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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檢驗「祖母假說」、祖父母與父母的存在與否對兒童（0-5 歲）

死亡率的影響，此外，我們亦探討家庭組成和育兒習俗對兒童死亡率的影響；

有祖父母和父母同住是否對孩子的生存最有利？「祖母假說」是否只適用於

西方社會？本文以二十世紀初的戶口調查簿為資料庫，以竹北、北埔、峨眉

為研究點，艋舺、大稻埕、淡水為對照組，同時運用次數分配和邏輯廻歸分

析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設定的變項有兒童性別、出生狀況（合法和非婚生）、

雙胞胎、出生間隔、年長手足狀況（生或死）、母親的分娩年齡、家庭社經地

位、種族、父母同住與否和祖父母同住與否，出生序和兄弟姐妹組成。 

 

關鍵字： 

兒童死亡率風險、祖母假說、家戶組成、客家、歷史人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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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grandmother hypothesis 

and the influence of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presence and absence on children 

mortality (0-5 years old). We look at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parenting customs on children mortality. Having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would 

be most beneficial to children survival? Is it true that grandmother hypothesis are 

only works in the Western society? The results derived from frequency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set up variables: 

gender, birth status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twin, birth interval, previous child 

status (alive and died), mother’s age at giving birth, household social economic 

status, ethnicities, parents presence or absence, grandparents presence or absence, 

sibling order and sibling composition. 

 

Keywords children death risk, grandmother hypothesis, household composition, 

Hakka, historical de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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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家庭組成對兒童生存的影響已在各領域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討論；大多數社

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同意「祖母假說」（grandmother hypothesis），即祖母確實有

助撫養孫子。換句話說，對於那些有祖母的孩子來說，死亡風險更低。但是，母

親和父親祖母的影響可能因生態條件而有所不同。父親和祖父一樣，對孩子的生

存影響很小或沒有影響。（Sear and Mace 2008; Strassmann and Garrard 2011）Sear 

and Mace（2008）檢視 45 項研究成果並得出結論：只有祖母（grandmother）會

提高孩童的生存率；其中 28 項研究的人口數據指出：母親死亡與孩子之間的關

聯度高，即母親的死亡明顯與較高的兒童死亡率有關。此外，母親存殁的影響，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兒童的年齡，若是年齡小的孩童失去母親，則死亡風險相對高

出許多。對此 Sear and Mace 指出：年幼的孩童當然不能自給自足，若母親對孩

童存活的影響力下降，顯然可歸因於有人接下了養育孩童的工作。 

換句話說，這表明對失去母親的孩童，會有其他親人提供養育的幫助。另一

個重要結論是，所有的研究均表示：除母親外，至少有一個親人同住於家戶中，

對孩童生存都是有益的。但是，親人是否都對孩童的生存有所幫助，則存在很大

差異。例如，只有外祖母（外婆）是對提高孩童生存有正向影響的，而內祖母（奶

奶）的影響卻不一定。父親和祖父一樣，影響很小或沒有影響，而大家庭有助於

女性成功養育下一代。2011 年 Sear 和 Coall 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共同養育和人

口轉型都被證實有助於兒童福祉。 

與西歐的歷史人口研究相比，亞洲的祖母假說研究相對較少，喪失父母對嬰

兒和兒童的死亡影響研究也較少。Campbell 和 Lee 在 1996 的文章中，對 1774 至

1873 年間的中國東北村莊道義（Daoyi）進行的研究發現，家庭組成對個人死亡

風險具有重大影響，尤其是沒有父母的孩子的性別死亡率的影響至關重要。但是，

由於 Campbell 和 Lee 所使用的中國歷史人口冊僅每三年更新一次，因此無法對

嬰兒或幼兒的死亡率進行長期觀察。此外，由於兒子偏愛（son preference）因素，

有時女孩出生並沒有即時登記，直至結婚時才在人口簿上登記。換句話說，這項

研究存在性別偏誤。Campbell 和 Lee（2004）的另一項研究調查了 1789 至 1909

年遼東地區家庭對 2 至 15 歲兒童死亡風險的影響，他們的結果證實了他們先前

的研究發現；孩子的死亡率不受父親不在的影響，但母親去世後死亡率卻上升。

這一發現表明，在艱難時期，父親忽略了孩子的興趣，而母親仍然很重要。同樣

有趣的是，祖父母在家實際上對年幼的孩子，特別是對女孩來說非常有害。同樣，

在中國社區中，家庭等級制度和家庭中的地位似乎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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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涵蓋台灣的研究都沒有調查家庭結構對嬰兒或兒童死亡率的影響

（Engelen, Shepherd & Yang 2011）。這也是其他學者的批評（Campbell 2012）。 

Lina ChiaChi（2013）的研究是一個例外，她為我們提供了東亞人口體系中嬰兒

死亡率的新圖像。1906 年至 1906 年間，台北市的家庭構成，性別，出生狀況，

母親的年齡，同性同胞順序，時期，世代類型以及撫養比和戶主性別的變項與嬰

兒死亡率有關。1944 年在台北女嬰死亡率幾乎與男嬰相同，這可能反映了女兒

與兒子相比的相對忽視。她發現有證據表明，當嬰兒遭受與非婚生和女戶主家庭

有關的不利情況時，男性的死亡率高於男性，而女性的死亡率更高。 

目前既有文獻普遍認為父母的存在對於通過影響物質和非物質資源分配的

方式來確定死亡至關重要。不僅過去如此，今日也是如此。 Finlay 等人的最新研

究（2015）指出：坦桑尼亞的孕產婦死亡率對嬰兒和兒童死亡率有顯著影響。簡

言之，大多數研究指出在過去和現代社會中，母親對於孩童生存有其重要性（Van 

Poppel，2000）。然而，父親的重要性影響並不一致，似乎家庭結構和文化背景更

具影響力（Derosas＆Oris，2002）。 

其他家庭成員有時會產生影響，有時則不會產生影響。 那麼，我們如何才

能最好地預測某些家庭成員將對嬰兒死亡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些問題的答

案不僅是家庭中特定親屬的人口學問題，而且還與家庭制度密切相關。最好將這

些家庭系統視為特定地區的主要家庭類型，並通過核心家庭和親屬規範、價值觀、

實踐行為來呈現在這個家庭系統（Reher，1998； Todd＆Garrioch，1985）。在這

方面，核心家庭和聯合家庭的差異可能說明繼承和居住規範的差異，這深刻地影

響了價值觀和社會結構（Derosas＆Oris，2002）。而且，價值觀和社會結構決定

了權力結構，家庭策略以及在社區及其周圍環境的某些限制內，同時在文化上可

以接受範圍內選擇（Das Gupta，1997）。 

家庭結構和社群（community）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主要是因

為兩者都可能對兒童死亡率產生巨大影響。但是，在歐亞社會中家庭結構和社區

可能對兒童死亡率產生不同的影響。在中國社會中，政府和其他慈善組織在分配

對家庭成員的福祉至關重要的資源方面只發揮了次要作用，運轉良好的家庭對於

確定歷史社區的個人生存機會至關重要。但是，在歐洲社會中，政府、教會和其

他慈善組織似乎在分配資源方面具有較高的影響力。此外，在工業化前的社會中，

兒童的死亡機率很高。但是，與其他風險群體（例如老年人和寡婦）相比，幼兒

（0-5 歲）在家庭中佔有額外的風險地位，因為他們在資源分配方面沒有發言權。 

考慮到親人對兒童提供照料和其他資源的重要性，既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無

父母、單親或雙親之間的差異。母親的存殁被認為是影響兒童生存的重要因素，

因為在大多數社會中，母親是兒童的主要照顧者，尤其是在嬰兒剛出生時，母親

對於母乳餵養對於生存至關重要。而父親的重要性則有不同的看法；祖父母和父

親不能直接照顧嬰兒的餵養，但他們可以透過作為家庭主要供養者所帶來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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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提供支持。因此，我們可以確認：同時失去父母是影響兒童存活的雙重因素。

一方面，失去了社會支持，這可能是由於失去父母而直接造成的，也可能是由於

失去父母的社交網絡而間接造成的。另一方面，由於收入，護理和日常工作支持

的減少，也失去了物質支持。但是，工業化前的家庭並不總是僅由父母組成。正

如人們共同育養的概念，其他成年親戚也可以接替已故父親和母親的某些角色。 

另外，考量到家庭制度因素，核心家庭的父母是孩童主要撫養者。但通常在

亞洲社會的大家庭中，孩童是與父系家庭共同居住。祖母為什麼以及如何對兒童

死亡率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祖母假說提供了生物學上的進化解釋，但也應考慮

文化問題。本文將通過調查兒童大家庭系統中的死亡風險來回答父母喪失和祖父

母支持的影響，換句話說，我們將個人的死亡可能性視為獲得物質和非物質家庭

資源的指標，同時包括家庭角色和親屬關係的性質。 

本研究運用「台灣歷史戶口調查簿資料庫」獲得 1905-1944 年的人口數據。

在本研究中，我們考慮祖父母是否對孩子生存風險具有同等影響的問題，且祖父

母二人都對兒童死亡率有影響嗎？與單親家庭有關的男女嬰兒死亡率是否存在

任何生物學上的不利條件？此外，區域差異、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母親的生育

年齡、孩子的性別以及出生序將被視為觀察因素。 

本研究「20 世紀初期台灣客家育兒習俗與祖母理論之初探」旨在探討客家

祖母存殁與嬰兒存活間的關係。家庭結構和組成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主要是因為兩者都對社會不平等產生巨大的影響，家庭結構和組成決定家戶中誰

是有用的、誰是文化上或社會上的責任承擔者，如何在家庭中進行資源分配，以

及家庭成員彼此間如何互動。由於政府和其他慈善機構對人民的生活福祉只是次

要的輔助者，一個運作良好的家庭才是決定個人生存機會的主要關鍵，我們可以

運用史料上的個人資料予以驗證。更重要的是，運作良好的家庭被認為是影響嬰

幼兒存活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孩子是完全依賴於其家庭成員提供的物質和非物

質資源。 

本研究試圖運用臺灣戶口調查簿資料庫所載的豐富訊息，整合前期研究成果，

探討社會分層、族群差異及其與近代社會階級結構之間的串聯，並進一步分析祖

母存殁對孩童存活的影響。本研究計畫將從戶口調查簿檔案中的個人從業項目，

進行個人社會分層的研究，窺探家戶所處的外在社會環境以及家庭結構等因素，

包括：父母和祖父母的存歿情形、家庭規模大小、出生排行、手足的性別組成、

出生時家庭的社經地位等等，對於嬰兒存活的影響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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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台灣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簿資料記載了個人資料與生命事件，成為我們研究

