊老鷹」，據民俗學者李秀娥

(2006：30)指出：「滿月(或剃髮後)當天孩子會由祖母或母親抱到附近，用

竹竿打地，一邊「喊老鷹」。若生男孩則唱著：「老鷹飛上天，囝仔緊做

官；老鷹飛高高，囝仔中狀元；老鷹飛低低，囝仔緊做爸。」若是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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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只要喊「老鷹老鷹」即可。」在廣東省蕉嶺的客家人也有類似「喊老

鷹」的習俗。邱桓興(2011：113)指出：滿月這天，婆婆抱著嬰兒出來給

親友看，接受眾人諸如「長命百歲」、「長大能中狀元」等祝福。隨後便

由嬰兒的哥哥或姐姐用背帶背著，並使勁的關門或開門，故意發出巨大

的響聲。同時還要把嬰兒背到大門外，讓眾人連聲大呼：老鷹抓小雞啦!

據說有了這些考驗，孩子才會願意讓別人背，並且不怕驚嚇了。 

    經查訪六堆各地，發現右堆之美濃地區早期還有行此古老的習俗，

當地稱「逐鷂婆」(趕老鷹)，也有稱為「逐鳥仔」(趕鳥)，用意為幫小孩

壯膽。以下個案 F3、F4敘述： 

         頭擺 細人仔滿月个時節，就有揇(nam
ˋ抱)出去「逐鳥仔、逐鷂婆」，緊行

緊喊：「逐鳥仔、逐鷂婆哦!毋驚!毋驚!膽大大!有膽量!毋驚哦!」，細人仔就會膽

量過大，過毋嚇著。(F4，2016/03/26) 

 

         頭擺 倈仔、心臼歇(hed 住)在桃園，細人仔滿月个時節， 特別去桃園揇

等(抱著)孫子去拜伯公(土地公)，同「逐鳥仔」，緊行緊講：「哦!來這逐雞仔、逐

鳥仔哦!這下出來愛過有膽量、膽大、心大、頭腦又好，去到哪都毋會嚇著哦!

乖乖會大，愛過有膽量哦!這下愛歸欸！下二擺去到哪都可以哦!」這是一種「做

竅 kieu 妙」29。頭擺人為著畜(養育)細人仔過順序，都有盡多「竅妙」，毋故這

下該年代，後生仔(年輕人)都毋曉得!乜毋信吔! (F3，2015/12/27) 

 

    舊時的客家社會重視傳宗接代，於嬰兒滿月時，更是用心極致的來

為其行「做滿月」之禮俗。打從嬰兒滿月前一天的「敬外祖」，及誠意十

足的邀請岳家至親，及媒人喝滿月酒；至男方一早的新生兒剃胎毛、沐

浴、敬神祭祖；和外婆家一早慎重其事的挑著兩個滿是祝福外孫彌月禮

品的大「籮䈪」，其中有象徵「有頭有尾」的衣飾，及「趨吉避凶」、「長

                                                      

29「做竅妙」意指「化解之道」，或為「趨吉避凶」所行的一種策略。 



112 

命富貴」的金八卦帽飾、帽鍊、金戒指等；縫有祈福避邪紅布的背帶，

及繡上象徵綿延、祈佛菩薩庇佑幼兒平安長大的「卍」字；期望奶水充

足的「奶菇粄」；外加古老「逐鷂婆」、「逐鳥仔」壯膽的「做竅妙」習俗。

種種的滿月禮俗，除了展現昔日對生命禮俗之重視外，更表露出長輩們

對新生命的無限關懷及祝福，期望透過此繁複之傳統滿月禮俗，能讓幼

兒「趨吉避凶」，引領著幼兒順利的度過生命中關卡，迎向順遂的人生。

只是時至今日，鄉間庭園少見母雞帶著小雞覓食的景象，更別說天上飛

的老鷹。因此現代的外婆想要幫外孫行「逐鷂婆」或「逐雞仔」之禮，

也只能象徵式地實施罷了。 

 

 

 

 

 

 

 

 

      

            圖 5-2-1 龜粄                     圖 5-2-2 雞嫲孵子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25)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25) 

 

 

 

 

 

 

 

 

        圖 5-2-3 開襠褲(開孔褲)            圖 5-2-4 金八卦帽飾及金帽鍊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6/24)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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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5 奶菇粄               圖 5-2-6 滿月背帶(M3 提供)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25)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19) 

 

貳、 四月收涎之禮 

    六堆地區的客家習俗中，不論男嬰或女嬰，都有「做四月」的習俗。

這天外婆家也如同做滿月和作周歲般的送「做頭尾」的禮數，即是嬰兒

從頭到腳的衣物，包括衣服、褲子、帽子、鞋子、肚兜、涎垂以及圓餅，

來幫外孫「做四月」。同時「要收涎」（客語「收口涎」），即為幫幼兒收

起口水，以避免流口水。據林金作(2001：255)指出：嬰兒於這天「收涎」，

在脖子上掛串餅乾(光餅)，也有用鈔票折成圓扇型代替的。收涎的方式為

請家人長輩和鄰居親戚朋友咬一塊，並在小嘴上抹一抹，還要口唸：「收

涎收乾乾，與你阿姆後胎生男胞：收涎收利利，與你明年再招弟弟。」

早期「收涎」禮俗，還有諸多的禮數，據知名攝影家李秀雲之子－個案

M4表示：「收涎用的酥餅中間要使用紅線串起來掛在胸前，數量要取雙數，以12片、

24片或36片皆可。收涎時，還有其講究的學問，就是要選擇年齡較大的長者來收涎(圖

5-2-7)，有期望小孩將來也能像他們一樣的高壽。(M4，2016/01/02)」以下是個案分

別敘述行「收涎」禮的情形： 

 

         小孩「四個月」時，娘家絕對要來「收涎」，這樣小孩才不會「蝓膏涎」(ie
ˇ

流口水)；邊收涎邊說：「口涎收起來哦!毋好蝓膏涎。」服飾買兩套外加帽子和

鞋子來「做頭尾」，還要買一台「蝦公車」(學步車)，讓外孫學走路。(F17，

2016/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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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月」娘家還是要送頭尾个衫褲同「晃槓」(搖籃)，我記得以前不論是

「做滿月」、「四個月」和「作對歲」，娘家都會送肚兜、「 仔褲」（ 屎褲）30
(圖

5-2-8、圖 5-2-9)或「開孔 kang
ˊ褲」(開襠褲)。(F1，2015/12/27) 

 

    早期外婆「做四月」的禮俗中，還有送外孫肚兜的習俗。據姜義鎮

（2002：248）指出：「小孩滿四個月時，外婆家便得縫製肚兜贈於外孫。

早期的肚兜上刺繡的圖案花樣百出，有吉祥、如意等文字，蘊含著父母

對小孩的期望及關愛。」研究個案古物收藏家 M3 表示，「以前肚兜為外家

送外孫做頭尾的必備，加上以前的人手巧又講究工法，肚兜上刺繡著精緻的吉祥圖飾，

有象徵福氣的蝴蝶，也有繡上漂亮的花朵，象徵花開富貴(如圖 5-2-10)」。 

 

