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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序章序章序章  時間與客家祭祀時間與客家祭祀時間與客家祭祀時間與客家祭祀 

 

 

就現代而言，一般提及「時間」，大多可能會不假思索地去看標示

時間的物品，諸如鐘、錶、行動電話等所顯現的分秒移動，或者月曆

上的日期嬗替。而在未有如此多樣的文明產物出現前，「時間」刻痕依

舊不變地劃落在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更移與四時季節變化。只是在本

研究中當「時間」遇上客家之際，其所謂「時間」，並非純自然界的天

文星象探索，而是指客家此一族群身處於自然時序流轉之間，如何展

現其人的時間認知與觀想。並且不論是世界哪一族群，這樣的人文時

間表現，一言以蔽之，即是吾人常云的「歲時」。 

儘管日升月落的自然天文律動舉世同一，但論及歲時，並非地球

各處皆然，而是有其生成的人文與環境背景。由於客家所屬為漢族之

一的文化集團1，因此這裡所言的歲時基準，即是含括客家這小傳統的

漢族大傳統中的人文時間構成。循此，就漢族搖籃地的中國，一解當

地歲時之意涵與形成演變的歷史軌跡，即能掌握其歲時的基本組成與

性質。關於中國「歲時」的字義和歷史起源的論析，在《歲時—傳統

                                                 
1
 漢族的下位集團，這裡使用「文化集團」一詞，其定義採梁肇庭先生的界定。他認為無論是否有意識地保有的共通的文化、傳統的集團，即可稱作「文化集團」。（Sow-Theng Leong  Migration and Ethnicity in Chinese history：Hakkas, Pengmin, and 

Their Neighbor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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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眾的時間生活》2小書中有簡要又不失詳實的敘述。特此摘錄如

下明之： 

      「歲」，在甲骨文中已經出現，其字形像一把石斧，據古文

字專家考證，「歲」是上古的一種斧類砍削工具，卜辭中將殺牲

稱為「歲」，以工具名指稱某項行為這是古代通常的習慣更主要

的「歲」還是一種收獲農作物的工具當時是一年一熟制，每年

才收獲一次。收獲之後，人們要殺牲祭神，「歲」成為一種祭祀

名稱。這種每年一度的豐收祭祀慶祝活動，將自然時間分成了

不同的時間段落。因此，歲收之「歲」與歲祭之「歲」就逐漸

成為特定的時間段落標記，歲也就轉變為年歲之歲，甲骨卜辭

「癸丑卜，貞：今歲受禾，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郭沫若

《殷契粹編》第 896 號科學出版社 1965 年版）。與歲相關的年，

同樣起源於農作物的生長周期，《說文》：「年，穀熟也。」……

歲與年都是指代一個特定的時間長度，雖然在古代略有區別，

歲以節氣一周為標準，如冬至到冬至，立春到立春，夏至到夏

至等。年以月亮圓缺的次數為基礎，即通常所說的陰曆。歲、

年的時間長度是不一致的。為了便利於定居的農業生活，先民

很早就發明了陰陽合曆的辦法，以閏月的方式協調月份與季節

的關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尚書•堯典》）。這裡的「歲」

就是指年度周期。年在後世不是簡單地月數迭加，它是與節氣

                                                 
2
 蕭放，《歲時—傳統中國民眾的時間生活》，北京：中華書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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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的產物，我們從《月令》以及後世曆法的節氣與月份的對

應中很容易地明白這一結論。正是這樣一種以時季為核心、陰

陽合曆的曆法性質，決定了中國歲時文化的特性。……時，指

自然季節。中國人很早就有「時」的感受，甲骨文已出現了「時」

字。《說文》：「時，四時也。從日，寺聲」。時從日，時的變化

與日有關。……在上古時期，作為節候之「時」的劃分還較為

簡略，開始只有春、秋二時，這與人們的謀生活動及氣候的感

受相關。從氣候上講寒來暑往，暑來寒往的氣候變化，易於使

人們有寒暑二時的經驗，「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周易•系辭

下》）；從謀生活動看，人們在採集與農作經濟的生活形態下產

生一年兩季的時節劃分，春、秋的古字形義都與植物或農作物

相關，植物的春生秋殺，農作物的春種秋收，強化著人們的時

季觀念。四時的出現大概在商周時期，它與四方的空間方位有

著內在的關聯。通過空間的物候變化，把握時間的自然流動，

這是上古歲時發生的重要途徑3。 

由上述的中國歲時發生的考證，除了清楚得知其歲時源起的雛

形，以及日後的歲時亦隨之逐漸定調完成的演進，更重要的是，透露

出歲時的三重結構性質，即歲時的產生是因為農耕所需而對時間的留

意，並且以慶祝農作物收成的祭祀活動作為時間段落的標識，因此可

以說歲時是由農耕、時間與祭祀三面向層層相疊的三重結構所組成。

                                                 
3
 蕭放，《歲時—傳統中國民眾的時間生活》，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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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論日後農耕的維生型態是否有其消長或轉變，但不變的是，

在祭祀中所體現的時間感。換言之，時間表現在各種祭祀上，什麼時

間有什麼樣的祭祀，甚至古人所謂的時間，幾可說是以祭祀的時間為

依歸與準則，也因此時間與祭祀的高度連結是歲時最具特性的表徵。

基於此，當本主題聚焦於客家的時間觀探析時，從其祭祀著眼成了不

二首選。 

本次研究定格之祭祀，是依一般辭典裡所言「祭神祭祖，統稱祭

祀。」4的定義。而談及的客家，其指為南台灣耳熟能詳的六堆客家。

在未進入主題之前，先粗略總覽台灣客家的祭祀研究情形。關於台灣

的客家祭祀，因為台灣北部與南部的客家民情的差異表現，而有「北

義民•南伯公」的態勢發展。 

所謂「北義民」，指的是北台灣的客家在義民信仰的建構與重視。

其研究者，尤以在地的研究者為甚，在探析北台灣客家社會形成與祭

祀的關係連結時，義民的祭祀或信仰，頓時成了發燒與必究的主題。

2005年由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標題為「義民信仰與客家社

會」的研討會，並將與會的論文集結出版同名為《義民信仰與客家社

會》5一書，其書某種程度可作為了解義民研究的取向，並且亦稱得上

是義民研究的里程碑。換言之，此書反映了當前的義民研究趨勢，即

對義民的視線焦點多放在國家意識與族群自我防衛糾葛難辨的義民之

                                                 
4
 《辭源》，遠流出版公司，1992，台灣初版十一刷，頁 1237。 

5
 賴澤涵、傅寶玉主編，《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台北，南天書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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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稱義的歷史性辨正，或義民祭祀和信仰所產生的社會性功能理

論。因此有宗教學者李豐楙先生指出，義民研究的另條溪徑是義民祭

祀本身禮儀和所具意涵等的內部探討6。 

然而，姑且不論義民研究諸多發展走向的可能性，不可否認的是，

北部客家對義民的標榜之事實與本質。反觀南台灣的六堆客家，儘管

「六堆」一詞的由來，亦是源於張褒忠義旗、護鄉土家園的民間軍事

組織，歷經多次動員而拍板定案，但幾經時間大河的淘洗，「義」的概

念，並未見傳誦發揚之跡，反倒是對大地守護神的土地伯公之崇敬與

祭祀，年復一年地被承繼下來，甚且，透過土地伯公的祭祀穩定了六

堆社會的運作，這即是謂之「南伯公」的理由所在。簡而言之，就祭

祀層面來看，義民是開啟北台灣客家社會大門的鑰匙，而欲理解台灣

南部的六堆社會，土地伯公則成了至為關鍵的代言人。 

關於六堆的祭祀以土地伯公為首的禮儀慶典，客語俗稱為作福與

完福，其之於六堆社會的關係如何，筆者已於 1999年的碩論裡首次嘗

試將六堆土地伯公的祭祀型態表現推至學術層級做初步的探究，並且

經過長期而持續的觀察，到了 2008年筆者始提出專論六堆的作福與完

福的報告書7，亦才算是較為完整地將六堆各地對土地伯公祭祀的諸般

景況析出。而據筆者理解所得，作福與完福的祭祀型態的表現，除了

彰顯客家與土地的密切依存關係，即是透露出客家對農耕的需求與重

                                                 
6
 賴澤涵、傅寶玉主編，《義民信仰與客家社會》，台北，南天書局，2005，頁 7。 

7
 詳情請參閱賴旭貞，《春祈秋報—客家六堆的做福與完福祭祀之研究》，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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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外，也由於農耕收成的好壞取決時間序列的氣候因素，即所謂的節

氣，因而造就了六堆客家對節氣的高度注重與敏感，並將此表徵反映

在作福與完福的祭祀時間上，顯而易明的例子即是其祭祀舉行日子的

擇定，依循節氣與農耕作業進度，大多訂於春、秋時節，或農閒之際

的春、冬期間。 

事實上，不僅作福和完福的農耕祭祀禮儀有時間的烙印在其中，

其實六堆客家的各種祭祀裡，時間的刻痕皆歷歷在目。舉例而言，祭

拜新墓的時間選定是以「社日」為依歸，即新墳（逝世未滿一年的新

墓地）一定要趕在社日前祭掃，舊墓則不在此限制。所謂社日是以立

春和立秋為準，往後推算第五個戊日即為春、秋社日。此外，不只在

祭祀時間的選擇上可看出六堆客家應和時序流轉的節奏，甚至在祭品

上亦清楚看見時間的表徵與解釋，不論是用於祭祀的米製粄類食品，

或金銀紙的使用。諸如此類，在祭祀上看見「時間」的蹤影的例子所

在多有，由此時間之於六堆客家祭祀的重要性可見一斑，或者反過來

說，從祭祀可看到六堆客家的時間觀。然而，藉由祭祀來觀察時間之

於客家的課題探究卻付之闕如，因此本計畫即是嘗試從含括祭神、祭

祖的歲時禮儀和農耕禮儀兩大祭祀範疇來傾聽六堆庶民大眾在祭祀中

與時間的對話，藉此映見出客家文化本質之一的構成。 

本研究的章節安排分別是，序章對時間與客家祭祀關係的淺述，

以及揭櫫研究課題的聚焦所在與展開理路。第一章則是試圖打開六堆

歲時節令的圖像卷軸，一覽常民生活的時間律動景象。並且，針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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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歲時律動中的變奏曲目—六月之「半年圓」民俗，在六堆部分地區