臺灣歷史人口的重要文獻，本研究將以「臺灣歷史戶口調查簿資料庫」做為分析

依據，探討客家祖母存殁與嬰兒死亡風險的關係，目前該資料庫已包含之研究點

分佈圖如圖 1。本計畫以文獻分析、廻歸統計為主要研究方法。文獻蒐集及彙整

方面，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蒐集近年來客家育兒相關研究，以瞭解客家

育兒習俗的相關基礎資料；第二部份為峨眉、竹北、北埔和淡水、大稻埕、艋舺

之家戶組成與嬰兒死亡率相關文獻之蒐集，將作為研判祖母存殁與嬰兒存活關係

之參考。 

廻歸統計方面，本研究進行多變項統計分析，設定的變項為：父母存殁、祖

父母存殁、出生序、家戶組成狀況以及家庭經濟類型等等，並以圖片、文字進行

各種育兒習俗之紀錄與分析，以再現客家祖母存殁與育兒之關聯。 

 

 

 

 

 

 

 

 

 

 

 

 

 

 

圖 1 日治時期戶籍資料輸入分佈圖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人口研究計畫，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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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獻回顧 

「祖母假說」是對女性壽命超越生育期後的適應功能而做的解釋。身體細胞

老化、更年期、月經永久停止，是年老女性普遍存在的現象，人類平均壽命的三

分之一是更年期（menopause）。由於生育能力下降，通常開始於停經前的幾十年，

而祖母假說通常指的是生殖能力的結束，而不是月經出血結束的這件事情。如此

長的雌性生育後壽命在動物界是很少見的，除了人類之外，只有少數幾種動物（主

要是鯨類）。自從 Medawar（1952）首先提出祖父母對孫輩的行爲，可以影響他

們的健康狀況後，許多學者便遵循這一學說，包括霍克斯（Hawkes）、奧康奈爾

（O’Connell）和布萊頓·瓊斯（Blurton Jone）在 1989 年利用長期性研究數據探索

這一可能性，他們推論婦女在生育後還能存活很長一段時間可能是由於其演化而

來的，並指出人類祖先懂得分享自已覓得的食物。他們根據漢彌爾頓整體適宜性

理論（Hamilton’s inclusive fitness theory），提出老一輩的女性可以通過強烈地覓

食並和成年女兒分享食物來獲得更大的健康。（Sear and Mace 2008） 

過去，從統計學上很難證明那些有祖父母幫忙的孩童比那些沒有得到幫忙的

孩童好。此， Sear 和 Mace 指出在父系社會裡，基於親緣關係而有不同的優待

投資，祖母對女兒的孩子，投資最大，亦即外祖母更常參與照顧小孩，但祖父母

的影響往往因家庭財富而有所不同。但在貧窮社會中，這個幫助的正向影響被抑

制。而在富有且工業化環境中社會，則會顯現出祖母對孫輩的積極影響，但也並

非總是如此。在他們的研究中，兒童幸福感通常由生存以外的因素來衡量，英國、

美國和智利的研究表明，祖父母的照顧對兒童健康有負面影響，導致肥胖的可能

性更大，表明與祖母假說之間的不符。（Sear and Mace 2008） 

嬰兒死亡率由於資料的可獲性以及被視為一個國家的健康與社會指標，因此

也常被用來做為國際間比較的標準。然而粗嬰兒死亡率（crude infant mortality 

rates）的可用性一直受到質疑，因為各國對於非常低出生體重兒（1500 公克以下）

在生命統計上所呈現之活產、早期新生兒死亡、死產、死胎的認定與登記都不盡

相同。在這樣的差異下，對於嬰兒死亡率的通報準確性造成很大的影響。世界上

仍有許多地方的嬰兒死亡率相當高，低估情形也想當嚴重。對於降低開發中國家

嬰兒死亡率的有效方法，曾有許多策略與建議是值得採行的：例如提高收入、改

善嬰兒與母親的營養狀況、傳授哺餵母奶的技巧、加強孕產婦教育、提供適當的

健康照護與衛生人力、以及改善環境衛生等，的確可以使開發中國家的嬰兒死亡

率得以急速下降。（高森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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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嬰兒死亡率（infant mortality rate）是一個相當適切且敏銳的社會

發展指標。根據過去的觀察經驗發現，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生活水準上升，而一

般民眾健康狀況有明顯的改進時，嬰兒健康狀況的改善程度以及存活率的增加幅

度均會較其他年齡層的表現為佳。這個現象於二次大戰後的開發中國家或落後地

區尤為明顯。由於科學技術與環境衛生的改變，公共衛生觀念的大力推廣，以及

抗生素大量使用，乃使得落後國家的嬰兒死亡率得以在短期內大幅降低，而一般

人口的平均餘命也有明顯的增加。（楊文山、吳柏林、柯諾柏，1993） 

台灣地區嬰兒死亡率的降低發生在日本統治台灣後，而自 1920 年後更有明

顯的改進。從 1906 到 1980 年間，台灣地區平均餘命的變動可分為三個不同的階

段，而以 1940 年與 1965 年作為階段的分水嶺。在計算分析生命表的各項數值

後，發現在平均餘命的變化上以第二階段的年平均增加率為最大，1960 年以後

增加的速度則逐漸趨緩，由於第三階段主要增加來源為高齡人口平均餘命的延長，

所以期增加有其極限。（楊文山、吳柏林、柯諾柏，1993） 

近年來國內外對台灣地區死亡變遷的長期趨勢有相當廣泛的探討，例如 Tu

（1985）的研究終極包含了相當完整的參考文獻與深入的研究結果。這些文獻大

部分採用人口學的研究模型和架構，其主要目的是針對人口變遷的機制，如結構

性的改變，年齡分布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因素等，對死亡趨勢變遷與平均餘

命增加的影響。但這些文獻卻缺少對死亡趨勢內在變動的分析與了解，一般而言，

我們從長期的出生和死亡現象的觀察中，會發現其有季節循環性變化的現象，而

此一變化對人口學家常會產生解釋上的困擾。（楊文山、吳柏林、柯諾柏，1993） 

我們發現嬰兒死亡率以及死於感染性疾病的嬰兒率長期以來逐漸減少，而且

可以用較為簡單的時間數列模型表示出來，此一模式並不需要包含任何季節性的

參數在內。具體而言，總嬰兒死亡率與死於感染性疾病之嬰兒死亡率呈現出一個

非季節性的平均移動成分與非季節性的平均移動成分，及此一季節性的隨機成分

的月死亡率與去年同月的死亡率成一平均值交互關係；另外的非季節性的平均移

動則呈現出月份死亡率與其相近的月份會產生互相關聯的連續關係型態，如某種

流行性疾病或氣候變化等因素可能影響連續一個月左右的死亡率，但其影響力部

會太長，會逐漸轉換成平穩狀態。（楊文山、吳柏林、柯諾柏，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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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區域之歷史發展背景 

1. 竹北 

竹北原是竹塹社與眩眩社活動帶，也是漢人至台之初開墾北臺灣據點之一。

康熙中葉曾為漢人偷渡與大陸聯繫的重要港口，稱作「竹塹港」，「竹塹港：潮過

竹塹社，受眩眩山一水；又東過查內社，受查內山一水，西歸於海」。（高拱乾，

2006）隨漢人與日劇增，該地原住民漸漸被驅趕；然而至嘉慶十八年（1813）卻

因洪水造成港口淤積嚴重，遂被新興的南寮取代，更名作「新竹塹港」；竹北則

被喚作「舊港」。（安倍明義，1938）成立新竹廳，原先屬竹北一堡內，後改制為

竹北堡庄，位竹塹城北廂；日治時期大正九年（1920），政府將部分竹北一堡與

竹北二堡合併、定制為新竹郡舊港庄。（篠原哲次郎，1932）舊港庄相當重視庄

內清潔工作，是當時「模範衛生部落」。（菅野秀雄，1938）昭和 16 年（1941）

政府為擴展新竹成為「工業都市」，將一部份六家庄，予舊港庄合併為竹北庄。

（竹北鄉公所網站） 

農業生產上，以水稻、蔬菜為主。農業人口僅佔總人口三分之一（26.7%）。

其中以農業生產為主，畜牧業次之。郡內，果類以柑橘、鳳梨產量最多。與農業

相關同體為「新竹郡地主會」，主要係處理郡內所有農耕地獎勵事宜，如綠肥獎

勵、「模範田經營」等。（新竹州，1923）至昭和 16 年（1941 年）改制後，成立

「竹北共同農業倉庫」。為因應戰爭時期，提供各庄存放米糧的倉庫；水產業則

以漁業活動為主，從業人數與工業相當，海產是舊港庄特產之一。因其緊鄰新竹

街，銷售上具「市場區位」優勢；林業方面，新竹郡種植相思樹為主，因此舊港

庄會販賣建材或木炭。（竹北共同農業倉庫，1941） 

工業方面，男性大多從事竹木細加工為主，次者是食品加工與土木建材業。

庄內女性大多從事「製帽業」，多達 2,394 人於家庭內生產的盛況。昭和五年（1930），

總共有 334 位女性。（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以生產「紙帽」為

主，其產值、數量皆相當可觀，甚至舊港庄、新竹街女工會傳授紅毛庄婦女編織

技巧；（臺灣總督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此外，製繩工廠生產「蕎繩」，用途多

為綑綁收割好的農作，通常銷售對象為製糖、肥料會社等，多為農家女性副業。

雖然統計女性職工才 43 人，但其產值遠超越製帽業；商業發展上，從商人數多

過工業人數，商店數量多，主要以開設米穀肥料雜貨商店為主。（陳永清，1934）

人口部分，從大正九年統計至昭和十三年可知，竹北人口是逐年穩定成長，男女

比例皆是男性多於女性。（菅野秀雄，1938）昭和五年（1930）的政府統計顯示，

閩籍男性為 5,922（佔 40.7%）、閩籍女性則 5,731（佔 39.4%）；客籍男性為 1,362

（佔 9.3%）、客籍女性有 1,417（佔 9.7%），客籍女性比男性人數稍多。（臺灣總

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 

 