    新生兒的四月收涎，外婆餽贈著「做頭尾」的禮數，還幫外孫掛上

吉祥的雙數酥餅，並特意地找高壽的長者為外孫做「收涎」之禮，將口

水收乾並送上吉祥的話語，願新生兒真能收乾口水而不任意亂流，也願

明年能再為家族添丁。 

 

 

 

 

          

 

圖 5-2-7 長者收涎31
 

資料來源：研究個案 M4 提供 

 

                                                      

30
 鄭惠美(2006：145)指出：蛙褲，客家語稱為「肚搭褲」或「 仔褲」。這種褲子穿起來只有遮住前

胸與腿部，在夏季天氣炎熱時孩子只套穿這種褲子露出整個背部與臀部，從背後看上猶如有花紋的蛙

腿，因而名為「蛙褲」。鄭惠美，《藍衫與女紅》，145 頁。 
31相片攝於 1981 年，李秀雲夫婦到內埔興南村賴屋夥房，為女兒育英的三子賴彥廷「做四月」時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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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8  仔褲(前) (個案F18提供)
 
     圖 5-2-9  仔褲(後) (個案F18提供)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14)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14) 

 

 

 

 

 

  

 

 

 

 圖 5-2-10 肚兜(美濃龍肚邱忠養家族提供)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2/05) 

 

參、做對歲之禮俗 

    小孩出生滿一年要做周歲，客家人稱「做對歲」，「做對歲」這天少

不了要慎重地祭祀祖先，還要邀宴親戚，而外婆家也要送「頭尾」禮品

衣飾等(羅煥光，1997：159)。由於舊時的醫療不足及衛生條件不佳，致

使幼兒的夭折率偏高，孩子若能平安的養育到周歲，真的是值得慶賀及

舉行人生中的第一個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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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胎若生男「做對歲」，娘家要準備。第一：要打「禁指」、「手環」、「八卦

帽飾」。「帽飾」共有五塊，為「金玉滿堂」或「長命富貴」中間還有「八卦」。

第二：「細被」(小被子)及小孩的「頭尾」服飾，服飾後面都要鏽「卍」字(圖 5-2-1 

1)。另外，還會送「雞公車」(學步車)。(F14，2016/03/13) 

 

    往昔重視男丁的傳統客家社會裡，對於長男的慶生不僅於此，在黃

永達(2004：299)的客家研究專書中就提到，家中小孩出生滿周歲後，要

「做對歲」慶祝，敬阿公婆，設宴款待親朋好友，隔壁鄰舍，還要邀請

八音子弟班打八音，演唱大曲「蒼天送子」、「掛金牌」助興，外祖父照

例餽贈禮物。早期在南部六堆客家地區男嬰的周歲禮俗中則有「祭天」

習俗，據高齡 85 歲，對傳統禮俗有經驗的勘輿師個案 M8 表示： 

 

以前南部六堆客家地區，比較講究的家庭會於長孫周歲宴客的前一晚，設「天

公壇」來祭拜天神，以感謝天公的庇佑讓家族添丁，周歲當天還會備牲禮和「奶

菇粄」來祭祖，會以「奶菇粄」當祭品，就是祈望奶水豐足可好好的扶養小孩。

祭祖後，還會分送「奶菇粄」給賓客以分享生子的喜悅的習俗。(M8，2016/01/14)  

 

     其實周歲禮的講究，其中繡工精緻的「周歲帽」更為重要的一環。

據鄭惠美(2006：148-149)指出，在台灣客家傳統習俗中，孩童對歲(滿周

歲)的禮俗服飾裡帽子是非常重要的項目之一。母親為幼兒繡製各種不同

造型、刺繡圖案的帽子，除了實用機能與裝飾外，更寄託了父母、長輩

對幼兒未來的期盼與祝福。客家童帽的主要款式有「風帽」、「狀元帽」、

「鴟鴞帽」、「虎帽」、「碗帽」、「帽圈」等等。許瑞君(2010：31-32)指出，

在過去重視男嗣的社會中，童帽概用於男童，女童則無。虎頭造型的「虎

帽」(如圖 5-2-12)，寓意一生無畏無懼、卓越勇猛，另有趨吉避凶的意涵；

「碗帽」(如圖 5-2-13)寄寓幼兒一生無缺的期盼。鄭惠美(2006：150)也表

示，「鴟鴞帽」(如圖 5-2-14)其特色是在帽子兩邊各有一隻老鷹或公雞頭

部的側面造型，而且特別凸顯鳥禽的冠、眼、喙的部分，雞冠象徵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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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黑白分明寓意兒童耳聰目明、前途光明，而且公雞鳴聲清澈宏亮象

徵兒童將來做大官、一鳴驚人。據收藏古物的個案 M3 表示：  

 

    在三十年代以前，客家族群如果生了男孩，在小孩滿週歲的時候，家人或外

婆都要準備一頂刺繡精美的「對歲帽」(週歲帽)給小男孫。「對歲帽」有老虎造

型的「虎帽」，和像碗的「碗帽」，也有防風的「風帽」，和加冠晉祿的「鴟鴞帽」

上面繡有象徵避邪或吉祥的圖案，是長輩給小孫子的祝福，但隨著時代的改變，

四十年代以後就少見了。(M3，2016/02/29) 

 

     這些出自於長輩們如此用心，一針一線所縫製而成的美麗童帽，蘊

含著家族親情與關懷、民族藝術、地方文化，誠如簡榮聰(1992：12)指出，

「童帽由絲、棉、或綢緞縫製而成、其上或配以鍍金、鍍銀，或金銀打

製、或美玉雕製、珍珠綴串的護符、小神像，或向以各種花鳥、蟲魚、

猛獸及神靈動物等等的吉祥飾物，都蘊含祈福、避邪的寓意，其製作之

考究與用心，不僅道盡父母或家族那份殷殷的摯愛，且反映了特殊的禮

俗和民間藝術的普遍與精緻。」因時代的改變，現在只能從文物館或民

間收藏家手中方能得見往昔繡工的精湛，如研究者於美濃拍攝到邱忠養

家族所收藏之童帽，上頭繡有寓意長命富貴的壽字，和富貴花開的花飾

圖騰，以及象徵「一鳴驚人」的公雞頭造型之精美「鴟鴞帽」，即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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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11 鏽卍字的周歲帽                  圖 5-2-12 虎帽 

    資料來源:屏東客家文物館提供           資料來源:屏東客家文物館提供 

 

 

 

 

 

 

 

  

     圖 5-2-13 碗帽               圖 5-2-14 鴟鴞帽(邱忠養童帽)
32

 

 資料來源:屏東客家文物館提供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02/05) 

 

肆、拜新丁活動 

    在過去重視子嗣的社會，家中添新丁可是件可喜可賀的事，因此，

除了重要關卡慶賀新生兒的禮俗之外，舊時尚有掛紙時祭告祖先「出新

丁」的習俗。慶賀出「新丁」的習俗，更有結合了歲末年終的作福活動、

                                                      

32
 邱忠養為美濃龍肚知名畫家邱忠均之胞兄，1927 年出生，其周歲時，母親朱桂蘭於初為人母的期盼

與喜悅之情，為其長子邱忠養，耗時多日一針一線親手縫製鏽出花朵及吉祥動物圖飾，企盼幼兒能健

康成長。展現出早期客家婦女的巧手和精湛的工藝，更流露出初為人母的喜悅及對子女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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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八音來彰顯其歡愉的「拜新丁」節慶活動。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作福拜新丁 