流佈的情形作一初步的試探。第二章嘗試就農耕禮儀方面來觀察六堆

客家在農耕為訴求主軸展開的祭祀活動中所表現的時間觀。而主要分

析盛行於六堆，以土地伯公為祭祀核心的作福完福慶典在其各堆的展

現型態與時間表現。終章除了總結前述兩章關於歲時和農耕祭祀禮儀

中所透露與時間對話的種種之外，並試圖指出這些對話裡延伸的可能

話題和未竟課題。換句話說，嘗試藉由祭祀與時間的對話牽引出解構

客家深層文化的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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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歲時禮儀的時間構造歲時禮儀的時間構造歲時禮儀的時間構造歲時禮儀的時間構造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六堆六堆六堆六堆歲時節令的律動歲時節令的律動歲時節令的律動歲時節令的律動 

在尚未一展六堆地區的歲時圖像前，首先說明歲時何處尋得，無 

庸置疑，歲時節令是存於民眾生活中，也因此最直接獲知一地之風俗

的方法，便是實地觀察。但若因人力、時限，而無法踏遍各地，那麼

要從何處得知地方的民俗呢？這時，研究者便多要倚仗地方志中有關

風俗的描述。但別因此認為地方志就是了解一地之風土民情最好的導

覽書。 

    事實上，以地方志的書寫體例而言，通常最小記載區域範圍是到

縣，故多名為某某縣志。既是一縣之志，其記事便鮮少下至鄉或村的

單位。也因此有關地方的風俗記載，便以縣為單位，而不論縣以下鄉

或村的實況，因此地方志中關於風俗的記載，易失於粗略。 

    另外，也還是因為地方志的體例，而拘限了編著者的編寫風格，

近幾乎地方志皆有一定的書寫格式，時而不僅格式千篇一律，甚至連

內容也多有承前人所述的地方志。這在風俗的記載上尤為明顯，往往

將全境的風土民俗一概而論之外，甚至依循他縣地方志的風俗描述，

漠視自己縣內的真實狀況。總以為萬宗不離本，中國的風俗放諸四海

皆然，也因此地方志裡的風俗記載，易失於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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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上述地方志中有關歲時記載所呈的現象，日本人類學者瀨川

昌久先生已為文詳論過，其將不同時期所編修的同一地方志，細緻地

比對並參照了同屬一區，但範圍更大且纂寫時間更早的地方志，結果

關於歲時的記載形式皆趨於上述的地方志編寫風格1。 

    雖言地方志中有關歲時風俗的記載常流於概化，又多有因此產生

謬誤之處，但仍有其參考的價值。基本而言，地方志中所述的風俗是

一個地方文化基準。只是在參考此一標準值時，必須留意一問題。即

若要苦追漢族內的地方性與各方言群之不盡同風又異俗，然地方志往

往將漢族的風俗習慣統而言之或以縣為單位，不再細分是屬何方言群

之歲時風俗，教人無從更進一步得知方言群的習俗。因此通常研究者

必須先了解該地是屬漢族中的哪個方言群，這時實地調查更顯其在民

俗研究課題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即除了參酌研究對象的相關地方志

書外，更須有實地調查的確認，方能得出其風俗民情的實相。儘管如

此，總的來說，地方志因其所屬為地方層級的記錄性質，是以仍不失

為研究一地方習俗的必備入門索引。換言之，地方志在探索一地風情

時，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參考價值的工具書。 

一如上述所言，地方志所描寫之歲時風俗往往過於籠統和一致

化，也無法特別顯像地方方言群之習俗，因此除了以地方志作為調查

地方風俗的參考基準外，實地調查是必要的。並且藉由實地調查的限

                                                 
1
 瀨川昌久，〈廣東漢族の文化的多樣性—本地人と客家の年中行事を中心として〉，竹村卓二編《儀禮、民族、境界—華南諸民族「漢化」の諸相》，風響社，1994，頁

20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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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區域，方能留心於文化的地域性，進而具體描繪出地域風俗。 

基於地方志特性的考量，在尚未以地方志作為六堆歲時圖的檢索

前，先以實地調查所得之與歲時息息相關的當地配合季節時令的農家

行事，作為了解六堆歲時的底色鋪陳。 

 

一一一一、、、、節氣與農家行事節氣與農家行事節氣與農家行事節氣與農家行事 

    一年中依陽曆的時節變化分有二十四個節氣，十二個月中，平均

一個月的上旬與下旬各有一節氣，從一月開始分別是，小寒、大寒、

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

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

大雪、冬至。 

一般農家的耕種行事雖依農曆時序，但也配合節氣之流轉。而歲

時節令的出現，即是由節氣與農家行事兩相運作而生。因此要一窺歲

時節令的面貌，則須先了解農家一年的作息。以下，即以六堆的佳冬

地區之農家行事作一簡例瀏覽2。 

稻作一年有二穫，其間的耕種行事，在農曆十二月初時即要插秧，

而所用之秧苗，是約在冬至前十天所播的稻種，農家固定在冬至前十

天左右播種。並以冬至出現在農曆十一月的上旬或下旬，來判定今年

的氣候溫暖與否。而氣候的暖和與否，又關乎於所播之秧苗的長成，

是故有一農諺如此說道「冬至在月頭，少秧不用愁；冬至在月尾，少

                                                 
2
 關於佳冬農家行事的資料多來自筆者母親葉見妹女士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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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不知追。」其意是指，若今年的冬至此一節氣在農曆的月初，今年

氣候一定溫暖，有助所播稻種的發育，而無須擔心插秧時秧苗會短缺，

但若冬至在月末，天氣較寒冷，不利稻種的長成，屆時要插秧時，則

擔心無秧可插。 

插秧過後的約莫二十天後，就要開始忙著除田裡剛長出的新草，

接著，噴灑農藥以防蟲害，再來，拔除田中長高了的雜草，並反覆施

上四至五回的肥料，到了農曆三月初稻禾已紛紛結穀，一個月後，即

農曆四月收割。也因此，此穫稱為「四月禾（或四月冬）」。 

「四月禾」約在四月底前收割完畢，就等約在四月二十六日至五

月節（即是五月五日的端午）左右會來的雨水。雨水來後，隨即「做

田」（即犁田、整地等農事，客語稱做田），之後，又如前述的農事，

插秧→除草→噴藥→除草→施肥→結穀→收割。其間七月半較清閒，

農家人便裰補布袋，以備農曆八月十五日左右收割時之需。而此穫所

需的時間較短，是因為天氣較炎熱，稻子較快成熟之故。 

稻穀一收割完，馬上就得種豆，而且最好趕在陽曆十月十日（雙

十節）前種，因為雙十節前所種的豆，長成好，豆實較飽滿。也因此

緣故，其時的農田情景，常是前頭忙著收割稻穀，種豆的尾隨於後趕

種下豆種。 

附帶一提，這期的稻穫又稱為「十月冬」，是因為更早以前，農家

一整年的農事，通常只有一年兩穫的稻作，在不趕種陽曆雙十的雜糧

豆類的年代裡，這期稻作的開始時間是在「四月禾」收割完的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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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後，即農曆六月末時。在此休耕的時間裡，農家會在田裡播下充

做肥料的「青仔」植物。六月底時又是一連串的做田、插秧、除草等

農忙，之後，農曆十月即能收成，故此期的稻作稱為「十月冬」。 

 

二二二二、、、、歲時歲時歲時歲時一覽圖一覽圖一覽圖一覽圖 

    本文採用地方文獻作為描繪高、屏兩地客家的一般歲時圖像之依

準。所援引的文獻有二，分別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陳文達編寫的

《鳳山縣志》3和民國六十二年（1973）鍾壬壽編著的《六堆客家鄉土

誌》4。 

為何引用陳文達之《鳳山縣志》為歲時一般像的參考值，除了清

朝的鳳山縣，所指即是現在的高、屏兩地之原因外，尚有一重要因素。

雖然地方志中的歲時所記的風俗，多是不分客俗或閩俗，而是統視為

臺灣漢俗載之。但陳文達的《鳳山縣志》中，關於歲時的敘述時，有

一特別處，即在〈歲時〉一節後，附加有「至於客莊，亦多內郡之人，

故儀文不至大相遠云。」5的說明。因有此文句的說明，故採陳志的歲

時記載，作為本文的歲時參考值之一。 

    至於採行鍾壬壽所編著的《六堆客家鄉土誌》的原因，已不言而

明。無庸置疑，《六堆客家鄉土誌》所載皆為關於六堆地方之風土民情。

                                                 
3
 陳文達，《鳳山縣志》〈歲時〉，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編印，1993，頁 85-87。 

4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常青出版社，1973，頁 316-318。 

5
 陳文達，《鳳山縣志》〈歲時〉，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編印，1993，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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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點必須說明的是，由於鍾壬壽先生為萬巒人，因此地緣之故，

其編著的《六堆客家鄉土誌》之觀點可說是從萬巒出發，換言之，其

鄉土誌內關於萬巒地區的描述，即較為詳細與豐富。尤其，所述之六

堆歲時，大抵為萬巒的風土民俗。 

    另外，採行十八世紀初的陳志和二十世紀中葉以後的鍾誌作歲時

比對，雖然兩志編撰時間上有一大落差，加上編寫者本身撰寫的心態、

角度和方法各異，皆影響到歲時記載的內容表現和詳實度，但是縱看

歲時的歷史發展演繹和其內容結構，會發現實際上歲時自漢魏時期定

型6以後，歷經漫漫時間，其應景內容或有增減、消長，然其歲時的主

軸卻因為氣候和農耕型態的一致，而保持高度的穩定性，加之，此番

所採用的兩志所記之歲時皆同屬一地域，故而引之作此比對是有意義

且恰當的。以下即先就兩志書對歲時的記載列表比對，進而再就其細

部檢視之。 

 