 

8 

2. 北埔 

北埔位於現今新竹東南隅。屬盆地地形，四面為丘陵環繞，中央由月眉溪貫

穿。原係賽夏族與平埔族人的獵場、耕地，彼時平埔族已受漢化；漢人勢力正式

進入，起於道光 15 年粵籍姜秀鑾率眾，佔北埔為據點，以武力為後盾向外圍推

進。閩籍周正邦建立「金廣福大隘」（陳培桂，2006）與「金廣福墾號」拓墾，

形成漢人、「熟番」、「生番」三者間恐怖平衡，漢化加速滲透平埔族。在開墾之

初與峨眉、寶山一帶合稱為「南興庄」」（郭芝亭，1954；梁宇元，2000），屬淡

水廳；光緒時，北埔庄即位於竹塹堡北廂內，「北埔莊，在縣東南三十二里。戶

九十三，丁口七百二十八。」；因人口成長、聚落增加、商貿聚攏，促使北埔聚

落擴大形成「北埔街」，「北埔街，在縣東南三十二里。」（佚名，2006）；進入日

治時期，其行政區演變成新竹州竹東郡北埔庄。昭和 10 年（1936）因北埔與竹

東、峨嵋、珊珠湖道路開鑿，促使北埔與對外交通更佳方便。（竹東郡役所，1937） 

農業方面，北埔產值最高為「稻米」、次者為「茶葉」、再者為「甘藷」。（島

袋完義，2006）稻米的生產量也是逐年升高；稻米種類以「在來種」為主，是「蓬

萊種」1 倍，據昭和 11 年（1936）官方統計，「在來種」為 7,929 石、「蓬萊種」

則只有 3,746 石。（竹東郡役所，1937）日本殖民政府雖然獎勵種植「蓬萊米」，

但觀北埔的產量可見其政策成效的侷限性；甘藷單價雖然低廉，但因數量相當龐

大，而產值為第三高；（島袋完義，2006）經濟作物方面，北埔產茶、製茶業為

當地居民依賴的重要產業，以生產烏龍茶為大宗。臺灣茶葉與日本茶主要銷往美

國，但受到大正六年（1917）俄羅斯獨立運動、大正 8 年（1919）美國反傾銷政

策的雙重打擊，重創臺灣茶葉經濟。政府為挽救於昭和 5 年（1930）北埔提倡「高

級茶」種植，並推行「一心二葉摘採」標語增加茶葉品質，（菅野秀雄，1938）

同時成立「北埔茶葉組合」，以促進北埔茶業經營與普遍經營為目的。從事摘茶

工作的女性人數也相當多；再者，據昭和 5 年（1930）「北埔茶葉組合」調查，

總督府為推廣紅茶品種，因此設立茶葉工廠大量機械化生產、擴大銷路、節省成

本，造成紅茶產量一度緊追烏龍茶產量，且是全島紅茶重要生產地。（島袋完義，

2006） 

農業活動中，昭和 5 年人口統計有將近半數的人口從事農耕，女性也佔女性

總人口的 4 分之一，從事專職畜產的女性（42 人）多於男性（2 人），此外，北

埔的礦區是竹東郡橫山庄、竹東街中規模、產量最小。（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

調查部，1932；竹東郡役所，1937） 

工業的產值仍以食品加工業最高，次者則是練、製瓦業。但從事工業人口在

昭和五年國是調查中，總共有 249 人從事。男性多從事土木建築人口最多（71 人，

佔 29%）；次要為竹木細工製造（43 人，佔 17%）；女性 39 位中，30 位從事服飾

品製造業，（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應是擔任「製帽業」女工。

北埔的商業發展也相當發達，竹東郡商店數僅次於竹東街。商店多販售「米穀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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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雜貨類型為主。其中，北埔姜家，金勝開設的「金永豐」營收與規模最大。

（陳永清，1934）人口部分，透過《新竹州沿革史》所載的總人口動態變化，北

埔總人口數成長呈現幾近持平，甚至有上下浮動的傾向。男女比例上，有時女性

人數多於男性人數。以昭和五年（1930 年）人口統計顯示，當年人口為 9,286 人；

閩籍男性 58 人（佔 0.6%）、女性 52 人（佔 0.5 %）；客籍男性 4,491 人（佔 48.3%）、

女性 4,582 人（佔 49.3%），而女性出生人口比男性稍多。（菅野秀雄，1938）  

 

3. 峨眉 

位置緊鄰寶山與北埔，多小山而少平坦的破碎地形，僅由月眉溪所沖刷平原，

適合農耕，因呈半月形又形如眉毛，故稱「月眉」。清代，由粵籍姜秀鑾以保護

漢人安寧為名，以武裝拓墾方式拓墾，「金廣福大隘」，「民隘．此隘本分設於城

東廂之鹽水港……、大北埔、小銅鑼圈等十處。」。（陳培桂，2006）與北埔、寶

山最初合稱「大隘南興庄」。（島袋完義，2006）至光緒，屬「竹北一堡」內的「月

眉庄」，後「竹北一堡」改為「竹塹堡」，「月眉莊，在縣南二十八里。戶九十二，

丁口三百六十二。」。（佚名，2006）政權交替後，聚落擴大、人口漸增，改制隸

屬樹杞林北埔一堡的「月眉街（距署西北八里）」；（林百川、林學源，2006）最

後定制為竹東郡娥眉庄，大正 9 年（1920）將日本政府將「月眉」，正名較雅致

的「娥眉」，比擬為女子眉羽。（安倍明義，1938；竹東郡役所，1937）封閉地形

限制下，對外交通不便，導致人口較少。昭和 10 年（1935）大地震重創峨眉，

待竹東至珊珠湖道路完成與「乘合自動車」行駛後，大為改善峨眉與對外、住民

生活。（竹東郡役所，1937） 

農業方面，清代主要生產稻米、甘藷、茶葉等作物。另外，樟腦的經濟價值

高，吸引許多人冒險涉山開採。到同治年間，甚至出現外國人偷採的情形，如此

窺見其獲利相當誘人，且顯示後期地方政府已乏力控制地方資源。（吳憶雯，2013）

工業方面，自然以食品加工，如碾米業、糖廍為主；「治腦」工廠在此時期也是

大宗，也是重要經濟來源。日治時期，稻米以種植「在來米」為主，其產量遠超

越政府推廣種植「蓬萊米」的耕種面積。以昭和 11 年（1936 年統計顯示，「在來

種」產量為 7,541 石（佔 90.8%），「蓬萊種」僅 756 石（佔 9.1%）。（竹東郡役所，

1937） 

茶葉以生產「烏龍茶」為主，「紅茶」次者。雖然總耕種面積、產量不是全

郡最高，但一甲生產值與價格卻是全郡最高，可知其屬精緻化生產。柑橘的種植

屬本區重要經濟收入，以「椪柑」為大宗、「桶柑」次要，產量、價格皆比北埔

高；副業方面，因氣候與地形條件，新竹州蠶業產量 337,895 石（佔 43.6%）與

從業戶數 957 戶（佔 48.3%）皆是全台最多；（藤本實也，1924）峨嵋蠶絲業源

於昭和 8 年（1933）日本「香川縣蠶種業組合」引進，市場以日本香川、山形縣

為主。為充分利用茶農農閒的剩餘人口，昭和 10 年（1935）因震災重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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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獎勵本地發展蠶絲政策，開設「蠶業講習所」培育較專業蠶農。（臺灣總督

府殖產局商工課，1936） 

工業方面，以製茶工廠數量最多。次者是服飾、製帽業，三為紙工業、印刷

業。紙工業、印刷業發達，與新竹本身擁有豐沛山林資源，和日治政府為保護農

地肥沃度，獎勵種植「防風林」政策相關。（菅野秀雄，1938）峨嵋從事商業活

動者人口多於工業者。以仲介、店員等職業最多，其次是「接客業」（服務業）。

此外，女性除從事農業與無業外，次多是宗教家（50 人），人數甚至多過男性（27

人），（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與當地「齋堂」數量相關。據昭和

11 年（1936）統計，竹東郡「齋堂」共 14 間，峨嵋有 8 間。（竹東郡役所，1937）

人口變化部分，據《新竹州沿革史》統計大正 9 年（1920）至昭和 12 年（1937）

總人口動態變化，與北埔雷同。人口呈現幾近持平，僅上下略為浮動，女性人口

時常梢多於男性。在昭和 10 年（1935），到達人口與戶數最低（926 戶），可想見

震災慘重。（菅野秀雄，1938）此外，於昭和 18 年（1944）紀錄，人口流失上峨

嵋庄雖然不是竹東郡最嚴重，但也鮮少有「遷入」紀錄，（臺灣總督府，1944）

推測人口在社會流動因素雖然不嚴重但仍有流失情形。男女與種族比例上，昭和

5 年（1930）政府統計顯示，總人口為 6,673 人，閩籍男性為 29 人（佔 0.4%）、

女性為 19 人（佔 0.2%）；客籍男性有 3,233 人（佔 48.4%）、女性為 3,348 人（佔

50.7%）。（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部，1932）  

 

4. 艋舺 

艋舺為凱達格蘭族語獨木舟之漢音，因該區瀕河一帶有獨木舟停靠，故以艋

舺命名。艋舺的興盛與郊商進出口貿易密不可分，最著名的三郊為泉郊、北郊、

廈郊，出口以大菁與米為重要，進口則是以布帛、陶瓷器為大宗。而後因淡水開

港，故大菁之出口被茶葉取代。19 世紀後，由於在地居民的分類械鬥造成人口與

家產的損失，再加上淡水河的泥沙淤積，使得其出口茶葉的角色由大稻埕所取代，

也漸失去其港口貿易的勢力與地位。 

艋舺人口結構與大稻埕相似，以工、商業人口為主，工業產額中，以化學工

業為大宗。1930 年國勢調查資料顯示，艋舺男性有 4,251 人、女性有 4,021 人，

其中閩籍男性佔 46.9%（1,992 人）、閩籍女性佔 52.2%（2,098 人）、客籍男性佔

0.8%（32 人）、客籍女性佔 0.9%（38 人），其餘為其他族群。（林嘉琪、楊文山、

褚齡霙、黃湘楨、郭曜軒，2017） 

5. 大稻埕 

大稻埕地名之由來與其經濟活動有關，該地因有大片曬稻之廣場而得名。大

稻埕之興盛與淡水開港息息相關。1863 年，淡水港的範圍，議定為淡水河口上溯

艋舺，因此大稻埕也成為對外通商口岸，並以茶葉為出口大宗，後來大稻埕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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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的再製中心，即外銷的茶葉先在此再製後再外銷他國。茶葉再製過程中，烘