  客家人敬天敬地，崇拜大自然神靈，對於賴以維生的耕種土地，更

是崇敬，廣設伯公祭拜，除了平日燒香祭拜外，逢土地公生，必行「春

祈秋報」，「春祈」客語稱為「作福」33；「秋報」稱之「完福」，是過去農

業社會的傳統祭俗，以表達對土地伯公的感謝致意，並透過祭祀活動祈

求護佑風調雨順、五穀豐收、老幼平安。「作福」的時間約為元宵節，或

是農曆二月二日土地公生，在六堆客家地區的民俗中，去年家中有添新

丁者，「作福」時也會備牲禮及「新丁粄」來祭祀，感謝伯公庇佑家中添

丁，及期望土地伯公保佑新丁平安長大。 

    在六堆客家地區之作福拜新丁活動，即家中去年有「新丁」(男丁)

者，在活動的前一天下午，要準備一盆新丁粄(新丁糕、新丁餅34
) (圖

5-2-15)，上頭插鮮花並貼上書寫戶長及新丁姓名的紅紙(圖 5-2-16)。古秀

妃、古秀如(2012：114)指出：「拜新丁一律在新春作福時舉行，前一年家

裡有生兒子的，必須在請伯公當晚就把粄放到伯公前祭拜，講究一點的

人家另備有牲儀。隔天早上福首帶著八音班，一路吹吹奏奏，把新丁粄

一一送回各主人家的祖堂，此時主人家還要捻香拜祖，八音班也會在祖

堂熱鬧一番，這叫做『送新丁粄』。不過因為要包紅包給福首及樂師，有

些人為了省錢，就自己拿回家了。」祭儀過後，祈福祀典會備以紅包給

來參與祭祀的出丁家庭(圖 5-2-17)，而祭拜過的新丁粄就分享給親朋鄰居

們(圖 5-2-18)，以分享添丁之喜，親朋則回以祝賀語來恭賀添丁之喜。 

    作福拜新丁的祭祀活動全台各地的客家庄都有，六堆客家地區屬佳

冬地區最盛。據賴旭貞(2001：314)表示，「佳冬的祭典活動，從農曆正月

                                                      

33
 二月二日鄉閭居民仿古春祈，歛金宰牲，演戲祀神畢，群飲廟中，分胙而歸，為之作福；中秋，祭

土地，鄉村閭社，所費甚奢，仿古秋報之意也。陳文達，《鳳山縣志》（台灣文獻研究叢書刊第 124 種），

86-87 頁。 
34

 新丁粄種類包括：龜粄、大餅、米麩粄、綠豆椪、大鹹糕…等。參看曾彩金、張春菊，《六堆客家

地區祭拜入門》，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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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搭建祭祀場所開始至正月 13 日送神結束，大約為期四日，第一天主

要是搭建祭祀場所，稱為『福廠』(新丁廠)，其中棟柱上記有『光緒四年』

字樣，可知祭祀久遠。」時至今日，此祭祀拜新丁的活動，隨著時代及

社會結構的改變，農村人口外流，不婚、晚婚、不生、不孕，造成現代

少子化問題，而重男輕女的觀念也日趨淡薄，能生個女孩也是令人欣喜

及期待的事，於是各地拜新丁的儀式也多所轉化創新了。 

    戴文鋒（2014：180）《重修屏東縣誌─民間信仰》一書指出：2009

年起，農曆元月 14 日做福，上午 8 時 30 分，參加拜新丁、新枝的小孩

子由家人帶領，齊聚萬巒庄福德祠前，向伯公上香祈求平安，小男生戴

上新丁帽，小女生戴上新枝帽，每人還有紅包、平安符、紀念品。和過

去一樣，拜新丁時會在新丁粄上插上仙丹花，而拜新枝則為創新的思維，

即在新丁粄上插上春仔花，以春仔花象徵新枝。此舉讓六堆客家地區的

作福拜新丁活動更多元豐富，平添了對女性的和諧及友善，讓客家傳統

習俗邁向新紀元。 

 

 

 

 

 

 

 

  圖 5-2-15 各式各樣的「新丁粄」    圖 5-2-16 新丁粄、新丁花及書寫新丁戶

姓名的紅紙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19)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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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2-17 福祀典會發紅包給新丁戶       圖 5-2-18 分送新丁粄分享喜悅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10)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03/10) 

  

二、掛紙拜新丁習俗 

    林金作(2001：256)在有關生育禮俗的著作中提到，生男孩循例要在

翌年清明掛紙(掃墓)時做新丁粄，叫做『出新丁』，在新丁粄插新丁花，

並用紅紙書寫：『某世裔孫某某新丁敬奉』，祭祀後將新丁粄分送親友共

享弄璋之喜。如個案 M1、M7 表示： 

 

        「拜新丁」，美濃地區有出新丁个家庭，除忒會準備「牲體」同「新丁粄」

去庄肚个廟堂拜神明外；掛紙个時節，一定會準備新丁粄去敬祖，同自家个祖

先稟告自家屋下有出第幾多世个新丁。祭拜忒，就愛「矺新丁」，就係同新丁粄

發放在每一份宗族个牲體頂項，分享出新丁个歡喜，乜接受大家个祝福。一直

到這下美濃乜有恁呢个風俗。(M1，2016/03/18) 

 

          等家族係有人降著倈仔，掛紙个時節，就會去來台祖个「眾地」拜新丁，

大約準備六十塊左右个新丁粄，拜好來台祖个新丁粄正發分每一個人食。頭擺，

過多个時節，就有六、七家人拜新丁，這下人降過少，舊年就無人出丁拜新丁。

(M7，2016/01/02) 

 

     客家人普遍的重視倫理孝道，及生命的繁衍，對於生育男丁更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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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總認為傳宗有望，後繼有人，不會愧對列祖列宗，在男丁滿月及

周歲時不忘祭祖，以慰在天之靈。在清明祭祖時，自然要稟告墳上的祖

先喜訊，並祈求保佑家中新丁平安健康的長大。祭祀後，再將新丁粄分

享宗親族人。此項「出新丁」的掃墓習俗，經研究者於六堆各地查訪，

發現除了美濃地區，以及內埔豐田的研究個案 M7 的劉氏家族還保有此

習俗以外，其餘各堆少有。據賴旭貞(2001：323)指出：「佳冬地區耆老的

回憶，昔日家有出新丁者，多有製新丁粄於祖先墳墳前祭拜。現在已不

用攜新丁粄至祖先墳前祭拜。只需集中於福場中，村民集體合祭。」又

在少子化的衝擊下，能以「出新丁」來掃墓的戶數銳減，因此，現今能

以「出新丁」的「新丁粄」來掃墓，格外的受眾族人所矚目。 

 

 

                     第三節 特殊之育兒舊俗 

     

    新生之喜悅，無不為家庭與族人的期待。然而，養育一個孩子非易

事，由於嬰兒的身體還未發育成熟，對環境、日夜的作息也無法規律，

加上抵抗力弱。而養育孩子難免會逢幼兒驚嚇、夜哭或生病，甚至於是

大人們對於孩子的種種期待。在舊時民智未開，醫療又缺乏的古早年代，

養育幼兒總是伴隨著種種神秘與不解，因此，為了保護孩子，民間流傳

著諸多育兒的迷信與禁忌，也形成照顧幼兒的特殊習俗。以下依：一、

照顧幼兒之舊俗。二、收驚之習俗。三、幼兒哭鬧之習俗。四、醫療治

病之習俗來探討。 

 