 

 

 

 

                                                 
6
 蕭放在其《歲時—傳統中國民眾的時間生活》一書中溯源中國歲時的發展提到，「中國節日文化傳統悠久、綿長，早在漢魏時期就形成了中國傳統節日的主要形態，唐宋時期進一步豐富與完善，直到明清仍傳承著這一節日形態。」（北京：中華書局，

2002，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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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鳳山縣志鳳山縣志鳳山縣志鳳山縣志》》》》與與與與《《《《六堆客家鄉土誌六堆客家鄉土誌六堆客家鄉土誌六堆客家鄉土誌》》》》的歲時的歲時的歲時的歲時 

月月月月

份份份份    

康熙五十九年康熙五十九年康熙五十九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172017201720））））《《《《鳳山縣志鳳山縣志鳳山縣志鳳山縣志》》》》

（（（（陳文達編著陳文達編著陳文達編著陳文達編著））））    

民國六十二年民國六十二年民國六十二年民國六十二年（（（（1973197319731973））））《《《《六堆客六堆客六堆客六堆客

家鄉土誌家鄉土誌家鄉土誌家鄉土誌》（》（》（》（鍾壬壽編著鍾壬壽編著鍾壬壽編著鍾壬壽編著））））    

元日，早起禮神、祀先畢，無貴

賤，御新衣詣親友賀歲，主人出

辛盤共款。往來交錯，數日仍止。 

 

春節當日，有些老年人吃一天

齋。也有全家吃早晨那一頓素

的，多數的人還是大魚大肉，還

有飯桌上要有蛋，客語裡叫

「春」，一方面是迎春，一方面

是「剩」的同音，寄意「有吃有

剩」，今年一樣富裕。這天最忌

口出惡言，或打罵兒女，兒媳也

獲得年假一日，廚房工作交由家

娘（婆婆）負責。吃罷早飯，便

外出拜年，逛街或看舞獅，婦女

則多成群結隊至各寺廟上香祈

福。大人小孩有些抱好運的性質

去玩博戲。 

 

 

（無記載） 年初二「轉外家」，女婿帶同妻

兒回娘家去拜年。初三、初四仍

是吃喝玩樂的日子，年初五出年

掛，商店一早開門鳴炮營業，俗

謂「火燒門前紙，各人尋頭路」。

六堆村庄是從此又開始一年的

工作了。 

    

一 

月    

    

立春，前一日有司迎春東郊，備

儀仗、綵棚前導；士女蜂集看春

以為適。 

（無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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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元，作花燈、火炮之屬。子弟

扮仙獅、竹馬、龍燈慶鄉間，主

人酬以厚禮；否則，堅辭不納也。

別有善歌曲者數輩，製如飛蓋

狀，行游市中，絲竹雜奏，謂之

「鬧傘」。各市鎮坊里神祠，必延

僧道設醮。醮畢，里眾集飯祠中。

數夜之間，又有無賴少年挾鼠炮

以角勝負，雖延燒衣履不惜也。 

 

正月十五元宵的行事，在六堆客

家庄並不時興。惟有添丁的人

家，辦牲體到神廟或祠堂去告祭

一番，還要做新丁粄（龜粄）分

贈鄰居親戚，同慶添丁之喜。就

在元宵前後，六堆各庄有「作

福」，是求一村之主的福德正神

保佑之行事。由數名公舉或輪流

擔任的「福首」主其事，以豚羊

五牲隆重祭祀，祈求今年村中老

幼平安，風調雨順，五谷豐收，

盛大些的，還要演「布袋戲」或

「皮影戲」，費用都由福首負

擔。中午宴請上壽的老輩，在福

德祠前同申慶賀。 

 

 

二 

月 

    

二月二日，鄉閭居民彷古「春

祈」，斂金宰牲、演戲祀神畢，群

飲廟中，分胙而歸，謂之「做福」。 

    

    

（無記載）    

    

三 

月    

三月三日，採鼠麷草合粉為粿薦

祖考，餘以相贈遺。不聞有士女

秉蕑之風。 

    

    

（無記載） 

 

 

 



第一章  歲時禮儀的時間構造 

 21

 清明，追薦祖先，插柳戶上。前

後日，人多墓祭，邀親朋與俱；

輿步壺漿，絡繹郊原。婦女盛服

靚妝，駕車同至墓所。祭畢，藉

草啣杯，遞相酬酢。婦人設帷車

中以飲，薄暮乃歸。 

 

清明節的掃墓，近年來為求方便

和節約，六堆鄰近的幾個村庄，

多半聯合起來選一個星期日大

家一起掃墓。 

多數人在掃墓前一天已去除草

打掃過，次日只是擺出豚、雞、

鴨、蛋、蒜頭、水果、紅粄、白

頭公粄等祭品，焚香敬酒，敬茶

了。墓頭上要攝雞血點染的黃紙

條，環墓壓銀紙十二張，閏年要

加一張，雙人墓地則加倍。今日

已有人以鮮花水果代替。酒過三

巡，焚燒銀紙，燃放鞭炮，祭禮

告畢。 

    

四 

月    

四月八日，有洗佛之會；寺之僧

尼主之。婦人多詣寺中參拜焉。 

    

（無記載） 

    

五 

月    

端午，家蒸角黍，取「陰陽包裹」

之義。服雄黃酒，懸艾及菖蒲於

門首。兒童帶繭虎，繫以五色縷。

俗鬥龍舟，遊人放□持豚酒餉

之。 

    

五月五日是端午節，也叫五月

節，原是紀念屈原的節日。這天

家家戶戶做粽子，備牲體，敬神

祭祖。六堆村庄沒有龍船競渡，

掛菖蒲喝雄黃酒的習俗也不普

遍。不過另有一樣盛行過一時的

風俗，就是端午這一天正午時，

打取新鮮井水，裝入瓶中，謂之

「午時水」，相傳可以久藏不

壞，有清涼解暑之功，也許是六

堆人用來代替雄黃酒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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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六月一日，家製半年丸，以紅麴

雜米粉為之。亦頌禱團圓之義云

爾。    

（無記載）    

    

    

    

七月七日，女兒乞巧，持瓜果、

熟豆相為贈遺。 

    

（無記載）    

    

    

    

七  

月     

    
七月十五日，作盂蘭會。以一老

僧主之。黃昏後，登壇說法，設

酒食以祀鬼，謂之「普施」。人家

亦以是日追薦祖先，與清明同其

孝享。而說者謂是日乃地官赦

罪，使赴厲壇之祭；今而祭其祖

先，是以有罪待祖先也。噫！春

露秋霜，孰無報本之思？謂以有

罪待祖先，此正所謂強詞奪正理

耳，惡足訓乎！ 

 

七月半中元節是鬼節，除祭祖敬

神外，民間有「普渡」的習俗，

對於無後裔祭祀的「好兄好弟」

給予最盛大的祭禮慰靈。家家戶

戶並做芋粄（此時產芋），歡喜

熱鬧一番。俗例於此一月不行婚

嫁。 

八 

月 

中秋，祭土地。鄉村里社悉演戲，

為費甚奢；倣古「秋報」之義也。

是夜士子會飲，製大餅，中書「元」

字，用骰子擲四紅得者，取「秋

闈奪元」之兆。 

 

中秋時分，天高氣爽，月圓明

潔，不免使人更念親情，但六堆

客家，往年似不重視此一節日，

或因祖先來台後，艱苦經營，無

假於此行事。今日人們生活水準

提高，經濟寬裕些，吃月餅看月

華的享受也漸漸風行起來，尤其

年青一輩的人，多喜愛郊遊賞月

等的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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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月 

重九日，登高；菊尊萸佩，互為

潦倒。好事作風鳶，放於曠野之

處，方言謂之「放風箏」。夜則懸

燈其上，遠望若炯炯巨星。但時

當朔風，聲近悲切，不免發「旅

人思歸」之興耳。 

 

（無記載）    

十 

一 

月 

十一月冬至，家家作米丸祀神。

祭畢食之，謂之「添歲」；即所謂

「亞歲」也。 

 

六堆客家人到了冬至都要吃圓

粄（即湯圓）。說是吃了圓粄又

多了一歲，有天增歲月人增壽的

意思。湯圓也象徵一家的團圓。

冬至又是進補的季節，四物湯燉

番鴨被認為是補一年的補品，天

冷的季節，一家團圓圍爐當是人

生最大樂事。 

十 

二 

月 

臘月二十四日，俗傳眾神上天；

備牲醴以祀，謂之「送神」。二十

五日，俗傳為天神下降；家各薦

茶果如儀。至來歲正月四日復

祀，謂之「迎神」。 

 

 

進入十二月（舊曆），天氣漸冷，

月半過後，農家忙著收冬，一方

面作過年的準備；做香腸，滷豚

膽肝……，各樣臘味都在這時製

作。到了二十五日入年掛，各行

各業大發利市盡是辦年貨，購新

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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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前數日親朋持禮物相贈，

謂之「餽歲」。是夕祀先、禮神謂

之「辭年」。祭畢，舉家擁爐飲酒，

謂之「守歲」；爆竹之聲不絕焉。 

 

到了除夕，差不多一切都已辦妥

善。甜粄、醱粄……，早已蒸好。

廳上擺好香案，點上紅燭，圍起

桌圍，祖牌也要披紅。鮮花、果

盤，香案上擺得滿滿的。醱粄，

因取其「發達」之意，每個房間

都要擺置幾個。正午過後，祖先

牌位上拱奉牲體，香火繚繞，遙

請祖靈搖船掛槳，渡海光降，納

享子孫福，這是送老年。沒有祖

牌的便當天拜祭。酒過三巡，焚

燒金銀，送老年便告結束。從正

午起，鞭炮聲此起彼落，打獅、

吹新年的相繼而來。之後各家再

次打掃前後，沐浴更衣，等全家

團圓同吃年夜飯。一般習俗其後

三日不掃地。年夜飯是最豐盛的

一餐，接著守歲，大家一起吃喝

談笑，直至「奉阿公」。奉阿公

選在什麼時辰，要看當年的氣

節，多半都在夜半凌晨，氣氛至

為隆重，牲體佳肴祭品最豐。奉

阿公時的舞獅，紅包加倍大。吹

新年的也於此時來了，鞭炮更響

徹周遭，正是迎新除舊的景氣。

奉阿公後，往昔是接著吃新年的

第一餐飯，今天這種風氣已荒廢

了。 

 ※其志〈歲時〉的文後，補充說

明「至於客莊，亦多內郡之人故

儀文不至大相遠云。」    

※以上內容完全採鍾壬壽先生

的原文，但慮及重點所在，而刪

減了一小部分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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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兩志的歲時比對，可見其節令穩定度的端倪，即不論是閩