焙師來自中國，篩揀工人，除大稻埕郊區的少女外，有些來自福建，茶季的短期

移工平均每天超過 2 萬人。隨着茶葉的出口，連帶促使茶箱的製造業以及運輸安

全的保險業發展。 

人口結構以工、商業人口為主。工業產額中，以食品工業最為重要，其中以

再製茶為居第一。1930 年國勢調查資料顯示，大稻埕男性有 15,787 人、女性有

15,745 人，其中閩籍男性佔 79.3%（12,513 人）、閩籍女性佔 87.5%（13,780 人）、

客籍男性佔 1.7%（267 人）、客籍女性佔 1.6%（250 人），其餘為其他族群。（林

嘉琪、楊文山、褚齡霙、黃湘楨、郭曜軒，2017） 

 

6. 淡水 

淡水古稱滬尾，淡水一名正式成為行政區域的名稱始於 1723 年，因朱一貴

事件之後的行政區域調整。當時的淡水區域包含從大甲溪以北至基隆之地。一直

到日治時期，淡水之名終於正式取代互為成為此地區的行政區域名稱，而正式的

疆域劃分則是在戰後逐漸調整完成。（吳明勇，2013） 

淡水原為港口，清代時期的經濟生產活動即是以半漁半農為主，同時為配合

淡水魚、農業的需要，也有發展基本的手工業。淡水位於亞熱帶，氣溫、降雨皆

適合水稻的種植。嘉慶、道光年間，淡水已發展出稻米的集散市場。日治時期昭

和 4 年（1929），淡水有 46%的農業人口，到了昭和 7 年（1932），農業人口已經

提升至 53%，糧食作物以水稻為大宗，其次是甘藷。經濟作物以茶葉、柑橘、蔬

菜為主。茶葉種植始於清代道光 7 年（1827），由漳州人黃泰移植栽種。淡水開

港後，英人陶德（John Dodd）發現臺灣北部適合種茶，於同治 5 年（1833）年創

立「寶順洋行」（Dodd & Co.）專門收購茶葉家共並且外銷，以烏龍茶為主。其

後泉州人吳福老來臺設立「源隆號」，精製包種茶，至此，淡水及北部丘陵地紛

紛改種茶葉。日治時期不僅改良烏龍茶與精製包種茶出口，並試驗種植紅茶成功，

由製茶會社擴大製造。昭和 4 年（1929），淡水茶園面積達 581 甲，收穫量可達

278,308 斤，配合淡水港輸出，產銷便利。（黃繁光，2013） 

淡水當地許多居民皆賴捕撈維生，以沿海漁業為主，次為近海漁業。清領至

日治初期，淡水地區的捕撈皆是舊式的漁撈方式。直到大正 9 年（1920），在官

方的獎助之下，才逐步改進漁具與漁撈方式，如改用新式漁網、漁船，使得漁獲

量大量提升，並且在昭和 3 年（1928），成立淡水漁業組合，從事漁業改良發展。

同年成立了魚市場，負責調節漁貨、魚價供需。除了漁撈之外，淡水地區在日治

時期也發展了養殖漁業。昭和 2 年（1926），自日本移植貝類養殖，經三年保護

後開放漁民組合員分區採捕，直到二戰爆發，因戰爭停止。此外，淡水在 1920 年

代有了製材業的崛起，以「施合發」、「老義發」為聞名。「施合發」為木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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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治時期淡水最大的商號以及生產工廠，從事竹木加工生產。「老義發」成立

於昭和 11 年（1936），不僅是木材行，也從事多角化經營。除了木材加工，也成

立纖維工業，以草帽、草蓆等原料的製造販賣。（黃繁光，2013） 

人口的部分，由於一直是臺灣北部重要的通商口岸，人口在二戰以前一直呈

現正成長的情形。（張家麟、卓克華，2013）人口職業分布的情形，根據昭和 5 年

（1930）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從事農業的戶口占總戶的 54.65%，其次是佔

25.09%的勞動者。1939 年後，人口職業分布雖略有變動，從事農業戶數仍有 50%。

由此可以得知，日治時期的淡水居民仍主要以從事農業為主，而以茶與稻米為主

要農作物。（吳明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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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成果 

本研究成果分成二大部分，其一為育兒習俗的質性研究成果；其二為「祖母

假說的量化驗證結果」。 

 

第一節 客家育兒習俗 

我們共進行 3 次客家訪談，爾後運用文史爬梳，統整客家育兒習俗，禮俗或

與閩南相似，偶有使用器物不同，以各地自產為主，故客家育兒有其特色，滿週

歲前的禮俗參考新北市客家民俗信仰館、壹讀、人間福報、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台灣客家文化館等網站。 

 

1. 抹麻油：在嬰兒剛出生時為了防止小孩的頭部吹風受寒，會先把麻油手中搓開

後均勻地塗抹在頭部，並且如果之後小孩長頭垢也是可以用麻油抹在頭垢處，輕

微按摩後用溫水清洗掉就可以了。 

2. 洗三朝：洗三朝是人生中第一次洗澡，傳統會是在出生後的第三天，請家中的

長輩婦女執行，並且邊洗邊吟唱一些諸如：「先洗面，後洗腦，洗得老弟界界（音

老）；洗洗身，做富翁；洗洗手，榮華富貴全都有；洗洗腰，一輩更比一輩高；

洗洗腳，身體健康唔食藥……」等讚美語，嬰兒洗澡時，澡盆裡放一把鎖和一個

秤砣，其意是把孩子鎖住、勾住，不讓離開，洗澡水要燒開，洗時，將捆手的帶

子解除（嬰兒出生後，用外婆送的紅帶子將嬰兒的手捆住，意味著對孩子「嚴加

管束」。孩子手好動，喜歡玩弄東西，大人往往會說，這孩子出世時手沒捆好），

除了鎖和秤砣也會在洗澡的盆中放入膽石，意味著幫孩子「做膽」，而膽石的挑

選是選擇圓卵石，並且洗完後會將膽石放在床下，以石為膽希望小孩以後有膽量。 

3. 十二朝：從古至今，有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傳統，生兒育女被視為人生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客家地區亦是如此，在客家人的習俗當中有一個「十二朝」

的習俗，這個習俗是在嬰兒出生的第 12 天進行，要送麻油雞酒至娘家報喜，娘

家則以米、蛋填滿酒壺回送，親戚則多以雞、豬心腰、補酒等回賀；而在某些地

區則是若生出小孩是男孩子娘家就會送小孩子的背帶跟冬衫，如果是家庭條件比

較好的就會加上小孩子的金飾，例如：手環、項鍊，但是生女兒的花就沒有，因

為以前重男輕女的觀念很嚴重；而在這日也有一些地區會進行「嚇鷂婆」的習俗，

這是因為在傳說中老鷹會把襁褓中的嬰兒抓走，因為以前要做農事常常會把小孩

一起帶去放在竹簍、籃子裡面，而人們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生就會在小孩滿月時

由長輩或是小孩的哥哥姐姐背出去，對著天空喊 嚇鷂婆喔！ 鷂婆快走喔！以此

讓小孩免於被老鷹抓在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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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涎：在嬰兒第四個月時會有收口水之習，目的就是為了要止住小孩繼續流口

水，在小孩脖子掛上用紅絲線串起的光餅，拿著餅乾去蹭一蹭小孩的嘴巴。 

5. 開騷：由於嬰兒出生時消化系統未發育完全，所以自出生都會以素食為主，然

而到第四個月時會開始讓嬰兒接觸葷食，當天會準備大雞腿，並用雞腿去蹭一蹭

嬰兒的嘴巴，通常會和收涎一同進行。 

 

此外，在客家文化中也和閩南文化一樣有著哄小孩睡覺的童謠，畢竟寶寶

一哭，做父母的就會心疼心疼，嘴裡就唸唸有詞地撫慰一番，希望寶寶可以停

止哭安靜地睡著，如「鷂婆」： 

 

  鷂婆來，飛過來， 

  歐牙來，做秀才。 

  鷂婆去，飛過去， 

  歐牙去，做皇帝。 

 

  鷂婆即老鷹，而歐牙是客語發音中的嬰兒，雖說這首歌是哄小孩睡覺時會

唱的歌，但是歌詞中卻是充滿長輩對小孩的祝福和期盼，希望小孩子以後可以

成功，如同歌詞中提到的做秀才和做皇帝，而這首童謠也收錄在許多客語教材

當中，可見其普及和經典。 

除了歌謠哄睡，剛出生時，小寶寶的器官都還沒發育完全，因此小嬰兒抵抗

力比較差，難免會生病，而小孩子生病了就會哭鬧，而在從前因為受限於經濟和

醫學不發達，所以大部分都還是在家由長輩自行調理，也因此沒有受到醫學治療

的小孩在半夜哭著哭著就因為病痛的折磨離世了，而在當時就有流傳說小孩子的

命是被猴子抓走的，也因為在鄉下思想比較落後，漸漸的人們開始相信傳言，進

而衍生出一套配套措施，相傳由於以前的房子大多都是土建造而成，所以會在土

製的房子留幾個洞當窗戶，這時會將削的尖尖的竹片插在這些洞上避免猴子跑進

來，只留一個洞，並且在這個洞前面加裝竹簍這樣猴子就會被困在竹簍裡面，保

護小孩子的安全。 

隨著小孩漸漸長大，母乳的營養已經不能滿足寶寶成長速度加快的需求，因

此需要添加副食品來增加營養的多元性，此外副食品也能訓練寶寶的咀嚼與吞嚥

能力，所以副食品的挑選也是相當的重要，根據口述訪談報導，在新竹一些地區

的客家人會選擇以蚵仔乾做為小孩副食品的選擇，因為蚵仔乾的營養程度很高，

鈣是將近牛奶的一倍、鐵含量是牛奶的 21 倍，因此蚵仔乾是補充小孩鈣、鋅及

鐵的一個好選擇，而通常會將蚵仔乾添加至稀飯裡面給寶寶服用，詳細做法如下：

首先先放半杯米至鍋中，再加入 3 到 4 杯水以及 5 粒蚵仔乾，蚵仔乾則是要先泡

軟後再講其且細細的再加入，這樣寶寶才好入口，然而因為蚵仔乾的腥味比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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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同時還會放入幾塊用紗布包起來的排骨來去腥，而用紗布包的用意是怕排骨