壹、照顧幼兒之舊俗 

    要養育一個幼小的新生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天下父母心，無不

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健康平安的長大，除了長大還要有俊俏、美麗的五官，

也要學會一些生活的本能，更要「高壽」……等諸多期待。基於愛護幼

兒的心理，衍生出許多照顧幼兒的習俗，照顧著往昔的六堆孩子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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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耳做鼻之習俗 

        坐月子期間，月婆捏捏嬰兒的鼻樑，或拉拉嬰兒的耳垂，這叫做「做耳做

鼻 」。以前的人若看到嬰兒的鼻子長的較平，就會說：你媽沒把你的鼻子生好，

要利用坐月子期間，月婆喝了「雞酒」利用「酒紅」可以幫嬰兒「做耳做鼻 」，

將來嬰兒的鼻子才會長得挺，耳垂會漂亮。(F13，2016/02/25) 

 

二、著舊衣之習俗 

    嬰兒生下所穿的衣物和棉被，古時觀念皆喜舊忌新，故多用高壽老

人家的衣物作為縫製襁褓的衣料，期能保佑嬰兒長壽如其人 (仁聘，1993：

276)。 

         以前的人會說：細人仔愛「攎攎 lu
ˇ罅罅 la」(隨隨便便)過好畜(養育)。故所

愛去拈人个舊衫褲來分細人仔著，會過好畜。(M7，2016/01/02) 

 

三、不可稱讚嬰兒之習俗 

        不可以稱讚嬰兒：「恁肥、恁乖、恁得人惜!」會導致反效果，可說：「嬰兒

仔恁得人惱!」。(F19，2016/01/14)、(F11，2016/02/03)   

       

四、三朝把尿之習俗 

         嬰兒出生三朝時愛「做竅妙」，就係朝晨䟘床同嬰兒「兜屎尿」，恁呢嬰兒

正蓋毋會拉屎拉尿。(F7，2016/03/23) 

 

五、使小孩早些會說話及學會走路之殺雞習俗 

         產後三朝的第一次殺雞給月婆進補時，要「做竅妙」，就是在殺完雞放血後，

還未拔毛時，要先「撈」(掏)公雞的嘴，以及同時「捋」35一下公雞的腳。用意

是：將來小孩才會比較快學會說話，和較快些學會走路，若沒同時做，只先「撈」

                                                      

35
 客語讀音 lod。釋義：用手指順著輕摸過去。例：捋鬚（輕抹鬍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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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掏)公雞嘴的話，那小孩就先學會講話；若先「捋」公雞的腳，則小孩會先學會

走路。這是以前我的婆婆，及娘家母親傳給我的技巧，我也常分享給親朋好友。

現在的人都沒養雞，都是上市場買雞，在購好全雞未剁時，我也會先向雞販要

求，讓我把雞做完以上的動作再剁，也有其功效。我的小孩，及孫子都是在周

歲前就學會講話及走路哦!(F8，2016/01/16) 

 

六、姑姑買鞋之習俗 

         小孩長「姑路」(圖 5-3-1)有「阿姑路，正毋斷。」的意思。就是指嫁出去

的小姑有條和娘家親近的路。以前小孩長「姑路」時，做姑姑的要買雙鞋子給

小孩子穿的風俗；當孩子穿上姑姑買的鞋子後，家人也會逢人就說：「鞋係阿姑

買个」，意謂著姑姑和娘家的親近，相傳小孩的頭髮也會長齊。(F1，2015/12/27) 

  

七、障眼稱父母之習俗 

    「六堆客家地區，有稱自己父母親為「阿叔」、「阿姨」的習俗。因

早期的環境不佳，導致幼兒的夭折率高，不易養育，或因算命得知「命

中無子」，就會讓孩子以障眼法來稱父母親為「阿姨」、「阿叔」。此種習

俗源自大陸梅州地區，張祖基《客家舊禮俗》：「細子的八字，係同父母

唔相生，有相沖相剋，算命先生就吩咐其父母愛寫過房帖俾(給)人，或者

喊他教細子喊阿爸，愛喊阿叔、阿伯，喊阿 (母親)就喊叔娘(阿嬸) (張

祖基，1986：145)」用意為擔心無擁有孩子的命格，怕會損及孩子安危。

故以稱自己的父母親，為「阿叔」、「阿姨」的「障眼」法來避禍。 

 

         吾頭家厥(他的)哥喊自家个父母，就喊「阿爸、阿姆」，到佢過後个幾個兄

弟全概都喊「阿叔、阿姨」，因為頭前有阿哥畜毋起來(夭折)，去算命正得知自

己个命格無恁多子女，故所愛喊自家个父母，安做「阿叔、阿姨」，細人仔正會

過好畜。(F15，2016/01/28)  

 

        頭擺庄仔肚有進多人都喊自己个阿爸、阿姆，喊做「阿叔」同「阿姨」，係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c/c_std/c022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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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認呢細人仔正會過好畜。(F7，2016/03/23) 

 

八、肚臍塗抹口水防風之習俗 

         頭擺同細人子洗身个時節，衫褲一脫，將口涎塗一下肚臍，聽講恁呢肚臍

正毋會「灌風」同「入水」入去。肚屎就過毋會「膨肚」同「凍著」。(F10，2016/03/13)、

(F16，2016/01/30) 

 

    愛護幼兒之心是不分年代的，惟在舊時條件不佳的年代裡，更要多

費些心思了。因此，為確保照顧好幼兒，早期六堆客家地區流傳著許多

照顧幼兒的「做竅妙」。這些「做竅妙」是否對幼兒的照顧上提供了有效

的助益?其實研究個案們也無法做確認，只是依循著老人家的流傳，月婆

們會把握坐月子的期間，趕緊幫自己的寶貝「做耳做鼻」，期望能給孩子

一個高挺的鼻子，和有福氣之耳朵；而眾親好友們也會很有默契的不稱

讚別人的孩子，都會說你的孩子「恁得人惱哦!」。只是某些習俗既可笑又

沒衛生（肚臍塗抹口水之防風習俗），但在當時的年代也別無選擇，非得

依著老人家口傳的習俗走，不然幼兒若有所閃失，無法向家中長輩交代，

更擔待不起。至於姑姑買鞋給長「姑路」的小孩，及著舊衣之習俗，可

讓嫁出去的小姑，有個合理性的理由回娘家探視，和讓生性節儉又「惜

福」的客家人，有拾人舊衣服給幼兒穿會「高壽」的「合情合理」性。

此習俗不也是現在全世界所推行之「節能減碳」的「簡約」生活?只是在

鄉下見怪不怪，稱自己的父母親為「阿叔、阿姨」的風俗習慣，會讓不

明就裡的人，二丈金剛摸不著頭，可卻是存在六堆客家地區的真實記憶。 

 

貳、收驚之習俗 

    由於往昔的年代，欠缺醫療與科學的知識，因而造成對某些事物的

不解和疑慮，若逢小孩無故於夜晚哭鬧、無法安眠、拉青屎，或神色異

常…等情形。在無法釐清肇因下，往往會認為小孩是「犯沖」或受「驚

嚇」，這時就需要「收驚」。六堆客家地區，在照顧幼兒的長久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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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下，衍生出許多育兒之收驚習俗，有神明收驚、拉耳垂收驚、花草