俗或客俗，由於位於同一氣候區，也都以農耕維生，是以幾乎皆在相

同月份舉行類似的節慶活動，可謂之歲時的大傳統。然而，儘管歲時

有其大傳統，仍不能忽略內部的小傳統的存在事實，亦唯有深入解明

小傳統的樣態，才能建構大傳統的實貌，這正是本研究試圖揭櫫的課

題。是以除了透過陳志和鍾誌來一覽六堆歲時即景外，為求六堆歲時

全貌的實況，在此仍必須重新檢討鍾誌所描述的僅以萬巒為主的客俗

歲時，以下即分別就其十二月、正月和三月的歲時行事予以商榷與辨

正。 

    依時序析之，鍾誌在十二月行事中提到除夕的「奉阿公」，實際上，

其正確的時間點是落在正月初一的凌晨時刻。而何謂「奉阿公」，其實

更確切的說法是「奉公王」。在六堆之一的佳冬地區，除夕夜，一到與

正月初一交接的子夜時刻，村中即有此起彼落的鞭炮聲，象徵著新的

一年的開始，謂之「奉公王」。 

至於「奉公王」的吉時如何選取，在佳冬是由其村廟三山國王廟

涓取，通常皆選在子時（深夜十一時~隔日的淩晨一時）到卯時（清晨

五時~七時）的任何時段。只是這般慎重選時奉公王，極可能是早先的

奉公王尚有祭祀禮儀進行，時至今日，有像佳冬村廟擇定奉公王吉時，

亦有民眾自家於除夕午夜十二點一過，即燃放鞭炮，迎接新的一年，

謂為「奉公王」，不行祭祀。而萬巒的鍾姓家族，則由其自家會看日子

的先生依農民曆擇吉時，原先也是子夜時刻，幾經變革，為便利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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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祖的族親，改在正月初一的清晨卯時，族親聚齊後一同祭祖，這時

刻老一輩稱「天光卯」。一如鍾家習俗，萬巒地區多在此時祭祖，因此

可能將奉公王和祭祖混同簡化，而於當地慣稱「奉公王」為「奉阿公」，

因故萬巒人多認為「奉阿公」即是祭祖，「公王」或「阿公」等同於祖

先的同義詞。 

關於「公王」所指究竟為何，依筆者的田調聽聞，一般人大多不

詳其義，在佳冬，有人或以為是天公，或指某神明，在萬巒，如上所

述，大多數人會認為是祖先。中國客家研究者房學嘉先生在其〈客家

源流新說〉一文中提及「客家民間對公王的崇拜很虔誠。公王是什麼？

民間認為是守護神，其職責是負責管理下界的鬼魂的。換言之，它是

下界陰鬼、上界神仙與陽間的代言人，而陰間可通過公王與陽間對話。

據筆者田野考察，崇拜公王實際上是崇拜巫覡的遺風」7。 

事實上，若從祭祀面觀之，公王應定格為神祇。其證據有幾項，

循上述六堆各地奉公王的內容，不論是子夜的燃放鞭炮或卯時的祭

祖，可間接臆測奉公王的原型應與祭祀有關。再者，據筆者田調所得，

從福建南靖土樓到台灣佳冬客莊，其祭祀神明處都見得到奉有公王神

位的信仰。而最直接的證明則是來自萬巒一位女性資料提供者的祭祀

經驗，其認為公王是神祇的位階，因為子夜吉時一到，迎接新年所燒

予的是神明用的金紙，而非祖先用的銀紙。 

奉公王的「公王」是否具有神格，或其身分的歸屬職司如何，是

                                                 
7
 房學嘉，〈客家源流新說〉，《客家宗族與民間文化》，香港中文大學，1996，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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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耐人尋味又值得深究的課題，這裡且暫擱不談，僅就一般民眾雖不

明所由，卻年年奉行奉公王的實踐面而言，「奉公王」的概念相當程度

投射出客家對一年開始的時間脈動認知。 

 

 

 

 

【圖 1-1】佳冬的「奉公王」時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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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中國南靖

土樓的公廳 

 

 

 

↓【圖 1-3】南靖土樓

公廳裡供奉的諸神神

位，其中包含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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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台灣佳冬楊

姓祖堂 

 

 

【圖 1-5】→ 

佳冬楊姓祖

堂內部之公

王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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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轉至正月十五前後，鍾誌提到「就在元宵前後，六堆各庄有

「作福」，是求一村之主的福德正神保佑之行事」8，而陳志亦在二月

行事提及「二月二日，鄉閭居民彷古『春祈』，斂金宰牲、演戲祀神畢，

群飲廟中，分胙而歸，謂之『做福』」9，比照鍾誌則無此項記載。再

將目光移至八月行事，陳志記有「中秋，祭土地。鄉村里社悉演戲，

為費甚奢；倣古「秋報」之義也」10，而鍾誌也無記載。事實上，相關

於春祈秋報的祭祀行事，雖不論閩客皆有類似的風俗，但「作福」11的

稱謂為客家所慣用。因此，從陳志於〈歲時〉一節後，所附加「至於

客莊，亦多內郡之人，故儀文不至大相遠云」12一詞，可知陳志當時所

描寫的場景是以閩俗為主，然而若從「做福」一語觀之，與其說陳志

所謂的「做福」是指台灣的閩俗，無寧說是客俗，更接近當時的情境。 

而且，有關作福的祭祀活動時間，亦不如鍾誌所述只在正月十五

前後舉行，就目前所知，六堆有些村落是在二月二進行，並且，六堆

許多地方，在十月農忙告一段落之後，多有舉行秋報的祭祀，謂之「完

                                                 
8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常青出版社，1973，頁 317。 

9
 陳文達，《鳳山縣志》〈歲時〉，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編印，1993，頁 86。 

10
 陳文達，《鳳山縣志》〈歲時〉，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編印，1993，頁 87。 

11
 「做福」與「作福」究竟何者較接近祭祀原義，若依客語發音之「作」有舉辦之義，而「做」較趨於手工的意味，因此，使用有舉行祭祀之意涵的「作福」較為適宜。 

12
 陳文達，《鳳山縣志》〈歲時〉，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編印，1993，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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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關於作福與完福，筆者定位為農耕禮儀，是故將於下章節中作進

一步的討論。 

時序進入到三月，其重要歲時即是清明掃墓。鍾誌描述客家掃墓

時，必須於「墓頭上要攝雞血點染的黃紙條，環墓壓銀紙十二張，閏

年要加一張，雙人墓地則加倍」13。鍾誌雖沒有再進一步說明其所以然，

但據筆者田調所得，在墓頭上放有滴染雞血的黃紙條，有一說這是客

家將掃墓名為「挂紙」的典故由來。而在墓地周圍壓十二張銀紙，遇

上閏年則加一張為十三張的意涵為何，事實上，不論是銀紙十二張或

十三張，其意義更為彰顯，即象徵一年十二個月，閏年為十三個月的

時間概念。由此，客家透過銀紙的運用所表現的時間感，不言自明。 

另外，客家掃墓尚有一項透露其時間認知的著痕，即「新地冇過

社」。其中的「社」，所指的是祭社之日，而何謂社，又幾時是社日，

據漢朝的鄭玄所注《禮記》月令注解道「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

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14。由此可知，社是指土地之神，祭祀后土的

時間即是社日。關於社日，日本學者小島毅有一解釋，其指出因為周

是屬木德的王朝，所以社日訂於甲日祭祀后土，而土德的唐朝依『開

元禮』則選用戊日，此後，無論王朝的交替，其祭日皆固定在戊日15。

只是所選用的春、秋季之戊日還是依各朝代有些許不同。 

舉例而言，小島毅就其研究屬火德的宋朝的春祈秋報時間，述敘

                                                 
13

 鍾壬壽，《六堆客家鄉土誌》，常青出版社，1973，頁 317。 
14

 鄭玄注，《禮記》，新興書局，1964，頁 52。 

15
 小島毅，《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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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州或縣的社稷壇，由地方官主辦春二月最初的戊日時年豐作的

祈願和秋八月最初的戊日感謝收成的祭祀」16。到了清朝，清雍正九年

所刋行《潭渡黃氏族譜》裡的〈春秋祭社文〉記載「惟神職司土穀，

功被生靈，甘雨和風，布一方之闓澤，嘉禾美菽，降大有於豐年，水

則溢而旱則乾，有求必應，春以祈而秋以報。無感不通。（春社用）茲

逢五戊之期，敬竭三農之悃，去其螟螣，期多黍而多稌，粒我烝民，

冀斯千而斯萬。敬焚素楮，尚鑒丹衷」17。另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

所修撰的《臺灣府志》的「社稷壇」條下記有「社稷壇以每歲春秋二

仲上戊日，共壇致祭」18。 

從上述的歷代祭社時間分別有，宋代之春二月和秋八月的最初戊

日與清朝的五戊之期或春秋二仲上戊日，很明顯的所選定的時間都在

戊日，雖然所指可能非同一個戊日，但可以這麼說，祭社之戊日即是

社日。而所謂「五戊之期」，則指的是節氣中的立春和立秋過後的第五

個戊日為春社日和秋社日，再對照時至今日民間通用的農民曆上所標

明的春社日與秋社日，依舊是循五戊之期的規則所訂定的，亦即為「新

地冇過社」所指的社日。 

至於何謂「新地冇過社」，其意思是指初次祭掃新葬的墳地，必須

在社日之前。而須趕在社日之前的理由，據筆者的田野報導人張松和

地理先生指出，立春與立秋後第五個戊日屬土，是土最旺盛之時。或

                                                 
16

 小島毅，《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礼の言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頁 82。 
17