的細骨頭跑到粥裡不小心被寶寶誤食，最後材料都放好後就可以直接放入電鍋中，

等電鍋跳起來就完成了。 

以上屬於無形的客家育兒文化，接著以表單書寫有形的客家育兒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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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小孩洗澡桶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開物國科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6/7d/00.html（點閱日期：2021/02/09）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物件外型與水桶相似，但為木頭材質，桶身不深可防止新生

兒於泡澡時溺水或嗆到。木桶浴缸不會像別的器具一樣冰涼，實

木保溫性能好，降溫慢。如果用木桶泡澡 20 分鐘，可增強心肺

功能，另外用純天然的木材泡澡時可以增加血液循環，利用水壓

衝擊的原理，還可以達到自動按摩的效果。而木桶材質的浴缸保

溫性較好，所以在泡澡的過程中，人的體溫跟水溫可以保持平衡。

一般家裡裝的亞克力浴缸需要隔一段時間就要加熱水進去裡面

以保持溫度，木桶浴缸就不需要這樣做，所以一定程度上減少水

資源的浪費，對於家庭用費和水資源都是一種節約。但相對的木

澡桶比較偏向富裕的人家，因為實木的價格十分昂貴，而一般務

農家庭小孩眾多，長時間輪流使用，也有可能會壞，所以一般家

庭應該難以負擔的起。 

 

 

 

 

 

 

 

參考資料來源： 

典藏台灣網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6/7d/00.html   

（點閱日期：2021/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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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米籮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Search01.aspx?a=112 

（點閱日期：2021/02/15） 

授權說明：無授權 

綜合簡述 

 

米籮在早期的客家家庭中可說是家家必備的物品，因為客

家人多為務農家庭，客家婦女時常也有需要下田務農的時候，據

家中長輩轉述，米籮會放在農田旁邊，底下舖上稻草，孩童便會

放進去並置於樹蔭底下使孩童入睡，又能在母親的視線範圍內。

此米籮物件，底為四方形，籮口為圓形，整體上寬下窄，圓腹，

籮身以竹篾片平編編織而成，一寬一窄的篾片壓一挑一編作，產

生像玉米一樣的紋路。米籮為早期農家用來盛放稻米或是其他

穀物或白米。上口圓框繫二條繩索，方便扁擔挑運。在台灣早

期，因台灣竹子容易取得，所以隨著中國傳入的竹藝品，台灣也

有許多人開始製作竹製品，也形成了各地的竹器店興起。在塑膠

的傳入之前木製與竹製品便為台灣人早期的生活用品主要材

質。 

 

 

 

參考資料來源：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Search01.aspx?a=112 

（點閱日期：2021/02/15） 

工藝基因庫：竹編，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https://www.ntcri.gov.tw/dnatypelist_196_10.html 

（點閱日期：202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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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架子床 

 

照片資訊 

攝影者：彭承濰  攝影時間：2021/2/13  

授權說明：授權 

綜合簡述 

 

此床是彭承濰姑婆家的床，由姑婆上一代長輩所傳承下來，

已超過百年歷史，現在目前仍在使用當中，床是人生活不可或缺

的一樣生活器具，從小時候開始睡覺便會在床上睡，木質的床

架，接縫處沒有任何一根釘子或鉚釘固定，而是利用古代人的智

慧卡榫技術固定。這種床稱為:架子床，架子床是有柱有頂床的

統稱，細分起來，還有好幾種。最基本的式樣是三面設矮圍子，

四角立柱，上面床頂，頂下周匝往往有掛檐，或稱橫楣子。有些

匠師因它有柱子四根，故也稱為「四柱床」。這種床的好處是有

藏風聚氣的功能，外形就像一間小屋子，把空間縮小，使得一個

人的睡眠更有安全感，也能凝聚一個人的氣而不受到晚上涼風

的侵襲。 

 

參考資料來源：口述訪談  

報導人：彭嬌妹女士 

採訪人：林嘉琪教授、彭承濰 

採訪日期：20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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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牡丹雙雞紋短圈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AMSM

LM2 

（點閱日期：2021/02/10） 

授權說明：無授權 

綜合簡述 

 

 

臺灣早期的童帽大部分是較為富貴人家的嬰兒滿月或周歲

時，外婆贈送給外孫的祝福禮物，客家早期先民重男輕女的觀念

非常重，以前只有男外孫才有帽可戴，女孩則沒有。短圈就是圈

帽：是沒有頂部的，展開時像一長寬條狀的布，後面縫合成一圓

圈，套在頭上，隨著孩童長大，可以調整縫合點，將帽圈加大。

大多都是春夏時節戴。這個短圈為長條形，黑色絨布質地，上下

緣分別各有一條紅、藍色鎖金圈飾，正面圖案以齊針、纏針、鎖

金等技法彩繡牡丹花與左右雙雞，寓有「富貴功名（公鳴）」之

意，從這些彩繡來看，能發現當時的長輩，期望孫子將來能功名

富貴；背面無圖紋；扣合處在背面。 

 

 

 

 

 

 

參考資料來源： 

國立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

GID=MAMSMLM2 （點閱日期：202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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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乳母椅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https://www.ncfta.gov.tw/#slidePage1 （點閱日期：2021/02/15）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椅轎又稱為乳母椅或是子母椅。它是使用了不同粗細的竹

子所組合而成的多項功能的椅子。最重要的是在整台椅轎的架

構當中，不會看到任何一個鐵製材料，而是大量的利用竹子的特

性。它可以適用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小孩子可以跨坐在其中的

嬰兒椅，另一方面，當你轉個角度過後，也可以變成一個簡單的

竹椅。通常在嬰兒能坐不能走的期間 大約 6 個月到 1 歲時，使

用到嬰兒能走時，就坐不住了，這時把他換個角度，就變成大人

坐的椅子了。台灣早期，通常一對夫婦，會生至少 4-6 個嬰兒，

故當隔年再生小孩時，又可重複使用。 

 

 

 

 

 

參考資料來源：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https://collections.ncfta.gov.tw/pages/product/view.aspx?id=112004

04231 （點閱日期：2021/02/13） 

傳統工藝數位博物館 

https://crafts.ncfta.gov.tw/home/zh-tw/Bamboo1 （點閱日期：

2021/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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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紅地屋紋鴟鴞帽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WMSM

LM2 （點閱日期：2021/02/13）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鴟鴞帽（應正名為公雞帽）：尺寸一般比較大，多附有飄帶

結飾或後面加長，可遮掩後頸，做成風帽的形式。在古代雞有代

表光明的象徵，雞又諧音吉。客家人有稱「雞公帽」（雞公即公

雞），故鴟鴞帽應正名為公雞帽，較為合理。沒有頂部設計，展

開時如一長寬條狀，後面縫合成一圈形，套在頭上，可隨著孩童

長大，可以調整縫合點，將帽圈加大。本物件童帽為紅色絨布

地，圈帽形式，帽頂為如意雲頭形，主要彩繡上太陽、樓臺、童

子、仙鳥、瑞獸、蝙蝠、花葉紋，左右兩側各彩繡公雞一隻，並

垂綴桃紅色毛線彩珠盤長結飾及桃紅、綠、紫色壽喜壽字長穗；

下方圈帽為絨布材質彩繡上荷花、飛鳥、游魚紋；後面圖案為彩

繡上的飛鳥花葉紋。此件為購藏，臺灣歷史博物館於 2013 年入

藏，此物件為民初之物。 

 

 

 

 

 

參考資料來源： 

國立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

GID=MWMSMLM2 （點閱日期：20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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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家法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開物國科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6/7d/d7.html （點閱日期：2021/02/16）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古早時代，包含現在的鄉下農村，大多的同姓的親戚家族會

住在附近，而通常家族中會有推崇一位耆老，擔當類似族長的工

作，而此時家法就會隨之產生了，家法主要針對犯了錯的族人或

是家中犯錯的小孩子們，這個物件在我父親兒時的家裡也曾有

相同的物品他們稱之為「竹絲把」，在他兒時因為太調皮，也時

常被這種家法打。台灣早期還是比較偏向體罰的方式教育孩童，

隨著時代的變異，現在已經比較少這種體罰的方式教育孩童。現

代家裡也比較少出現這種家法「竹絲把」了。它是由許多細的竹

枝捆綁在一起而成的，竹子本身具有韌性的材質，抽到身上的感

覺據我父親所述，十分疼痛。 

 

 

 

 

 

 

 

 

參考資料來源：口述訪談 

訪談人姓名：彭承濰 

報導人姓名：彭紹俊 

訪談日期：20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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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梅菊紋童帽 

又稱「黑色絨布地彩繡

梅菊紋狗頭帽」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 （點閱日期：2021/02/16）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狗頭帽：帽子前面有兩片半圓造形，看起來像狗垂下的耳

朵，小孩戴著像個小狗頭。臺灣客家有「狗頭帽」的稱呼，在以

前的迷信習俗中，將小孩暱稱小狗、小豬、石頭等，藉以瞞騙鬼

怪，遠離災病，希望小孩健康長大。這個物件童帽為黑色絨布

地，狗頭形；帽簷刺有彩繡牡丹、蝴蝶、菊花等圖紋、下緣以深

藍布緄邊；內裡為桃紅色棉質布，兩側縫有襻耳，可穿繩綁縛。

此物件為購藏，博物館於 2013 年購入，為民初之物。 

臺灣傳統習俗裡，幼兒滿月、四個月及週歲時，外婆會備有

從頭到腳的衣衫，稱「做頭尾」。其中的童帽上面繡有吉祥寓意

的圖案，充滿對孩子成長的祝福與祈願。臺灣的童帽有多種樣

式，可分類成：碗帽、圈帽、風帽、虎（頭）帽、瓜皮帽、狀元

帽（厝脊帽）、鴟鴞帽（公雞帽）等。 

 

 

 

 

 

參考資料來源： 

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 

（點閱日期：2021/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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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紫色提花緞蝙蝠紋風帽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EMSM

LM2 （點閱日期：2021/02/18）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風帽：帽子後面加上布片或整片布幅披到肩上，如成人的兜