植物收驚、衣服收驚法等習俗。以下個案敘述： 

 

一、神明收驚法                                                

        到廚房的「灶君爺」前，點上三支香和三疊金紙，向「灶君爺」說：「請 

     保佑 个細人仔日好尞，夜好睡，乖乖會大」。(F16，2016/01/30) 

 

二、拉耳垂收驚法                                             

    若嬰兒被環境的聲響變化等驚着，習俗建議可輕摸嬰兒的耳垂，可 

以稍作解除其忌(傅夢嬌，2011：40)。  

 小孩受驚嚇時，可一邊輕拉耳垂，一邊說：「膽大大，食百二歲，做公太(婆

太)；狗驚、豬驚，赤蝦36無驚。」另外，前胸及後背也要各拍三下，邊拍還要

邊說以上的收驚話語。(F8，2016/01/16) 

三、花草植物收驚 

         細人仔堵著喪事毋好行前，會「沖著」。係「沖著」就愛洗「抹草水」，或

者去先生娘那收驚。(M1，2016/03/18) 

 

         以前嬰兒若是嚇到哭鬧、睡不著覺，就會用茅仔、抹草、米、黃麻等(圖 5-3-2)，

再將茅仔纏繞成七小捆，取抹草七小段、米七粒、黃麻剪成七小段；過水洗淨

後，再泡給嬰兒「㗱」(jib 吸)一口和洗澡，晚上嬰兒就會乖乖地入睡。(F3，

2015/12/27) 

 

四、衣服收驚 

         記得以前自己的幼兒受驚嚇時，母親先把家中的「軟掃把」(蘆葦掃把)放

                                                      

36
 據研究個案 F8 表示，「赤蝦」為早期客家人對嬰兒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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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門角」(大門背後)，一手執香，一手拿著小孩的衣服，於大門口幫幼兒收

驚，收驚後，香拿進屋內插於「軟掃把」的把手上方，衣服給幼兒穿上，小孩

就會好入眠。(F6，2016/01/29) 

 

         晚上拿著嬰兒的衣服，及三支香致大門口收驚，連收三個晚上，收過後將

衣服給嬰兒穿上，嬰兒就會乖乖入睡得。現在的人較少使用此方法收驚，大都

會去廟裡求「花草」給嬰兒洗澡，這樣較為省事。(F3，2015/12/27)   

 

 

 

 

 

 

 

 

 

 

 

     圖 5-3-1 頭上長「姑路」的小孩        圖 5-3-2 抹草、茅仔、黃麻、米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12/27)      資料來源：研究者拍攝(2015/12/27) 

 

    舊時的農業社會，總會養些牲畜，偶而於清晨聽聞雞鳴，日夜間的

狗吠，再加上開關門的聲響，襁褓中幼小的嬰兒難免會受到驚嚇，在老

一輩的觀念裡就是「嚇著」，必須施以收驚。因此，而往昔的孩子在成長

的過程中，也很少沒被收驚過。最即時的方法就是抱起受驚嚇的幼兒輕

撫，一邊輕拉耳朵、拍拍背，一邊還配上母親或阿婆最溫柔的客語：「膽

膽大，食百二歲，做公太(婆太)；狗驚、豬驚，赤蝦無驚。」把驚嚇轉向

狗和豬隻，反正我家的孩子是心肝寶貝就是不要受到驚嚇，此時已分不

清是收驚法奏效，還是溫柔的輕撫奏效?收驚的方法很多，還有向家中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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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供奉的灶神求助，或是拿取幼兒的衣服到門口收驚，也有寄情於屋外

抹草、花草類的植物，來幫幼兒好好的炮泡澡。這些早期的收驚法，可

是婆婆媽媽們流傳於鄉里間的育嬰法寶，幫著早期的六堆客家人來化解

幼兒「嚇著」的不安情緒，同時也藉慰著一顆、顆父母愛子心切的心靈。 

 

參、幼兒哭鬧之習俗 

    照顧嬰幼兒難免會遇到無故哭鬧不止，或夜不成眠的情形，往昔的

年代，對於嬰兒的哭鬧的，有其一套民俗的化解法。據朱勝斌(2001：301)

指出，如果嬰兒在月內啼哭不停，大人儕遵循習俗以紅紙書寫：「天皇皇，

地皇皇，我家有個好噭郎，過路人士念三遍，一覺睡安眠到天光。」將

之張貼於大街小巷，凝聚成一股浩然正氣，驅除妖魔鬼怪、魑魅魍魎，

庇佑嬰兒無憂無慮，不會擔驚受怕，夜夜安眠一覺到天亮，平安順遂長

大成人。以下個案分別以衣服反曬法及貼「唸謠」法之敘述: 

 

一、衣服反曬法 

        就將其衣服倒反著曬「做竅 kieu 妙」(化解之道)，嬰兒就不會在夜裡愛哭鬧， 

    較會乖乖入睡。(F18，2016/03/14) 

 

二、貼「唸謠」法 

        以前小孩愛哭鬧叫做「噭夜關」(geu 哭)，那可是「噭日噭夜」，哭不停，

老人家就教我們在紅紙寫上「天皇皇，地皇皇，涂家有個好噭郎，路邊君子念

三遍，一覺睡到大天光。」(M6，2016/01/30) 

 

         聽老人家說和我同年差四天出生的堂弟很愛哭，小時候有貼過「天皇皇，

地皇皇，我家有個好噭郎，路邊君子唸三遍，一覺睡到大天光。」的紅紙，貼

在人來人往的路口，尤其是貼在電影的廣告邊，很引人注意。若是女嬰愛哭，

就要把我家有個好噭「郎」改成我家有個好噭「娘」。(F15，2016/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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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個案 F6 的說法，一般「天皇皇，地皇皇」的唸謠，都寫「我家

有個好噭郎」為錯誤的，應該隨著本家的姓氏來書寫才對，因為自己家

族姓「涂」，所以寫成「涂家有個好噭郎」。另外，身為客語薪傳師的個

案 F15還指出，此唸謠有男童與女童之別，男童可唸，我家有個好噭「郎」，

女童則要把「好噭郎」，改成「好噭娘」就可以了! 原來「天皇皇，地皇

皇」的唸謠是有學問的，不是任意的書寫，要依著自己的姓氏，及幼童

的性別來書寫，要不然「我家」、「你家」，男孩或女孩會傻傻分不清楚。 

 

肆、醫療治病之習俗 

    幼兒的成長過程中難免會遇上各種的疾病，加上舊時的醫療尚未發

達，及衛生條件不佳下，因此，早期的嬰兒常因出生的剸臍消毒不完全，

導致細菌感染而發燒，甚至性命不保，在過去還未有小兒科的年代，若

幼兒生病可是會求助無門的，為了要治癒幼兒的疾病，只能依循著以前

人所來下來的醫療習俗來為幼兒治病。 

 

一、紅紙治黃疸法 

        頭擺嬰兒仔係有黃疸面黃黃，屋下人就會拿紅紙仔攝(ngiab
ˋ摺)啊在嬰兒仔 

     个衫項，講：「紅會退黃。」黃疸就會好，細人仔就毋會面黃黃。(F15，2016/01/28) 