 轉引自田仲一成，《中國鄉村祭祀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9，頁 4。 
18

 高拱乾，《臺灣府志》（康熙三十三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3，頁 180。 



第一章  歲時禮儀的時間構造 

 33

許正因為如此特性，趕在社日前，土相最旺盛之時，祭拜新墳，最有

利於風水使然之可能。除此之外，「新地冇過社」也相當程度反映出客

家隨時序脈搏跳動的生活景象之一隅。 

 

 

 

【圖 1-6】佳冬掃墓時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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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7】墓地周圍以石頭壓有十三張銀紙，表這年為閏年。 

 【圖 1-8】墓頭上的雞血紙為五福紅所取代，墓地周圍同樣壓有十三張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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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六堆歲時之六堆歲時之六堆歲時之六堆歲時之變奏變奏變奏變奏────以以以以「「「「半年圓半年圓半年圓半年圓」」」」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六堆的歲時節令，大致來說，是上一節的陳志及鍾壬壽《六堆客

家鄉土誌》記述的綜合體。但有三點須補充說明，其一，陳志所述之

歲時，可說是包含日後的六堆形成地域的當時整個鳳山縣的漢人風

俗，是不專指客俗或閩俗的。而鍾之《六堆客家鄉土誌》所述的歲時，

一如前面所提，主要是萬巒一地的民俗。故而即使綜合了兩志的歲時

記載，與實際的六堆一般歲時情況，仍是有些許出入。 

    其出入處有幾項，諸如陳志所記的立春、三月三日、重九日的歲

時活動，是不行於六堆的，而六月一日食半年丸的行事，雖不載於鍾

壬壽的《六堆客家鄉土誌》中，但六堆的許多客家聚落卻見此一習俗。

關於六月半年丸的風俗，將於本節中聚焦探析。另外，陳志所記載之

七月七的乞巧活動雖不見於鍾誌，但六堆各地在七夕舉行祭祀之例仍

時有所聞，只是乞巧活動轉為在夜晚當空設壇（祭桌）向「七星娘」

（客家對七夕的神明之稱謂）祈求家中未成年的小孩平安長成的祭祀

禮儀。 

    再者，如前所提及陳志與鍾誌所編寫的時代背景不同，時間差距

有二百五十多年之久，歷經猶如泪泪長河的時間淘洗，歲時自有變化，

或承接，或消長，亦屬自然之理。也因此，兩志書的比對更可見其歲

時應和時代背景的演變軌跡。 

    其三，仍要強調的是，鍾壬壽先生所記的六堆歲時，是屬萬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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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而萬巒確屬六堆文化之一部分，其歲時也幾近同於六堆各地的一

般歲時節令，但還是不能因此以六堆內部子區域的民俗來概括整個六

堆。如此不僅容易流於以一蓋全的危險，也無法窺得六堆客家的真像。

事實上，關於六堆的歲時更確切的認知是，六堆各地的歲時所落的時

間點大致相同，但歲時的行事內容就有差異。以下即舉饒富趣味的「半

年圓」之半年丸民俗觀察之。 

    昔日的地方文獻中，有關歲時的記載，六月行事常記有「半年丸」

之民俗，康熙三十五年的《臺灣府志》即載有「六月一日，各家以米

粉塗紅為丸供神，俗呼為『半年丸』；亦頌禱團圓之意」19。另一相同

的記載也出現在前面所引用過的康熙五十九年陳文達的《鳳山縣志》，

在此重複再申，其中亦記有「六月一日，家製半年丸以紅麴雜米粉為

之。亦頌禱團圓之義云爾」20。可知臺灣舊日，六月一日有製半年丸的

習俗。 

但在乾隆年間此項習俗有些微的變異，乾隆二十九年王瑛曾的《重

修鳳山縣志》載有「六月或朔或望，家雜紅麷米粉為丸，曰半年丸」21。

此時製半年丸的時間已出現二種，即六月一日或六月十五日。而在日

治時期，鈴木清一郎所著的《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六月十

                                                 
19

 高拱乾，《臺灣府志》，〈歲時〉（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編印，1993），頁 191。 
20

 陳文達，《鳳山縣志》〈歲時〉，（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編印，1993），頁 86。 
21

 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歲時〉，（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省文獻委員編印，
1993），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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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之【六】半年圓仔（半年團子）〉一條記載「六月十五日俗稱『半

年』，臺灣人中漳州人有做『半年圓仔』（半年團子）來供奉自家神祇

的習慣。而云當恰是年過了一半之意」22。由此更清楚地知道製半年丸

是臺灣漳州人的習俗。 

昔時有言「臺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泉之人行

乎泉，漳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未盡同

風而異俗」23。但有趣的是，今日所見臺灣南部的「半年丸」是行於客

家地區，認為恰值半年，搓湯圓，敬神祭祖，又名「半年圓」。但也不

表示臺灣南部的客家人皆有搓「半年圓」，以供神祭祖的習俗。據粗略

的訪查結果，在高雄、屏東兩縣的客家地區，佳冬、新埤兩鄉於六月

十五日有搓湯圓祭祖的習俗，再往北的萬巒、竹田、內埔便不見聞有

如此的民俗，但再往北的高樹鄉也和佳冬、新埤的習俗一樣，而沿高

樹再北的鄰鎮美濃，則呈現些微的差異，在美濃有些地方不行此風俗，

一些地方則是在六月一日搓湯圓祭祖。 

暫不深究，為何「半年圓」會有時間的差異，而從有行此習俗的

地方著眼，即會發現位於六堆的中心區域的萬巒、竹田、內埔等地不

見此習俗，而在六堆外圍的佳冬、新埤、高樹、美濃等地卻有「半年

圓」的風俗。若「半年圓」的習俗是源於漳人之說法成立，那麼由此

風俗的分布區域來看，可反映出六堆外圍易接受「未盡同風又異俗」

                                                 
22

 鈴木清一郎，《臺灣舊慣冠婚葬祭と年中行事》，〈六月十五日之【六】半年圓仔（半年團子）〉，（臺灣日日新報社，1934），頁 426。 
23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習俗〉，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頁 38。 



時間客家 

 38 

的生活民俗之可能。但因此更有一闕疑是，若「半年圓」果為漳俗，

但為何這些有半年圓習俗的客庄附近的閩村（漳州人的聚落），卻往往

不見此一風俗，並且即使這些閩村有吃「半年丸」者，也不復存將此

「半年丸」供奉祖先之禮儀。 

時至今日，不僅南台灣的閩村不見「半年圓」民俗，連素有行「半

年圓」歲時祭祖的客家村落也日趨式微。究其原因，諸般因素之一有

整個大環境背景的變化，即農業社會的轉型。由於歲時與農耕密不可

分的關係，當農耕維生型態改變，歲時亦隨之有所消長，並且因為交

通的便利，兩地距離拉近，互動頻繁，亦促成了彼此習俗的相互影響，

使得閩村不行已久的半年圓風俗，在客莊也連動地予以省略的可能。

但姑且不論半年圓歲時的歷史演變，或究竟原初為哪一族群的慣俗，

至少，半年圓之於客家，已然充分展現客家高度的時間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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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農耕禮儀的時間農耕禮儀的時間農耕禮儀的時間農耕禮儀的時間秩序秩序秩序秩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農耕禮儀農耕禮儀農耕禮儀農耕禮儀的社祭的社祭的社祭的社祭 

    一如序章簡略提及，作福與完福的祭祀之於六堆客家的重要，其

重要性以結論式的一言蔽之，即是透過年年舉行的作福與完福穩定了

六堆社會的秩序維持。而以土地伯公為祭祀核心的作福與完福的慶典

活動，其原型當是昔日所稱的社祭。若欲追尋社祭的歷史身影，必須

先就社祭的「社」進行一番解析。 

日本學者守屋美都雄在其書《中國古代の家族と國家》1中收入一

章對社有精闢詳實的剖析說明。其認為社與國家的關係往往表現在社

被冠以國名，諸如夏商周三代有夏社、亳社（殷商之社）、周社的設置，

而且設置社之處表示群居生活已穩定，因此推斷土著的•聚居的生活

與社的設置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關係，亦即是社的有無設置成為未開社

會轉移成文明社會的指標。至於社與聚落的關係則表現在社的祭祀

上，因為參與社的行事是聚落全體成員的義務。由此更比對古文獻得

出社的機能有數項：天子諸侯戰爭時，要在社舉行閱兵；天變地異之

際，在社舉行祈願；社是誓約的場所；社亦是占卜農作物豐凶的場所2。 

                                                 
1
 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の家族と國家》，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1968。 

2
 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の家族と國家》，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1968，頁 263-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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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守屋對中國秦漢以前的社的探究見解，其認為社是原始

聚落的意思，同時也是聚落的標識，以作為聚落人群集合的中心，並

向外昭示土地占有的事實3。除此之外，更認為原始聚落擴大和分解

後，對社的各種解釋才紛紛出現，諸如與個別存在的自然崇拜結合，

社被當成樹木崇拜的遺跡或土地神。而且這樣的解釋盛行於漢代4。一

如漢之鄭玄所注《禮記》月令注解道「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

農業也」5。其看法雖有別於時下較普遍認知的社是由土地神轉變成意

指聚落的說法6。然而，不論社的實體是從人群聚居地到祭祀神祇的演

變，或反之，實際上，無論社的功能有幾，皆突顯出日後社作為祭祀

中心與基層行政單位的雙重義涵的性質。 

另外，誠如前面守屋所整理的數項社的機能，不論是作為閱兵或

祈願占卜之處，究其實，社與祭祀是有其緊密的關聯性，故而社作為

祭祀、祈願的神聖場所的本質是可以確定的，換言之，社祭是社的核

心本質。而且，當社定調為司農業之神，隨著以農立國的一貫宗旨，

為統攝民心和穩定社會秩序，當局者往往由上而下依治理層級為單位

                                                 
3
 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の家族と國家》，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1968，頁 283-289。 