風帽，有保護頸部防風及保暖的作用。適合孩童外出時戴。大抵

是秋冬時節戴。本件風帽主體為紅紫色提花緞布，以寶藍色如意

雲頭紋緄邊，兩側連結至背面底端的白地布邊上彩繡花鳥紋；灰

藍色飄帶中段為紫花織帶，箭形尾端為藍花織帶、白地彩繡花鳥

紋、黑布緄邊；背面圖案為鎖金彩繡蝙蝠。布質並不厚，大多是

用來擋風而非用來禦寒的。臺灣傳統習俗裡，幼兒滿月、四個月

及週歲時，外婆家會備有從頭到腳的衣衫，稱「做頭尾」。其中

童帽的上面繡有吉祥寓意的圖案，充滿對孩子成長的祝福與祈

願。父母也會將兒童穿戴整齊抱出接受親友道賀，尤其仕紳家族

尤重禮節，更講究童帽衣冠整齊以示尊榮。早期家庭，重男輕女

唯有男童才有戴帽女孩則無。 

 

 

 

 

參考資料來源： 

國立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

GID=MEMSMLM2 （點閱日期：2021/02/18）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文物查詢系統 

http://collection.th.gov.tw/ （點閱日期：202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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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搖籃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開物國科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6/7e/66.html （點閱日期：2021/02/17）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台灣桂竹分布於台灣中北部丘陵地區，也是許多客家聚落

的所在地，桂竹的表皮堅硬，同時擁有厚實的竹桿，在各類竹材

中抗彎強度最大，最適合劈成竹篾製作竹編器具，早年在台灣被

用來製成生活必需品。 

這種竹搖籃為早期台灣常見的育嬰用品，與另一種利用客

家傳統的六角編織技術不同是，這個採用「平編」編織交會而

成。通常依家中經濟狀況，舖上米袋或薄布後，即可給嬰兒使

用。聽家中長輩轉述，當時，經濟狀況優渥的家庭，會訂製較大

尺寸的搖籃，並附上竹製的支架，能輕鬆平穩的搖擺；而經濟較

為貧困的家庭，僅會購入搖籃本體，而在旁邊用細繩穿過，並掛

於老式三合院房屋的橫樑之上，使它能夠前後搖擺。而竹製的用

品也相對可以使用很久，仍不會破損或斷裂，所以相對貧困的家

庭可以一直將搖籃傳承使用。 

 

 

 

 

 

參考資料來源： 

典藏台灣網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6/7e/66.html 

（點閱日期：202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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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搖籃架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54,c138-1.php （點閱日期：

2021/02/18）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此物件以桂竹用榫接製成可折合的 A 字型搖籃支架。端橫

桿用來吊掛搖籃的繩索，推拉晃動，舊時許多台灣小孩都是睡竹

搖籃長大的；一般搖籃的立邊處會以絞編加固；；開口處以數支

竹條繩紋邊收邊，成橢圓長盆狀；四點綁上繩索的搖籃，即可將

搖籃懸掛在此竹支架上，能在忙碌時就近看顧，推拉晃動。竹子

的韌性與耐用程度，也能給家裡較不富裕的家庭省下不少的支

出，因為可以一直傳承使用。相對於客家人來說竹材也相對取得

容易。 

 

 

 

參考資料來源：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

=2000.001.0057.0002 （點閱日期：2021/02/18） 

傳統工藝數位博物館 

https://crafts.ncfta.gov.tw/home/zh-tw （點閱日期：2021/02/18） 

傳藝典藏網  

https://collections.ncfta.gov.tw/ （點閱日期：202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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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新生兒包被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54,c138-1.php （點閱日期：

2021/02/18）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從圖片上能看到，這是一塊深青色的方布，邊緣滾邊，布的

兩角綴帶，作為新生兒的包被，把新生兒裹在布裡保暖，資料中

寫到這是一塊夏天使用的包巾，所以應該布相對比較薄，而冬天

的包被應該比較厚。新生兒在剛出生的時候，免疫系統尚未成

熟，所以剛出生的時候必須給新生兒保暖，不然新生兒容易被病

毒入侵，而在免疫系統尚未成熟的時候，著涼便十分危險，固裹

在布裡保暖，防止新生兒被風侵襲。在古老的禮俗中，嬰兒的產

衣是在新生兒出生後三日由祖母縫製，在孩子未出生前即製作

產衣，是一種是禁忌。剛出生的新生兒在三日內大都是使用家中

的破布來包裹，通常是使用父、母親穿舊的破衣褲來做為襁褓。

包被的完整包覆性也能給新生兒擁有完整的包覆感，而父母衣

服的父母味道也能使新生兒產生安全感，也比較容易使新生兒

入睡。 

 

 

 

 

參考資料來源： 

新北客家數位館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54,c138-

1.php（點閱日期：2021/02/18） 



 

28 

表 13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裹肚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臺灣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GID=MPMWM

SM8MA （點閱日期：2021/02/12）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這個物件以白色為基底色，在配色上有藍、黑等色。此物件

屬於一種肚兜。在此肚兜上能看見其他民族的刺繡技巧，所以在

此肚兜能看出原漢文化交流的證據，此肚兜屬於六堆客家地區

的繡品。剪貼式手法縫製而成，整體分為三個區塊，主體是分佈

於上、下及左、右二方格內的白麻布，其上繡等，內有卍字、回

紋等花紋。其次為扇形，中為磬形的淡粉紅色綢，合下面的白麻

布即構成扇狀。再其次是寬繡布的緄邊，內容為戳紗圖案本。裹

肚又稱包圍著胸部和腹部，具有保溫胸口的功能。成年人肚兜貼

身不外露，小孩在熱天露在外面顯得天真爛漫。肚兜裡外兩層，

兩邊附有大小口袋，口袋有單層和雙層，有些口袋上還有袋蓋。

肚兜的口袋是給小孩裝糖果、玩物、小銅板。 

 

 

 

 

 

參考資料來源： 

國立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nmh_collectionsweb/collection.aspx?

GID=MPMWMSM8MA （點閱日期：202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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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擂缽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開物國科技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66/7b/67.html （點閱日期：2021/02/18）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客家擂茶使用的擂缽，是陶製品，缽內有槽，如同齒的功能

般，在研磨時可將及研碎成粉狀，以便泡擂茶。另外擂缽也是擂

米的器具，由陶土燒成，通常一個擂缽可長期使用，故通常一家

只有一個。其共同特色是，在缽內面有向中心輻射狀的溝紋。家

中長輩說，早期當家中有多位孩童的時候，又沒錢買奶粉，便會

在稻田中採收些許稻米，放入擂缽中磨碎，加水混和，使之變成

液態米漿狀，拿去蒸煮，製成類似水粄但又更綿密細緻的東西拿

給嬰兒食用，不僅省錢且便宜方便食用，製作又不會過於繁雜，

在農閒之餘的婦女們來說，這是最能餵飽小孩童的方法，因為務

農家庭通常經濟狀況不是非常好，而且小孩的數量也相對較多。 

 

 

 

 

 

 

 

 

參考資料來源： 

新北客家數位館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430,c140-

1.php  （點閱日期：2021/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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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褡肩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典藏台灣網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2/a1/f8.html （點閱日期：2021/02/17）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客家人的生活習性在日常用品上，非常講究實用與機能性，

在幼兒滿月或對歲（滿週歲）的服裝中，有一件類似雲肩的涎

垂，即是用來掛在嬰兒胸前的口水兜，作用是保持嬰兒衣服乾

爽，不會因為口水或乳汁弄溼衣服。幼兒平日使用的口水兜傳統

式樣非常簡單，材質面料以吸水、隔離和保持幼兒身體與衣服乾

爽等為主要訴求。但功能是，在滿月、四個月和對歲等重要禮俗

時，大戶人家通常會邀宴鄰里賓客，並將小兒抱出接受祝福，此

時則會穿戴有精緻刺繡花紋的美麗圍兜，客家話稱為「褡肩」或

「褡子」。禮服造型多變，有桃形、如意雲紋、柳葉紋以及鴟鴞

紋飾等，色彩搭配豐富亮麗且刺繡紋飾繁複，其裝飾作用則遠大

於實用價值，上面的紋飾充滿祝福、保護與功名利祿期望。 

 

 

 

 

參考資料來源： 

鄭惠美、黃崇信，〈台灣客家新生兒禮俗與童裝研究計畫報告書〉。

頁 94。2016。 

典藏台灣網 

https://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32/a1/f8.html 

（點閱日期：2021/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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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幼兒揹巾 

 

照片資訊 

攝影者：白瑜楨 攝影時間：2021/2/14  

授權說明：授權 

綜合簡述 

 

與幼兒揹帶具有相同功用，是用來揹負幼兒的生活用品。早

年人們需全年無休、不畏風雨寒暑的在田中從事農業生產，無法

長時間待在家中看護嬰幼兒，人們為了方便能在照顧孩子的同

時又不會降低工作效率，因此想出各種方法來解決這種問題，幼

兒揹帶與揹巾便是最常見的物品，實際上這種生活用具也因為

它的實用性以及便利性，以各式各樣的形式沿續使用至今。使用

方法與揹帶大同小異，常見揹法為前揹式與後揹式。幼兒揹帶使

用長條狀布條以捆綁方式固定幼童，除使用者會有些許不適感

外，安全性上也有疑慮。使用揹巾可以減少肩頸的壓力，並且寬

大的揹巾除了有負重功能之外還可以遮風擋雨，為幼童增加舒

適性。 

外婆家會贈送嬰兒揹帶與揹巾當作慶生或祝滿月的禮品之

一，但是其中有一個迷信：若是希望下一胎生男的話切記不可送

揹巾，因為「巾」同音「千金」，有生女之意。 

上圖揹巾整體材質偏薄且光滑，帶有彈性，重量輕盈。布料

的四個邊角各附有一條綁帶，做結繩固定之用途。布面繡有花的

花紋，以紫色、紅色及白色做為主要顏色。下圖為棉布材質，長

40 公分，寬 29.5 公分、繩長 20.5 公分。攝影者：劉妙怡。攝影

時間：2021/2/18。授權說明：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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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來源： 

台灣母語網站 〈客家語 客家衣物〉 

http://web.hshs.ntpc.edu.tw/%E4%BB%8A%E6%97%A5%E6

%B5%B7%E5%B1%B1/%E6%AF%8D%E8%AA%9E%E6%9

7%A5/cantonese_5.html（點閱日期：2021/02/14） 

劉淑真，〈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之探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