 

二、掛畚箕退燒法 

         以前的「赤蝦」很不好養育，常常有發燒夭折的情形，若是「赤蝦」在「三

朝七日」發燒不退時，以前的人就會將「赤蝦」放在鋪好香蕉葉的畚箕上，再

拿到豬舍去掛起來，看是否可救得起來?用意是將嬰兒視為豬、狗般的命「賤」，

會較好養育；一方面香蕉葉及畚箕較涼爽及通風，希望能退燒。因此，早期有

「三朝畚箕仔」的俗諺，隱喻詛咒人「短命」、「去死」之意。也有「畚箕搵毋

忒个」也是罵人短命之意。 (F8，2016/01/16) 

 

        無法度，頭擺無麼个醫院，嬰兒發燒只好眠弓蕉葉過涼，恁呢正會退燒。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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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只係 等个細人仔，頭擺蓋多細人仔發燒乜係眠弓蕉葉，吊畚箕仔，畚箕還

拿去豬欄仔吊過通風退燒。(F11，2016/02/03) 

 

    往昔的人，在各種資源缺乏的情況下，要養育及照顧好幼兒真是件

不容易的事，在窮則變，變則通的情形下，各式各樣照顧幼兒的方式都

出籠，甚至於嬰兒在「三朝七日」高燒不退時，在缺乏醫療又求助無門

的年代，任其棄置於畚箕中，掛於又臭又髒的豬舍裡，那種束手無策，

最後一搏、死馬當活馬的醫療治病習俗，實在是令人感到不捨與無奈。

或許是上蒼的眷戀?或許命不該絕?還是香蕉葉的涼爽、畚箕的通風有退

燒作用?有些孩童真的因此而得救，有些仍不幸夭折，所以至今才會流傳

著「三朝畚箕仔」、「畚箕搵毋忒个」(裝搵vud
ˋ
)等詛咒人「短命」、「去死」

的客家俗諺。這些罵人的俗諺，印證著早期醫療的不足，及當時面對疾

病的無助。而這些毫無無科學根據、看似迷信，或為無稽之談的特殊之

育兒舊俗，卻也曾很長一段時間照顧及呵護著六堆客家地區的幼兒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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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六堆客家地區之傳統生育禮俗文化，以探究傳統生

育禮俗之文化脈絡，及其所蘊含之文化意涵。以紀錄、保存、傳承及發

揚即將消逝的珍貴文化資產。依據深入六堆各地所蒐集的資料，及文獻、

文物的分析探究，將研究的結論及建議歸納如下：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在人類各民族的文化現象中，人的一生總是離不開各種的禮俗，每

一個生命的開始總是令人期待，及夾雜著對父母對撫育的擔憂，為了彰

顯生命的喜悅，也為了要協助新生命渡過重重的關卡，而衍生出各種的

「生育禮俗」。這些看似迷信又繁瑣的儀式，為前人生活經驗的累積，民

族文化的表徵，透過生育禮俗文化，可窺視其民族性。六堆客家居民係

廣東原鄉遷徙而來，歷經了兩三百年的歷史變遷下，除了保有固有的傳

統文化外，也因應六堆地區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衍生出六堆在地的

客家生育禮俗文化，以下依序做結論如下： 

  一、重視傳統文化，氏族及祖先的敬重，反映「崇祖念本之生育禮俗」。 

  二、重視父權、族群繁衍、強調香火傳承的「重男輕女之生育禮俗」。 

  三、敬重天地神靈，「離不開宗教信仰之生育禮俗」。 

  四、醫學及科學知識不發達時代，「充滿著禁忌之傳統生育禮儀」。 

 

壹、崇祖念本之生育禮俗 

    客家人向來崇尚孝道，數典不忘本，永懷祖恩，建立宗祠、祖堂，

族人共同居於祠堂或祖堂正廳的兩旁，平日晨昏獻香，凡有要事、出遠

門必秉告祖先，處處表現出對祖先的崇敬；對於生子的大事，總認為是

祖上有德，祖先的庇佑方能得子，所有的功勞皆歸功於祖先的庇佑，故

於新生兒的慶生行事，不忘祖恩，奉上牲禮茶酒、金香炮竹，稟告列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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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宗添丁之喜，並祈佑新生兒平安順利的長大。除此，連外家餽贈的禮

品、金飾、奶菇粄也慎重地一併供於祖堂的供桌上，以示對祖先的敬重。

客家人生育禮俗的崇祖念本精神不僅於表現於生子的男方，女方的岳家

亦然，女方在收到男方「十二朝」送來的雞酒時，也未敢先嘗，而是先

誠敬的盛上三碗雞酒來供奉祖先，等祭祖過後才敢享用。男方於新生兒

滿月前，還不忘懷女方祖恩，備上豐盛的牲禮，及慎重地將女方的神祖

牌重新換上新的「紅西洋」以示尊敬。到了每年清明掃墓祭祖時，家族

有添新丁者，也會另外備「新丁粄」來祭祖，以稟告祖先添丁之喜悅，

及感謝祖先庇佑得子，及祈求祖先在天之靈庇佑後代子孫昌盛興旺。 

    此崇祖念本之精神亦表現於「命名」之上，在傳統客家的新生男孩，

取名的第一考量為宗族的「倫序」，因此，在客家傳統的社會裡，只要報

上名來，就知曉是甚麼族親與輩份，此種血脈相連之情誼，是客家人飲

水思源、永懷祖恩與追念祖先的崇祖念本之生育禮俗展現。 

 

貳、重男輕女之生育禮俗                                      

    自古以來我國是父系社會，重男輕女的觀念流傳，男性是繼承宗族

的主幹，肩負著傳宗接代的重任。從前客家的社會更是如此，視生育男

孩為嗣繼有人，傳宗有望，無不寄予厚望。在生育禮俗中更是明顯的偏

向於重視男嬰，也有諸多男嬰才享有，女嬰則無的慶生禮俗。其實，這

股重男輕女的民族性，早在男女婚嫁的禮俗中就明顯的透露著、教育著

要生育男孩才是被祝福的。本研究也發現，諸多未生育或已生育的婦女，

在求助神靈的「祈子」習俗中，皆「一面倒」的向諸神祈求象徵生子的

「白花」，並無任何一個案欲求「紅花」來生女，他們還為欲生男孩而到

處去求醫就診、求神卜卦，想盡辦法在所不辭，表現出強烈的重男輕女

之傾向。 

    新生兒的出生禮俗，也有男女差別對待，例如：「洗三朝」，男孩須

以石頭來做膽，女孩子則否。到了新生兒的十二朝「送薑酒」，在美濃地

區只針對生育男孩才有行此「報喜」及「謝媒」的習俗，女嬰則免。滿

月、周歲時，也有諸多針對男嬰的祭祖及送禮，例如：男嬰才有金飾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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錬，繡工精緻的童帽可配戴，以及慶賀生男嬰的「拜新丁」，乃至男嬰的