4
 守屋美都雄，《中國古代の家族と國家》，京都大學文學部內東洋史研究會，1968，頁 290-291。 

5
 鄭玄注，《禮記》，新興書局，1964，頁 52。 

6
 今人趙世瑜在其著《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一書提到「從目前所見考古及文獻材料來看，社首先是一種代表土地的、具有神性的祭祀物。……祭祀同一個“社”的成員慢慢就成為同一個“社”的成員了，盡管前一個社指社神，後一個社指社區或者聚落。」（趙世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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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日進行社祭，使其成為官方明令制定的祭祀之一。因此，若欲得知

舊時官方社祭的禮儀行事或民間村里歡慶社祭的諸般情景，即可從較

屬官方編撰文獻的地方志中一窺其堂奧。 

關於官方的社祭情形，舉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諸羅縣志》

所載之〈壇祭〉社稷壇的祭祀內容： 

社稷壇 

祭社稷也。社祭五土，稷祭五穀。宋時，社稷、風雨師各一壇。

明，社稷另為一壇。壇制：高三尺四寸，方、廣各二丈五尺。

神坐南向北，取陰幽之義也。東、西、南、北出陛各三級，壇

下前一十五丈，東、西、南各五丈；繚以垣，由北門入。神以

柱石為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頂，形如鐘，瘞於

壇之正中近南。上露圓尖神牌二，左稷、右社；以木為之，朱

漆青書，題「本縣縣社之神」、「本縣縣稷之神」。牌藏於城隍廟；

祭之日，設於壇。正印官涖祭，行三獻禮。祭品：羊、豕各一、

籩豆各四、簠簋各二、鉶各一、爵各三、帛各一（色用黑）。樂

用鼓吹。今仍其制。祭以春、秋二仲上戊之日。壇在縣治西南

隅；康熙五十四年，知縣周鍾瑄建。其祝文云：『品物資生，蒸

民乃粒；養育之功，司土是賴。惟茲仲春（秋），禮宜告（報）

祀。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明有里社壇。

今鄉有春秋祈穀報賽，不設壇）7！ 

                                                 
7
 周鍾瑄，《諸羅縣志》〈壇祭•社稷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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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諸羅縣志》〈壇祭•社稷壇〉所記述的內容，除了粗略了

解官方社祭之梗概，更自文末所言「明有里社壇。今鄉有春秋祈穀報

賽，不設壇」一語，透露出官方社祭至清代式微的歷史軌跡。至於民

間的社祭又如何，同樣的《諸羅縣志》提到「二月二日，街衢社里斂

錢演戲，賽當境土神，蓋倣古『春祈』之意。……中秋祀當境土神，

與二月二日同；倣『秋報』也。四境歌吹相聞，謂之社戲」8。從其簡

略的記載中約略可知民間社祭較之官方社祭來得熱鬧歡樂，除卻了禮

儀上的肅穆規範，增加了歡欣慶祝的氣氛。 

時至今日，社祭雖已不行於官方政府單位，但官方的社祭模式卻

移行至民間，與民間的「斂錢演戲，賽當境土神」活動相結合，這樣

的社祭型態在民間熱鬧地展開與延續。其中，尤以與社祭同義，在六

堆地區慣稱為作福與完福的祭祀土地神祇的慶典最能表現如此這般民

間與官方結合的社祭古制，其一方面承襲官社祭祀禮儀的莊重，一方

面又展現民社的歡慶氛圍。 

何謂作福與完福，在前面章節裡已略述一二，在此詳加重申其義，

六堆「作福」的「作」，客語裡有祈求、舉辦之意，「完福」的「完」

之客語則等同「還」，為還願、感謝之意。至於「福」，只要相關社祭

或作福完福的祭祀皆見聞得到「飲福受胙」、「執事設飲福位」、「飲福

酒」、「集福」等文句稱呼，更甚者，清末中國地方發生以土地廟為中

                                                 
8
 周鍾瑄，《諸羅縣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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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糾眾抗租的歃血會盟組織，亦俗稱「結福土地」9。諸如此類可知，

只要與土地神有關連者，皆會冠上「福」字，加以《辭海》註解「福」

有祭神的酒肉之意10。由此，或可解釋成「福」與神聖祭祀的相關性，

而且後來更演繹成「福」與土地神祇密不可分的關係。是以從作福完

福的字面上明顯可知，其即是祭祀土地之神為中心的諸神祇，於春耕

時節，祈求全境豐收、平安，並於秋收之際，感謝神明的庇佑。除了

透過此祭祀達到農作收成豐盛的具體目的外，其實亦藉由此公共性質

的祭祀舉行，凝聚統合了六堆社會。因此，透過作福與完福的各項分

析，可以窺見六堆內部紋理，故而解明作福完福的祭祀時間點，即是

其中之一。 

回歸時間的課題，欲一探作福與完福所呈現的客家時間觀之究

竟，必須從社祭舉行的時間談起。無須待言，祭社之日即謂為社日，

而且有關社日的解明已在前章中有所揭櫫，是以在此不再疊床架屋地

予以詳述。梗概言之，社日的發展有其歷史演變，其時間的固定下來

是幾經變革後才拍板定案。社日的時間擇定，有上古周代的甲日和唐

朝以後的戊日，然而不論是甲日或戊日，皆是與社的本質相呼應的土

之屬性。一如清初之《諸羅縣志》所記述「社稷北向，地道陰也。日

用上戊，戊、土也。」11。唐以後社日固定於戊日，而且這個戊日是落

                                                 
9
 轉引自濱島敦俊，《總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頁 150-151。 

10
 《辭源（大陸版）》〈福〉一項，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初版一刷/1992初版十一刷，頁 1239。 

11
 周鍾瑄，《諸羅縣志》〈壇祭‧邑厲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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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農耕息息相關的春、秋二季裡。只是，各朝代所選用的春秋戊日

還是有些不同，有宋代的社日擇於春二月和秋八月的最初戊日，清時

則有如前面引用過的《諸羅縣志》記載的「祭以春、秋二仲上戊之日」

12，以及所謂「五戊之期」的立春和立秋過後的第五個戊日。而現在所

用的社日，即是「五戊之期」，亦正因為是在春秋二季時節祭社，故名

符其實謂之「春祈秋報」。 

然而，隨著時間更迭與政府掌控力的消長，以及依環境或氣候的

耕作內容影響和各地的風土民俗左右，春祈秋報以春、秋社日為準則

的祭祀時間，在民間也產生了流變，其祭社的時間分別有農曆正月十

五日上元元宵前後，或農曆二月二土地公生日，甚至在南台灣的六堆

地區亦有選在客家人認定之土地伯公的另一誕辰的農曆八月二日13，抑

或農曆十月以後的孟冬等日舉行作福或完福的社祭活動。其中的正月

十五日上元元宵前後，尤是六堆各村落普遍大肆舉行作福社祭慶典的

時間。而且這樣的元宵前後的社祭，不僅見於六堆，中國華南地區亦

所在多有。日本學者田仲一成在其《中國鄉村祭祀研究》一書中提到，

「元宵節本身從正月初八開始，此為正月初一春節的連續，最終，春

節、元宵、社神（社祭）這三種祭祀以元宵節的正月十五日為主軸展

開。在華南的村落，明清時代以降，此種類型佔最多數。古代以來的

                                                 
12

 周鍾瑄，《諸羅縣志》〈壇祭•社稷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 61-62。 
13

 內埔忠心崙的客家耆老有一說，認為二月二是土地伯公的出生日，八月二則是土地伯公的登位日。 



第二章  農耕禮儀的時間秩序 

 45

祈報逐疫的社祭，其面貌可以說是變形而保存於元宵節祭祀中」14。 

實際上，除了多集中於元宵前後祭祀土地之神外，從先前所引的

地方志有關春祈秋報的記載，以及此番課題焦點所在地的六堆，其選

用二月二祭社者，亦時有所聞。至於二月二的性質，不僅僅只是一般

所熟知的土地公的生日，在中國民間有所謂的「二月二，龍抬頭」。關

於二月二為龍抬頭的民俗認知，日本民俗學者直江廣治有精闢獨到的

探析，摘其要詳譯如下： 

一般咸認為龍是會帶來雨水和豐作的吉獸，農曆二月二日

被稱為龍抬頭，是龍昇天成為雨的施予者的日子，而且大家也

都相信在這天大地會響起第一聲雷鳴。…同時，二月二日被視

為土地神的生日。雨龍睡醒的日子與土地神的生日被認為是同

一天，這點是極為重要的。總結來說，二月二日的龍祭典實際

上是一月十五日所舉行的龍祭典的倒裝組合之一部分。…農曆

【一月】十五日【滿月祭】原本是一年的開始之日。…而伴隨

著十五日以龍燈為首的張燈結綵•舞蹈•其他農耕之各式各樣

的預祝禮儀之所以舉行，正因為這天是一年的開始。…因此必

須視錯落在其前後的禮儀為一整體，予以綜合性地考察。 

相應於一月十五日的祭祀是農曆七月十五日的祭典，七月

                                                 
14

 田仲一成，《中國鄉村祭祀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9，頁 9。另外，根據田仲一成於香港新界所做的田野調查可知，香港新界有行社祭的村落，多於元宵前後舉辦之。（田仲一成，《中國鄉村祭祀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9，頁 1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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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亦有提燈，但是這次不是龍昇天，而是送龍。人們為了