家產業文化研究所，2016，頁 109-110。 

https://www.hakka.gov.tw/File/Attach/39701/File_75650.pdf 

（點閱日期：20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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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幼兒揹帶 

 

照片資訊 

攝影者：白瑜楨 攝影時間：2021/2/14  

授權說明：授權 

綜合簡述 

 

育兒活動從古至今一直都是家長的一大難題，在古時又顯

得更加困難。早年的農業社會，無論男女老少人人皆必須下田投

入生產作業，若丈夫長期在外工作的話，農業活動的重任更是全

落在了妻子的肩上。妻子在一邊從事農產的同時還必須顧家與

養育孩子，心不一定有於但力肯定不足，幼兒揹帶便是古人智慧

的產物。揹帶的揹負方式有許多種，前揹式、後揹式等，在那個

婦女必須進行粗重工作的時代，大多數人會使用後揹式的方式

空出雙手以方便進行各種生產。而關於揹帶的樣式，能擁有刺繡

等精細花紋是有錢人的特權，平民百姓通常使用一條堅固的長

布條以層層纏繞的方式固定孩子，便稱之為揹帶。 

揹帶也會作為滿月禮中衣物的一部份贈予嬰兒來「做滿

月」，衣服、褲、帽、披巾揹帶等各準備夏冬兩裝，表「好事成

雙」。若第一胎為男孩的話，送兩條揹帶意為「接二連三的生男」。 

上圖為幼兒揹帶，至少使用過兩代。長度長且至今仍保有彈

性。外觀是非常普通的長條狀布條，素色，沒有花紋或刺繡等裝

飾，另因年代久遠顯得有些泛黃。下圖揹帶長 180 公分，寬 16.2

公分。攝影者：劉妙怡。攝影時間：2021/2/18。授權說明：授權。

長:180 公分。 

 

 

 

 

 



 

34 

 

 

參考資料來源： 

台灣母語網站 〈客家語 客家衣物〉 

http://web.hshs.ntpc.edu.tw/%E4%BB%8A%E6%97%A5%E6

%B5%B7%E5%B1%B1/%E6%AF%8D%E8%AA%9E%E6%9

7%A5/cantonese_5.html（點閱日期：2021/02/14） 

劉淑真，〈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之探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

家產業文化研究所，2016，頁 109-110。 

https://www.hakka.gov.tw/File/Attach/39701/File_75650.pdf 

（點閱日期：20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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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竹碗 

 

照片資訊 

攝影者：白瑜楨 攝影時間：2021/2/15  

授權說明：授權 

綜合簡述 

 

人們生活中食衣住行缺一不可，隨之也衍生出許多有助於

或式方便進行活動的生活器具。製造這些物品時通常會根據當

地或自身的風俗民情、信仰或生活習慣等製作，大多就地取材。

此碗最早在自家使用已知約為五十多年前，然從何而來、如何製

造與其價值已不可考，有待探究。此碗質地輕盈、方便拿取，開

口大而碗淺，不適合盛裝液體，而木製物品不怕碰撞摔落且具隔

熱效果，在自家早年是拿給幼童專用，現已不在使用。 

上圖是以竹子或細緻的木質材料等植物纖維拼接而成，褐

色。質地輕盈，表層觸摸起來具有紋路感。敲擊聲聽起來像塑膠

製品，碗壁薄，已有些微裂痕。 

 

 

 

 

 

 

 

 

 

參考資料來源：口述訪談  

報導人：黃素青女士 

採訪人：白瑜楨 

採訪日期：202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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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收涎以及開騷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劉妙怡 攝影時間：2012/7/10 

授權說明：授權 

綜合簡述 

 

傳統習俗中會在嬰兒滿 4 個月時舉行「收涎」儀式。將餅

乾或是麵包使用紅線，以 12 或 24 為單位串在一起後，圍在嬰

兒頸上，請長輩依序剝下餅乾吃一塊後，在孩子的嘴邊擦一擦，

說出祝福的吉祥話或是唱些收涎歌謠，目的在祝福嬰兒可以聽

話懂事、平安長大，並且不再流口水了，俗稱「做四月日」。做

四月日完後接下來最重要的禮俗便是周歲，客家人稱「做對歲」，

這時才會為孩子正式慶祝生日。作對歲不外乎宴請賓客、抓周、

親友送禮等，最特別的是長輩會為孩子掛上傳統銀製鎖牌，期望

能鎖住孩子的命。這是客家孩子最具有祝福意味的生日，往後直

到 50 歲之前客家人都不再慶祝生日。 

 

 

參考資料來源：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1 年 5 月），頁 306-307、328-329。 

客家文化資產數位網 習俗篇 

https://hch.hakka.gov.tw/archive.asp?MType=2&ID=2&SID=6

4 （點閱日期：2021/06/25） 

簡榮聰，〈台灣傳統的生育民俗與文物〉，《台灣文獻季刊》42

（2）頁 19-20。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

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點閱日

期：2021/06/25） 

https://hch.hakka.gov.tw/archive.asp?MType=2&ID=2&SID=64
https://hch.hakka.gov.tw/archive.asp?MType=2&ID=2&SID=64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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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收契子文化（香火袋） 

 

照片資訊 

攝影者：白瑜楨 攝影時間：2021/2/15  

授權說明：授權 

綜合簡述 

古時由於醫療知識與資源不足、生活環境貧困，身體脆弱的

幼童夭折率非常高，早期人們為了保證孩子能平安長大，衍生出

許多儀式或習俗，如將孩子拜給神明做「契子」的契子文化。請

神明收義子的文化，除了有祈求神明能保佑孩子順利長大之外，

另一層意義是婦女希望請神明分擔一些教養的壓力，因為若是

神明的孩子真的遭遇什麼差錯，家族指責母親的同時似乎也責

備到了神明，則不太好直白的怪罪。 

收契子習俗至今仍然盛行，最常拜的「契父母」多為關聖帝

君、觀音菩薩或媽祖等，也有讓命根基弱的小孩拜大樹公（旺）

石頭公（硬）等的。認契子儀式大多在神明的生日時舉行，以擲

茭等方式確認神明是否願意收孩子，然後給孩子戴上香火袋（早

期多為以紅線穿過銅錢，稱「帶絭」）或其它項鍊儀式便告完成。

義子則常定期回到寺廟祭拜、答謝守護神，直到十六歲脫去護

符，稱「脫絭」，據說有成年禮的含意。 

由紅線綁著的黃色塑膠小袋，戴上印有太極陣與契神的名

字，袋內放置寺廟主神押印的符令，用以祈求契子平安健康。 

 

 

參考資料來源： 

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民俗篇】〉，《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2001 年 5 月），頁 306-307、328-329。 

簡榮聰，〈台灣傳統的生育民俗與文物〉，《台灣文獻季刊》42

（2）頁 19-20。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

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點閱日

期：2021/06/25）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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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奶瓶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國家文化記憶庫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11000037598&IndexCode=MOCCOL

LECTIONS （點閱日期：2021/06/25）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對於還不會使用器具自行進食的嬰幼兒最常見的餵哺方式

便是母親親自授以母乳，人們為了增加餵哺嬰兒的便利性經常

發明許多器物加以輔助，奶瓶便是這些發明中使用最為廣泛的

器物。早在約七千年前的歐洲便已有陶製奶瓶般的器物出現，擁

有寬廣的壺身與狹窄的壺嘴，推測便是用以盛裝動物奶來餵哺

嬰兒的「奶瓶」。中世紀時有製作成牛角形狀、以皮革製作奶嘴，

由大人負責控制流量的牛角狀奶瓶；大約十六、十七世紀時的歐

洲，奶瓶種類漸多，不乏已錫、銀來製作，也漸出現了附加蓋子

的瓶類。十八、十九世紀開始，玻璃奶瓶漸成形，有形塑成香蕉

狀、兩端開鑿小洞以利空氣流入的設計，還有套上了橡皮管以供

嬰兒獨自吸食的瓶子等等，最重要的是現今最常使用的直立式

奶瓶與橡膠奶嘴也在這個時期問世，並逐漸演變至今。 

台灣早期民生器物多由陶、瓷器做成，玻璃屬珍稀進口品，

直到日治時期才引進玻璃產業。玻璃治日常用品漸漸普及後便

出現了玻璃奶瓶以餵養嬰兒。此時透明躺式玻璃奶瓶與透明雙

頭香蕉型躺式玻璃奶瓶等各式奶瓶出現，造型有利於傾斜餵哺

嬰兒，瓶身上設計的小孔有助於母親控制奶的流量，奶瓶的設計

也便於清洗。 

 

參考資料來源：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1&RNO=

MgAwADAANAAuADAAMgA4AC4AMQAwADEAMwA= 

（點閱日期：2021/06/25）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1&RNO=MgAwADAANAAuADAAMgA4AC4AMQAwADEAMwA
https://collections.culture.tw/Object.aspx?SYSUID=11&RNO=MgAwADAANAAuADAAMgA4AC4AMQAwADEAM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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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開襠褲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每日頭條  

https://kknews.cc/history/m22km59.html （點閱日期：2021/06/25）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開襠褲在東亞地區歷史淵遠，自古流傳，開襠褲顧名思義便

是胯間部位沒有布料的褲裝，以中國來說，開襠褲原為每日需辛

勤忙碌從事粗重工作的農民為能方便活動又能兼具保護下半身

的功能，並且能快速解決生理需求而發明出的男女兼用的衣物，

後成人漸不再使用，逐漸轉為嬰幼兒專屬衣物。 

前人認為這種胯部簍空的設計除了可以讓寶寶的私處透氣

通風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為了方便讓還不能自行控制大小便的

嬰幼兒能隨時隨地「就地解放」，如此便不會弄髒衣物，省去清

洗的麻煩。開襠褲也是外婆送給外孫的慶生禮衣物之一。 

雖然穿著開襠褲有以上優點，不過，股間沒有布條就等於少

了一層保護，也使的幼童更容易受傷、遭到異物入侵感染等，有

一定的風險存在。以現今醫學角度觀看這種衣物則很明顯是弊

遠大於利，因為寶寶活潑好動，胯間缺少保護很容易受傷感染；

再者，嬰兒也需要給予尊重，讓寶寶的私處暴露在外除了不雅觀

外，也會對寶寶將來的自尊產生影響。 

參考資料來源： 

簡榮聰，〈台灣傳統的生育民俗與文物〉，《台灣文獻季刊》42（2）

頁 19-20。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

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點閱日

期：2021/06/25） 

劉淑真，〈六堆客家傳統生育禮俗之探究〉，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客

家產業文化研究所（2016），頁 109。 

https://www.hakka.gov.tw/File/Attach/39701/File_75650.pdf 

（點閱日期：2021/06/25）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https://www.hakka.gov.tw/File/Attach/39701/File_7565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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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客家童謠 