「命名」可依宗族字輩等。種種重男輕女生的文化現象，似乎是我們的

「傳統」，也好像「理所當然」依著前人的「慣例」進行著，女嬰總是不

被重視而被忽視著。 

    時代的改變，女性的能力有目共睹，如今社會上也開始重視女權。

六堆之萬巒社區發展協會也將傳統的「作福拜新丁」，改為加入女孩的「作

福拜新丁、新枝」的活動舉辦，不論生兒育女都能受到土地伯公相同的

祝福及保佑；可喜的是，有些六堆客家地區的慶生禮俗中，也包含著長

女也能享有的「初男長女」習俗。生命的可貴是不分性別的，期望在大

家的努力下，能邁向無性別歧視和諧社會的氛圍。 

 

參、離不開宗教信仰之生育禮俗 

    客家人向來是多神信仰的民族，打從一早的祖先祭祀，外加天地間

的天公、土地龍神，廚房裡的灶神，宅子裡的井神，還有那鄉間林立的

伯公、廟宇…，生活中總是離不開各種神靈信仰。對於生育禮俗之事，

免不了要「求神問佛」祭拜一番，臨久婚不孕，就會想到要求助於祈子

神明；有喜了，也要感謝神明的「賜子」，並祈求保佑護產、安產；平安

地生下孩子，更要歸功及感謝眾神的庇佑；新生兒出生三朝，要煮雞酒

來祭拜「床公婆」；滿月不忘祭祀、土地公、註生娘娘；不好養育，就會

認神當「契子」，求取「絭」來配戴，宗教信仰深植人心，整個生育禮俗

之大小行事，總是離不開神靈崇祀宗教間信仰之色彩。 

   客家民間祈子神與台灣民間大致相同，都是拜註生娘娘、觀音、媽

祖，及九天玄女等女性諸神，在護子上也同樣的祭祀著床公婆與七星娘

娘。但由於南部六堆客家地區的民族性與自然環境之差異，又呈現出在

地特殊之信仰習俗。以祭祀供品及祈求方式來論，就不盡相同。六堆客

家地區有以「盤花」供奉祈子神的風俗，而盤花的花材又以象徵祈子的

白色「盤花」居多；更特殊的為「后堆福泉堂」之「聖母廳」的供品，

別於一般的鮮花素果，而是供祈子者求取食用的「白米」，和「嬰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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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殊之供品。在護子神祇上，雖也有祭拜床公婆，和七星娘娘，但七

星娘娘的供品可是不一樣的，除了要有一塊「白粉」外，還必備早期客

家婦女梳「三把頭」所需之紅棉線。 

  除此，美濃還有可供求取「奶水」獨特的保護幼童神明─「石母宮」；

而萬巒地區更有號稱善於照顧小孩、拉拔小孩成長，俗稱「牽大爺」之

護幼、戲曲神祇─「西秦王爺」的信仰。六堆地區之客家人依著自己的民

族性、區域性，和生活經驗的堆疊，與累積，發展出特殊之生育護幼的

信仰習俗，讓六堆之客家人離不開宗教信仰之生育禮俗，來呵護、安撫

及藉慰著對超自然無法掌控的恐懼，和渴望生命的繁衍，及宗支壯大的

六堆客家人。 

 

肆、充滿禁忌之傳統生育禮俗 

古時因人們對超自然現象的無法理解及掌控，及「民智未開」缺乏

科學知識的觀念，對於生活中的疾病、死亡、意外、天災人禍等事件，

產生了恐懼和不安的心理，為了「趨吉避凶」，以防範未然，事先做好預

防的措施，衍生出許多消極性的禁止行為，甚至是迷信的禁忌。往昔六

堆客家地區的生活中也充滿著各種的禁忌，尤其是家中婦女懷孕時，因

為相信胎神的存在，禁忌特別多。不可任意搬動家中物品、釘釘子、鑽

孔、綁物，孕婦的行動也處處受限，不可拿針剪、不可跨牛繩、不可舉

高雙手、不可看皮影戲、不可參加婚喪、不可抱別人的孩子、不可吃兔

肉…，傳言會遭致產下兔唇、軟骨的畸形兒，甚至導致婦女的犯沖、流

產、死胎、難產…種種不幸的後果。 

到了婦女的生產，乃至坐月子，以及育養幼兒的過程，禁忌可是如

影隨形般的雲佈於各個階段的禮俗中。雖然這些禁忌不一定有科學依據，

還造成諸多不便，但礙於周遭人們都這麼說、這麼做，不時還伴隨著前

人不遵守禁忌而導致尿失禁、頭痛、月內風，甚至月內洗頭而身亡恐怖

的前車之鑑，在期盼能平安順遂的度過生命中的每一個「關口」之下，

還有那承擔不起攸關著傳宗接代的重責大任。只好依循著上一代所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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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的禁忌行事，還不忘傳授及告誡後生晚輩們，這個不可行、那個不

可動、哪些東西不可吃、不可讚美孩子，會反效果…，真是充滿禁忌之

傳統生育禮俗啊!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客家是一個極具特色的族群，由於時代的變遷、農村人口外移，家

庭結構也在巨變中，使得傳統的大家庭不在，過往傳統的文化正面臨消

失的危機。然而，文化是先民世代流傳的生活經驗和智慧的累積，同時

也是展現著民族獨特的精神與內涵所在，是非常重要且具代表的文化資

產。由於客家文化的式微，及大環境的惡化等等因素威脅，正面臨著消

失的危機，客家文化的保留與傳承實在令人擔憂，值得社會大眾所重視

的課題。期望透過結合鄉土教學來傳承生育禮俗之文化，以及透過生育

禮俗的展示與典藏將之保存及展示，最後再腦力激盪將傳統文化給予創

新及活化，開創屬六堆客家的生育禮俗創意之商品，再創六堆客家商機。 
 

壹、 鄉土教學與生育禮俗之文化傳承 

    在全球化的時代衝擊下，客家文化正面臨著傳承的危機，更遑論那

繁複辱節的傳統生育禮俗文化。研究中發現此文化隨著時代的改變及耆

老的凋零，逐漸的消失於人們的記憶中，研究者鍥而不捨地至六堆各地

查訪，找尋地方耆老及專家學者，得以將此昔日的生育禮俗文化作釐清、

整理及記錄。傳統的生育禮俗文化內涵豐富，崇祖念本、飲水思源、注

重人倫、崇尚道德禮節…等，不僅是鄉土文化的傳承，更是極佳的生命

教育題材，讓學童從小就奠定對生命的尊重，學會了人與人之間的人文

關懷，讓日趨冷漠的社會注入濃濃的情感與關懷，共創充滿溫馨和諧的

社會。 

  雖說因社會結構的變遷，傳統的禮俗文化離開了傳統的大家庭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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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已無「用武之地」。研究中有許多個案無奈的表示，小孩及孫子大多

沒同住，即使同住也不大會說，及願意說客家話，不知如何傳承此文化?