送龍至其安息所在的水界，而將提燈放水流。因此這祭祀帶有

一種死者祭的性格，這樣的思想因佛教的傳入更加強化。到了

這時期，實際上雨季已過，稻禾已然成熟，農作物也無須雨水。

雨龍施予農作物雨水的任務已經完成。因此，進入雨季的轉折

點與龍的昇天•雨季的終了，以及龍的再回到水中或地底是有

其連貫一致性的15。 

    由上文很清楚地得知，直江透過對農作而言極為重要的雨水來觀

察年中與農耕相關的祭祀禮儀的性質和訴求。其認為從正月十五日的

遊龍燈的引龍來，二月二龍抬頭昇天後，響起的最初春雷而降下雨水，

到七月十五日放水燈送龍，象徵著雨季的結束，皆應納入農耕禮儀的

祈雨儀式體系中。除此之外，事實上，這樣的見地也間接地解釋了民

間祭社之日轉向正月十五元宵前後或二月二收斂的合理可能性。 

    換至台灣的六堆場合，除了視二月二與八月二為土地伯公的生

日，尚有一句與之相關精準寫實時間認知的農諺，謂為「二月二睡到

八月二」16。其意指二月二到八月二的期間是晝長夜短，雖說農務繁忙，

但仍有午睡片刻的空閒時間，而八月二日以後漸成晝短夜長，白天已

無多餘時間休息。此俗諺生動譜出農耕與時間的協奏曲調，並且充分

表現出六堆客家對時間的留心。 

                                                 
15

 轉引自田仲一成，《中國鄉村祭祀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9，頁 16。 
16

 此句諺語來自筆者母親的敘述與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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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作福與完福的時間表現作福與完福的時間表現作福與完福的時間表現作福與完福的時間表現 

六堆地區的作福與完福，從其祭祀的對象與型態，的確依循古風

的春祈秋報之意，但祭祀的舉行時間已非古制的立春或立秋後第五個

戊日的春、秋社日。其作福與完福的時間，已如上簡略提及，作福多

選在農曆正月十五日元宵前後，一如田仲一成在香港新界的社祭觀察

所得，「大致上，正月、二月的社神祭祀往往有被正月十五日的元宵祭

祀聚斂吸收的強烈傾向」17。至於完福的時間，早期配合南台灣稻作一

年二穫的「四月禾」與「十月冬」的耕作型態，故多於農曆十一月以

後，農忙間隙之暇舉行。後來，在「十月冬」之前，又加上了一項種

豆小作，因此有些村落將完福提前至農曆十月的孟冬舉行，而後，孟

冬時節成了六堆諸多村落此起彼落舉行完福的重要時間。 

另外，如前所述的農曆二月二與八月二，六堆客家視為土地伯公

的生日，六堆之一的中堆竹田的數個村落，亦有於此時舉行作福祭祀。 

而在尚未詳解六堆作福、完福的發展型態之前，理應了解究竟如

何作福，如何完福。大體言之，六堆作福、完福的內容有其一致性的

基調。作福是在每年的農曆正月十五日前後舉行，六堆地區有行作福

者，多於此時辦理，所以稱作「新年福」 ，或「正月福」，也有人稱

「太平福」，更因作福祭祀時，去年家有新生男丁者，皆要攜新丁向福

德正神等諸神參拜，故有些地方直接說是「拜新丁」18。 

                                                 
17

 田仲一成，《中國鄉村祭祀研究》，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89，頁 7。 
18

 筆者的家鄉佳冬地區，即多如此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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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福始於選定的正日前一日，必須有多項準備事宜，如在聚落較

廣闊的空地搭祭祀的場子（佳冬地區稱其為「福廠」），並用神轎去迎

請聚落四周圍的土地伯公和諸神進場安座。居民攜新丁粄（去年家有

新生男丁者，以前是各家自己磨米做龜粄，現在已向製餅舖訂製，除

了供奉神明外，亦會分送村中之親朋好友）、福首粄（籌辦祭祀的工作

人員，稱「福首」）及牲禮前來祭祀。臨晚便開始準備佈置「拜天公」

祭禮的祭桌與牲禮，晚上九點許就開始「完神」，一過子時（子夜 11

點~1點）天公祭祀完畢，有些地方即行祭伯公的三獻禮，有些地方則

是待隔天正日的一早舉行。 

其所謂「三獻禮」，即上一節所摘錄《諸羅縣志》裡官方社祭時所

舉行的三獻禮。簡而言之，現今民間所行的模式，是選有主祭者數位

向神明行三跪九叩禮，並三獻牲禮，其多用雞肝、雞肫和酒，象徵著

「進爵進祿」之意，讀祝文，燒金紙等表尊崇敬意的祭祀儀禮。「三獻

禮」多用於敬神祭祖的時候，而且特別是客家人，其在拜神祭祖時，

多會舉行「三獻禮」這樣隆重的祭祀儀禮。 

祭祀正日當天，村民亦會陸續來場上參拜，或家有新丁者會抱新

丁來參拜，祈求土地伯公等諸神的保佑。中午則在村中某一場所，宴

請村中上壽（約莫年滿六十歲，各村年齡標準不一）的耆老，名為「食

福」。同時，各家也宴請鄰村的親朋好友。在賓主盡歡後，今年的作福

也隨著下一年的主祭與執事（爐主或福首）的選出，和送土地伯公回

原駐在地而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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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福則是指秋冬之際，農曆十月十五日孟冬前後，稻穀豐收後，

對土地等神明的感謝。因故，一般又通稱「完太平清福」。至於其祭祀

型態大致與作福相同，一樣要迎請村境內的土地伯公等諸神，子夜完

神，即拜天公，和行祭伯公的三獻禮，然後隔日再送土地伯公回原駐

在地。 

同中求異，完福的諸項祭祀儀禮中，仍有與作福不盡相同之處，

其一是關於祭祖。盛行作福的村落，各家大多準備一付牲禮，是祭祀

土地伯公諸神用的，無須再另外準備一付牲禮祭祀家中的祖先。而完

福的場合，則村落居民各家大多有祭祖，故而包括祭祖，祭土地伯公

眾神和普渡孤魂野鬼的「渡孤」（即超幽），各家要準備三付牲禮之多，

其中當然亦可用簡單果品取而代之祭祀，亦有一些村落只需備妥祭祖

和渡孤的兩付牲禮者。以上，由自家牲禮的準備情形和祭祀對象，可

反映出作福與完福的祭祀性質和重心的聚斂與轉變。 

另一，即是超幽的「渡孤」。多數有舉行完福的村子，皆有「渡孤」，

即在完福正日的前一天下午，村民各辦牲禮至祭祀場所集體祭拜好兄

弟（無主孤魂）。也因此衍生出一般民眾的完福概念，咸認為有渡孤才

算完福，否則雖在秋冬舉行的土地伯公祭典，也只是另一個作福，謂

之「秋福」。 

實際上，關於何謂作福與完福的概念，在六堆地區仍呈現相當紛

歧的眾說紛紜。舉例而言，某些村民認為春福和秋福的舉行，是配合

南臺灣一年二穫稻作而來，所以一年有兩次作福是合理正確的。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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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認為，所謂完福是指有宴請上壽的耆老「食福」和各家請客。

事實上，這些見人見智的認知，某種程度反映了作福與完福在六堆地

區所展演的多樣性，並且再迴向影響了作福與完福解釋的地區差異。

循上亦可知，如此這般的作福與完福的多樣性與差異性呈現，其舉行

的時間是至為關鍵的影響因素之一。以下即嘗試粗繪六堆各地作福與

完福的實況景象以彰其舉行的時間表現。 

就目前的觀察所做的分類，大致是以六堆原先的堆制區塊劃分，

即前、後、左、右、中、先鋒堆來粗分，並且內文所謂有無作福、完

福的定義，是指以是否有全村性集體動員的祭祀活動為標準。屬於左

堆的佳冬和新埤兩鄉的村落，大抵皆在正月十五元宵前後舉行作福，

謂為「新年福」，遠較過年熱鬧，亦是屬全村集體參與的盛大祭祀，至

於年底的完福祭典，幾近萎縮而多不辦理，或交由村廟祭祀。而新年

福所行的三獻禮皆在祭祀正日一早舉行。另外，儘管左堆此區域不行

完福的渡孤，但佳冬鄉的佳冬、賴家、萬建等村落會在新年福時，設

一祭桌，專祀保鄉衛民有功但無主孤魂的忠勇公。 

 

 

 

 

 

 



第二章  農耕禮儀的時間秩序 

 51

佳冬鄉 新埤鄉 賴家（下埔頭）—–正月十日 佳冬—–正月十二日 萬建—–正月十六日 昌隆—–正月十五日 武丁潭—–正月十五日 三間屋—–正月十五日 

新埤—–正月十五日 建功—–正月十日 千三—–正月十日 

【表 2-1】左堆作福時間表 

 

關於左堆各村舉行作福時間細目見於【表 2-1】。其中佳冬的作福

值得玩味，一如【表 2-1】所列，佳冬屬全村動員的是正月十二日的作

福，然而實際上除了正月十二以外，通年尚有四個祭祀土地伯公的日

子，分別是正月十五、二月二、六月六、禾福，只是此四者與正月十

二不同的是，其非全村性質的祭祀活動，而是由選出這四個日子各自

主祭的爐主自行辦妥牲禮到特定的土地伯公處祭祀。關於選定正月十

五、二月二的原由，在上一節已有所述及，而六月六與祭祀土地神祇

又有何連結，清末，在佳冬大多數居民的祖先所源出的廣東蕉嶺，由

其民間人士黃釗編纂的屬地方志性質的《石窟一徵》19裡，對六月六有

                                                 
19

 黃釗，《石窟一徵》，（清宣統元年重印本，臺灣學生書局，1970年 11月景印初版）。關於《石窟一徵》，據《石窟一徵》書末的跋所述，推測其成書的時間可能是在清代道光年間，為廣東鎮平縣人黃釗先生所纂寫，可能由於縣內有石窟溪流經，源於地緣之故，因以為書名。再者，其書作者謙稱此書只是為將來修志書聊備一格之參考，故名為「一徵」，實則其書內容無異於地方志，而且更勝於官修地方志，詳實有之，考證有之。而鎮平縣即後來改稱的蕉嶺縣，這地區可謂是客家的大本營，全縣民皆為客家人，所以《石窟一徵》可以說是一部客家的地方志經典。並且雖是蕉嶺一地的客家記述，但六堆客家的祖先粗估六成以上皆來自蕉嶺，而且依《石窟一徵》成書時間來看，其內容記錄者為清以前之景況，與當時飄洋過海移住台灣的六堆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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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的詳細描述： 