 

照片資訊 

圖片來源：陳念波部落格 

http://nienpochen.blogspot.com/2008/01/hakka-short-rhyms.html 

（點閱日期：2021/06/25） 

授權說明：未授權 

綜合簡述 

早年社會並不是人人都能識字，造成許多故事、歌謠都只能

經過口耳相傳的方式流傳下來，歷史悠久，雖缺乏考察根據，但

也因此能保存住那個年代的純真美好，客家童謠便是極佳的例

子。 

「歌謠」，「歌」中會帶有情緒起伏，有時搭配上樂器伴奏；

「謠」為清唱的聲音，歌中包含謠，先有語言的念誦，而後才有

歌唱的童謠。童謠的產生可以有許多原因，或許是紀錄生活日常、

或許遭遇奇聞軼事，亦或許只是為了告誡嚇阻晚輩。古時人們敬

畏天地鬼神，在對於某些事情感到不解時會以自身經歷求得一個

滿意的解釋，並藉且由傳唱等方式世世代代傳承下來後，就變成

我們今日所熟悉的那些童謠了。如「天公落水」、「月光光秀才郎」、

「伯公伯婆」等，因為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顯得生動活潑。 

 

 

參考資料來源： 

曾瑞媛，〈客家童謠的文化特質〉，《育達科大學報》26，頁

207-208。 

曾瑞媛，〈客家童謠之發展研究〉，2017，頁 24-25，31-34。 

簡榮聰，〈台灣傳統的生育民俗與文物〉，《台灣文獻季刊》42（2）

頁 19-20。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

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點閱日

期：2021/06/25）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https://www.th.gov.tw/new_site/05publish/03publishquery/02journal/01download.php?COLLECNUM=40104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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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育兒習俗與文物普查資料表 

文物名稱 膽石 

 

照片資訊 

攝影者：劉妙怡 

攝影時間：2021/2/18 

授權說明：授權 

綜合簡述 

 

在客家人的習俗當中，在寶寶第一次洗澡時會在洗澡盆中

放入所謂的膽石，也稱之為「洗三朝」，因為通常是在寶寶出生

後的第三天進行，所謂“三朝湯洗的早，一生勤快無煩惱”，有

赤孩見水大之說，在洗前寶寶的父母要殺雞敬神，或將小孩拜寄

在某些菩薩名下，以圖個吉利，而洗三朝的儀式通常是由家中年

長的婆婆、奶奶進行，在洗時會邊唱道：“先洗腦，後洗面，洗

得老弟拉拉健” “前拍拍，後拍拍，日日洗湯日日發” “洗

洗頭，做王侯，洗洗身，做做富翁，洗洗手，富貴榮華全部有，

洗洗腰，一輩比一輩高，洗洗腳，身體健康唔食藥”，在有些地

方甚至也會在這天開宴請客；而膽石的挑選需選一個圓潤飽滿

的鵝卵石，大小和小寶寶的心臟差不多大，並非越大越好，然而

石頭的來處的其實很多都是由家長去河邊挑選適合石頭回來，

並非用買的。 

 

 

 

 

 

 

參考資料來源：口述訪談  

報導人：邱瑞鳳女士 

採訪人：劉妙怡 

採訪日期：2021/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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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祖母假說」驗證 

 

  我們從「台灣歷史戶口調查簿資料庫」中篩選 1905 至 1939 年在 6 個研究點

出生的孩童，並觀察他們 0-5 歲的家戶狀況，以進行「祖母假說」的驗證。分析

死亡風險的變項有兒童性別、出生狀況（婚生和非婚生）、雙胞胎、出生間隔、

兄姐存殁、母親的分娩年齡、家戶社經地位、種族等，我們探討因這項變項而導

致死亡的風險。此外，這 6 個研究點也呈現城市和農村地區之別，「祖母假說」

則由父母同居與否、祖父母同居與否、出生序和兄弟姐妹組成等變項分析，為了

評估這些變項的影響，我們選擇 Cox 風險模型。 

 

本研究為了解客家地區兒童死亡風險與「祖母假說」之間的關聯，我們僅選

擇在當地出生，登記並居住在其原籍家庭中的嬰兒，直到死亡或 5 歲生日，以先

到者為準。若沒有這一條件，我們就無法分析兒童死亡風險與家戶組成間的關係。

在本研究中必須忽略被收養者，但是鑑於收養的頻率，我們建議關於被收養孩子

的死亡風險與家戶組成值得另行單獨研究。最終，本研究總孩童人數有 25,208 人

出生和 4,566 人死亡。以性別區分，則有 1,2689 男童出生和 2,509 男童死亡；有

12,519 女童出生和 2,057 女童死亡。 

 

  表 26 為 0-5 歲的孩童死亡風險分析，表中呈現男童的死亡風險較女童高且

顯著，母不在或父不在的因素相較於有父、有母者，也都達到顯著死亡風險。唯

在祖父母變項上，並未驗證「祖母假說」，反之，有外祖母在的孩童，其死亡風

險較沒有外祖母的孩童高。是否有大 10 歲以上的手足並未是影響孩童死亡風險

的因素，但若有兄姐於 1 歲前死亡，則該孩童的死亡風險較高，是一顯著因素。

相較於生育間隔多於 16 個月的孩童，生育間隔少於 16 個月亦是造成較高死亡風

險的顯著因素。關於家戶社經地位的影響則較多變，相較於無技術家戶的孩童，

菁英家戶的孩童死亡風險較高，然而白領階層家戶和農夫家戶的孩童則死亡風險

較低。在這個模型裡，母親的生育年齡和孩童出生時的身份別（婚生子、非婚生

子）並不是顯著影響死亡風險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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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s for children mortality (0-5 years old) 

Variable 
Hazard 

Ratio 

 

Gender    

Girls (REF.) 1.000  

Boys 1.114 *** 

Elders composition   

Mother absent  2.627 *** 

Mother present (REF.) 1.000  

Father absent 1.278 *** 

Father present (REF.) 1.000  

Maternal grandmother present 1.027 ** 

Maternal grandmother absent (REF.) 1.000  

Paternal grandmother present 0.930  

Paternal grandmother absent (REF.) 1.000  

Maternal grandfather present 0.896  

Maternal grandfather absent (REF.) 1.000  

Paternal grandfather present 0.976  

Paternal grandfather absent (REF.) 1.000  

Sibling composition   

Having brothers and adopted brothers aged 10 years or older 0.961  

Having no brothers and adopted brothers aged 10 years or older  1.000  

Having sisters and adopted sisters aged 10 years or older 1.028  

Having no sisters and adopted sisters aged 10 years or older 1.000  

Previous sibling dies before first birthday 1.348 *** 

Previous sibling do not die before first birthday 1.000  

Mother’s age at giving birth   

<20 0.963  

>35 1.051  

Unknown 0.973  

Between 20 and 35 1.000  

Birth interval   

<16 months 1.252 *** 

>24 months 0.956  

First born 0.963  

Between 16 and 24 months 1.000  

Social Economic Status   

Elite 1.2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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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collar 0.799 *** 

Small capital owner 0.957  

Higher skilled workers 0.798  

Farmers 0.788 *** 

Lower skilled workers 0.883  

Unskilled workers 1.000  

Unknown 0.743 *** 

Birth status   

Illegitimate 0.932  

Legitimate 1.000  

Note: 1.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Significant at the .01 level; *Significant at 

the .05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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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旨在討論 20 世紀初期台灣客家育兒習俗與祖母假說之研究，並以新竹

（竹北、北埔、峨眉）和臺北（淡水、大稻埕、艋舺）的 6 個研究點進行區域

與族群因素之比較研究。本研究發現，客家育兒習俗雖與閩南育兒習俗有相似

處，但仍有其特殊性，多與居住場域和經濟行為有關。我們以 0-5 歲的孩童存

殁與家戶組成驗證祖母假說。總結來說，我們研究結果並沒有支持「祖母假說」。

數據分析僅能提供一個社會現象的樣貌，何以形成及如何因應則有待回到文獻

分析與田野調查的質化研究。此外，單親家庭對嬰兒死亡風險具有重要影響力，

唯表 2 無法呈現單親爸爸或單親媽媽在嬰兒死亡風險上的影響，且外文文獻對

於此議題之討論豐碩，值得另文一併討論與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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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llections.ncfta.gov.tw/pages/product/view.aspx?id=11200404231 （點

閱日期：2021/02/13）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藝基因庫：竹編， 

https://www.ntcri.gov.tw/dnatypelist_196_10.html （點閱日期：2021/02/15）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 

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Search01.aspx?a=112 （點閱日期：

2021/02/15） 

國家文化記憶庫 

https://memory.culture.tw/Home/Detail?Id=11000037598&IndexCode=MOCCO

LLECTIONS （點閱日期：2021/06/25） 

壹讀 

〈客家人的洗三朝，你還記得麼？〉，http://read01.com/ggoA0m0.html （點閱

日期：2021/5/30） 

傳統工藝數位博物館 

https://crafts.ncfta.gov.tw/home/zh-tw/Bamboo1 （點閱日期：2021/02/15） 

新北市客家民俗信仰館  

https://www.hakka-beliefs.ntpc.gov.tw/files/15-1001-2477,c186-2.php?Lang=zh-

tw （點閱日期：2021/5/30） 

新北客家數位館 

https://www.hakka-digital.ntpc.gov.tw/files/15-1003-554,c138-1.php（點閱日期：

2021/02/18） 

新竹縣竹北市公所  

http://www.chupei.gov.tw/home.php 

 

https://thcdc.hakka.gov.tw/1241/1258/7373/8039/post
http://read01.com/ggoA0m0.html
https://www.hakka-beliefs.ntpc.gov.tw/files/15-1001-2477,c186-2.php?Lang=zh-tw
https://www.hakka-beliefs.ntpc.gov.tw/files/15-1001-2477,c186-2.php?Lang=zh-tw
http://www.chupei.gov.tw/home.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