但是，客家文化的傳承仍須於孩童幼小就給予培養，除了家庭要扮演傳

承的腳色以外，還須結合政府的教育資源，將此傳統的民俗文化給予編

著教材，再透過鄉土語言的教學的傳播，讓學生從小就認識客家文化之

美，進而喜歡與認同自己的民族文化。 

    建議針對此種繁複禮節不易於國小階段實施，但可以單篇故事的方

式來呈現，例如：「洗三朝」、「十二朝報喜送薑酒」、「慶滿月」、「四月收

涎」等篇目，做有系列的教材編著，再加上對客家文化有專業素養的鄉

土老師帶領下，讓小朋在能既輕鬆、快樂又有趣的系列教學下，自然而

然地認識客家傳統生育禮俗文化，可說是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與傳承播下

了希望種子，期望在學校的教育深耕下，文化的種子能夠發芽茁壯，讓

傳統的客家民俗文化得以代代相傳。    
 

貳、 生育禮俗之數位典藏 

    昔時六堆客家生育禮俗文物是先民的智慧結晶，它見證了禮俗文化

的重要過程，也是人類重要的民俗文化資產。然而，時光不再，台灣又

屬亞熱帶地區，高溫、潮濕、蟲害…古物本就保存不易。因此，在研究

過程中發現，諸多個案舊時的生育禮俗器物，早已不知去向，或毀損、

受潮、蟲害，甚至殘破不堪，珍貴的民俗文物遭此田地，實在令人感到

惋惜。要如何妥善保存、搶救先人所留下來的重要文化資產，值得重視。

雖然各地之文物館也有古文物的典藏與展示，但只限於館舍的參觀才可

一窺此民俗文化的風采，無法做更廣大的推廣。 

    科技的進步，數位化時代的來臨，舊時的傳統生育禮俗文化的保存

與發揚也要跟上時代的腳步，建議將之拍成影音紀錄片，用數位的方式

來典藏管理，再透過各地的放映，讓客家文化得以保存及發揚。而數位

化的典藏，更能便捷又快速的提供世界各地研究者做資料的獲取，對客

家文化的發揚有莫大的助益。因此，傳統之生育禮俗文化結合數位典藏

保存應是未來可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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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生育禮俗之商機 

    時光的流逝，傳統生育禮俗的民俗技藝也隨之消逝，美麗的生命禮

俗工藝不再，現在忙碌的婦女不再一針一線的為新生命縫製綺麗的童帽

與肚兜，那象徵長命富貴、衣食無缺、一生無懼、卓越勇猛、趨吉避凶、

耳聰目明、前途光明、一鳴驚人…出自於長輩的吉祥寓意之女紅不復見；

但父母及長輩們對子女的愛，是不曾因時光的流逝而遞減，望子成龍、

望女成鳳，總是天下父母的期盼。因此，若能將此富文化意涵的生育禮

俗之民俗工藝創意化，設計成各種「趨吉避凶」的美麗圖騰，再結合時

下實用的日常生活用品、衣飾或文具，讓傳統生育禮俗的美好祝福於衣

飾、文具，及更多商品中再現，除了可發揚傳統客家文化之美，也可再

創六堆客家地區的文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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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  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編號 堆次 受訪者 年次 現居地 備註 

M 1 右堆 朱校長 42 美濃 客家禮俗研究專家 

F 1 右堆 李 O 香 39 高樹鄉 文史工作者 

F 2 右堆 林女士 44 高樹鄉 經歷及提供「換肚」習俗 

F 3 右堆 楊女士 27  美濃 耆老 

F4 右堆 林 O 娣 27  美濃 耆老 

M 2 右堆 楊 O 豐 37 美濃 石母宮總務  

F 5 右堆 李 O 金 19 美濃 耆老 

F 6 前堆 謝 O 妹 29 長治 耆老 

F 7 前堆 李 O 珠 41 麟洛 製作粄業者(35 年經驗) 

M 3 前堆 黃 O 榮 38 麟洛 古文物收藏家 (退休老師) 

F 8 中堆 張 O 貞  33 竹田鄉 耆老(祖母專司收驚「先生娘」) 

M 4 中堆 李 O 男 31 竹田鄉 佳冬農校退休教師(台灣知名鄉土攝

影師李秀雲之子) 

F 9 中堆 李 O 妹 17 竹田鄉 耆老(永福堂創辦人媳婦) 

F10 中堆 黃 O 妹 17 竹田鄉 耆老 

F11 後堆 徐女士 24 內埔鄉 耆老  

F12 後堆 劉太太 28 內埔鄉 耆老 

F13 後堆 徐 O 妹  27 內埔鄉 耆老 

F14 後堆 林 O 妹  36 內埔鄉 豐田三山國王廟採花生(專司廟宇祭

祀花材) 

M 5 後堆 劉 O 義  21 內埔鄉 順昌中藥房中醫師(行醫六十餘年) 

M 6 後堆 涂 O 義 28 內埔鄉 耆老 

M 7 後堆 劉 O 政 30 內埔鄉 客家公益會監事、祭祀公業管理 

F15 先鋒堆 劉 O 華 39 萬巒鄉 客語薪傳師 

F16 先鋒堆 林 O 麗  31 萬巒鄉 耆老 

F17 先鋒堆 徐 O 英 45 萬巒鄉 客家文物收藏家 (萬巒國樂團團長) 

F18 先鋒堆 李 O 貞 19 萬巒鄉 耆老 

M 8 左堆 謝 O 發 21 新埤鄉 勘輿師 

F19  左堆 戴女士 21 佳冬鄉 耆老 

F20  左堆 張 O 妹 23 新埤鄉 耆老 

註：F 是 Female，指女性受訪者；M 是 Male，指男性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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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訪談大綱 (妊娠篇) 

個案編號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問者  記錄者  

 

◎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性  別： □ 男性  □ 女性 

    2. 出生年：民國_______年 

    3. 現居地：___________ 

    4. 經歷、現職： 

    5. 子女數：□ 男性_____人  □ 女性_____人 

 

 ◎訪談問題：婦女妊娠之俗信 

  1. 早期有哪些祈子習俗？例：久婚不孕或祈求男丁的習俗為何？ 

  2. 早期懷孕的婦女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項？ 

  3. 胎神信仰與禁忌為何？ 

4. 安胎與保胎的方式有哪些？ 

5. 早期婦女的生產方式為何？ 

6. 產房的禁忌有哪些？ 

7. 早期如何處理臍帶與胎盤？ 

8. 坐月子有哪些習俗與禁忌？ 

9. 產婦有哪些飲食方面的調養與禁忌？ 

10.產婦有哪些行為上的禁忌？ 

11.產婦有何沐浴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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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訪談大綱 (誕生篇) 

個案編號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訪問者  記錄者  

 

◎ 受訪者基本資料 

    1. 性  別： □ 男性  □ 女性 

    2. 出生年：民國_______年 

    3. 現居地：___________ 

    4. 經歷、現職： 

    5. 子女數：□ 男性_____人  □ 女性_____人 

 

◎訪談問題：新生兒之生育禮俗 

1. 新生兒是否有「洗三朝」的習俗？或其它沐浴習俗？例：石頭做

膽。 

2. 新生兒「十二朝」有何習俗？是否有送「薑酒」？ 

3. 如何幫新生兒命名，有何該注意的事項？ 

4. 新生兒何時剃胎毛？有哪些習俗？ 

5. 新生兒滿月時男方家有何禮俗？有無性別及胎次的差異？ 

6. 娘家要準備哪些物品來幫外孫「做滿月」？有無性別及胎次的差

異？ 

7. 四月「收涎」習俗為何？ 

8. 滿周歲之習俗為何？有無性別及胎次的差異？ 

9. 有哪些相關生育和保護幼兒的信仰習俗？ 

10. 早期元宵節拜新丁的習俗為何？ 

11. 早期有哪些照顧幼兒的特殊習俗？例如幼兒受驚嚇或哭鬧時如

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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