俗以六月初六為伯公生日無論城市村庄有伯公壇者皆張綵棚懸

燈穗管弦聲沸百里相聞城中尤為繁盛相賽陳設近城士庶家所藏

字畫古玩盆景畢集壇內亦俗中之雅尚也按伯公為土地神土德寄

旺於四時在辰戌丑未之末各十八日而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

之中故以六月為土地生日月令中霤之祀蔡邕獨斷以為季夏土氣

始盛其祀中霤注謂中霤亦土神其用初六日者月令廣義六六純陰

之土是日掘以犯之當主大凶至則是日之祠土地最有精義聞他處

土地生日不同然就五行之義自應以吾鄉為正20 

    從黃釗對六月六的考證，顯而易見，六月六在蕉嶺被認為是土地

伯公的生日，就五行論之，其性質屬純陰之土，是日最適合祭祀土地

神祇。這樣的祖先原鄉古制民俗，在佳冬予以沿襲並落實於整年度的

作福體系中。 

    至於禾福，顧名思義，是祈求稻作能順利熟成之祭祀，其舉行的

時間是擇定在立秋前三日。據佳冬耆老認為秋天時節正值稻穀成熟之

際，昔日多有蟲害，是以選在這時點向土地伯公祈求避免蟲害、穀物

豐收。而這樣的精義表現在與佳冬為鄰的賴家村，其所保存的相關禮

儀文書21上。 

                                                                                                                          的時間點和所承襲的文化吻合一致，所以雖經時空變遷，風土民情會有差異，然客家文化的本質卻能保持其穩定度和一致性。 
20

 黃釗，《石窟一徵》〈禮俗〉，（清宣統元年重印本，臺灣學生書局，1970年 11月景印初版），頁 198。 
21

 此祭祀資料由佳冬賴家村的賴輝熊先生所保存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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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據 

  大清國廣東道嘉應州鎮平縣民籍寄居福建省臺灣府鳳山縣下淡

水港東里∆庒集福信士∆∆等為祈保民物阜事切維天地高厚之

德無日不以好生為心民間服田力穡無日不以養生為念故大田多

稼既種既戒尤宜去其螟螣除其蟊賊庶使禾易長畝終善且有也茲

耕耘是舉立秋用事謹于是日虔具齋蔬菓品清酌香楮疏文一套當

中結壇致奉 

  功曹使者位前轉奏 

  昊天金闕玉皇大帝陛下暨列尊神座下 

  疏言曰 

  少皡司令蓐收主神其月在建其日庚申一葉知秋四序更經循環不

已人事遞興田疇治易禾稼日新螟螣毋尋載芟載苲千耦耕民雨晹

時若世道休徵稼穡惟寶除除相因含哺鼓腹百    臻無忘帝力共

荷深仁莭屆秋期敬獻  謹拜疏聞 

以上疏文中的「去其螟螣，除其蟊賊」，根據辭典的解釋，是出自

《詩經》〈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蝥賊」，其中的「螟螣蝥賊」

皆指食禾稼之蟲，只是所食農作物的部位不同，食心者曰螟，食葉曰

螣，食根曰蝥（筆者按：疏文寫成「蟊」字，應與「蝥」同 ），食節

者曰賊22。由此可知，疏文裡強烈表達了民間希冀禾稼豐收的攘除蟲災

                                                 
22

 《辭源（大陸版）》〈蝥賊〉一項，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8初版一刷/1992初版十一刷，頁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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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求，以及秋福舉行的主要用意。並且從「是舉立秋用事」清楚得知，

其秋福所舉行的時間是在立秋，這與佳冬的禾福是一致的。此外，由

疏文範本也映見出左堆各村落的作福型態的發展軌跡，即秋福原先應

是一年之中例行的作福祭祀之一，然而隨時代演進和環境改變，日趨

式微消失，至今僅存佳冬的禾福，略可遙追古風。 

 

 

【圖 2-1】佳冬整年度土地伯公祭祀的爐主候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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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佳冬六月六新選出的爐主 

 

【圖 2-3】佳冬禾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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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進入先鋒堆的萬巒，其內部諸村落各有歧異，萬巒本村在農

曆的正月十三日和八月十三日兩次作福和年底新曆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一次完福。但其完福時，歷來是沒有渡孤，而是在近晚時分，村民集

體將牲禮擺放在舉行完福的福德祠前空地的祭桌上或自家門前擺一祭

桌，一致朝北方祭拜天公。屬於鹿寮村的頭溝水聚落，則是行農曆正

月十五前後的新年福和農曆十月十五前後的完福，其有行渡孤。而其

祭祀流程的祭伯公，皆是在子夜拜完天公後馬上舉行。 

至於竹田的部分村落（例如竹田、竹南二村）和內埔鄉的羅經圈

聚落，其作福的時間，則訂在二月二和八月二的土地伯公聖誕。而且

羅經圈的居民會很明確地告訴你，他們是有祈無還的，甚至竹田村民

亦會開玩笑地說「抓唔得到，還完。」（意謂能抓到福氣已屬不易，豈

有還之理。客語裡「作」與「抓」同音。）因此，這兩地區一年舉行

二月二和八月二分屬春福和秋福的兩次作福祭典，也正因為沒有完

福，所以沒有舉行渡孤祭祀。此地區的祭伯公時間，也是如同萬巒一

般在拜完天公的深夜進行。 

而場景轉至與羅經圈同屬內埔鄉美和村行政單位的忠心崙聚落，

則又是氛圍不同的光景。忠心崙有新年福和八月二的「食福」，相當於

春福與秋福，當地居民亦會清楚地告知，春、秋二福是配合「四月禾」、

「十月冬」的二穫稻作時令，到了農曆的十月底亦舉行完太平福，是

符合所謂的二次作福與一次完福的形式。其祭祀儀禮模式與前述萬巒

等地相同，迎請村落周圍數位土地伯公、完神、祭伯公行三獻禮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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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只是其行完福祭儀時的渡孤則類似昔日的「打醮」祭典，將打醮

的重要神明大士爺畫像懸立在祭壇上，以管制約束宴請的好兄弟。這

是六堆其他地區完福時所不見的。但這樣的完福遺風，據當地資料報

導人說是承襲自舊時竹田、二崙、忠心崙三莊聯合打醮而來。由此，

頗令人玩味這三村落的歷史關係。 

再往北走，來到前堆的麟洛，基本上是維持一次的正月新年福和

一次的十月完福（有行渡孤），只是祭典中的祭伯公三獻禮舉行的時間

有了差別，如麟洛本庄和田中村的下竹架下聚落是在正日一早，田中

村的上竹架下聚落，則是完神後就接著祭伯公23。接著，同屬前堆的長

治鄉已與隔鄰右堆的高樹、美濃等地一樣，其春祈秋報的形式僅只集

中收斂為孟冬以後的完福社祭，而作福已簡化成由其村廟自行辦理之

象徵意味濃厚的祭祀。 

來到右堆的範域，高樹地區沒有作福，只有農曆十月十五前後的

完福，而完福時的渡孤時間也有異於其他地方，其在正日前一天的晚

上七點左右舉行。而更有趣的是，因其聚落邊福德祠旁就是墓地（牛

埔），所以村民將牲禮朝向墓地，放置於地上祭拜，真的是名符其實的

「渡孤」。其祭祀流程亦是當晚渡孤後，接著完神和祭伯公。至於美濃

的搖籃——武洛聚落（屬里港鄉茄苳村），其新年福亦萎縮為廟裡自行

辦理，到了十月十五日前後，擇日舉行全村性質的完福渡孤祭祀。 

而美濃的情況又是如何，據筆者調查地的南隆地區觀之，主要也

                                                 
23

 這是 2003年冬觀察下竹架下完福時，聽聞趕場的田中村長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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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萎縮收斂成完福渡孤的型態。只是其完福時間有二，分別是農曆十

月孟冬時節和十一月下旬，因此衍生的完福名稱各異，孟冬的完福通

稱「冬成福」，年終的完福則俗稱「滿年福」。除此之外，有別於六堆

其他地方者，南隆各村落在舉行完福時的完神（拜天公）儀禮前，於

傍晚時分會先行結壇，即設一簡單祭桌（祭品是鮮花、香燭、茶、酒

和外裹芝麻的米果等物），當空祭祀。據行禮先生的說法，結壇的用意

是告知天地過往諸神，當晚其地要進行完神等祭祀。餘者，完福的祭

祀內容皆與六堆各地大致相同。 

循上，若依「春祈秋報」的規則，年中各行一次的作福與完福，

應可說是作福、完福的原型，然而，誠如六堆有些耆老們的認知，由

於南台灣氣候所致，稻作可一年二穫，進而形成一年春、秋兩次的作

福和歲末一次的完福，這亦算是六堆特有的作福與完福原型。只不過，

隨著營生方式的改變，不再完全仰賴農耕維生，日常時間已成工作日

與休假日制式化的切割，這使得可說是在農耕型態應運而生的春祈秋

報祭祀產生了變化，不是往只行「作福」收斂，就是畢其功於一役之

單行「完福」祭祀。但無論是維持作福與完福的原型，抑是收斂成單

一作福，或單一完福的祭祀型態，其表達了向神明祝禱的圓滿完整性

是很肯定的，即為「有祈有還」的意涵。換言之，這樣的「有祈有還」

之循環祭祀思維，貫穿了整個作福、完福祭祀的概念訴求。 

此外，就上述六堆各地辦理作福與完福的時間表現上，亦如其祭

祀型態發展一樣，不是往正月十五元宵前後的作福移行，就是轉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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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十月的孟冬時節之完福收斂。然而，不論是哪一個祭祀時點，皆

明顯地反映出作福與完福所具有的強烈農耕性格，亦由此彰顯出農耕

之於客家的重要與必要，更可解釋客家之所以對時間流動高度的敏感

與掌握。 

總結，作福與完福之於六堆的重要，除了藉由年年上演的基層祭

社祭祀活動，鞏固了一聚落或村落的連結，也因此，穩定了六堆的社

會秩序，此外，正因為作福完福的年年如期舉行，對六堆而言，使其

原本農耕性質的祭祀活動也因此轉型成深具時間刻度表徵的歲時節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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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終章終章終章        時間客家時間客家時間客家時間客家—祭祀與時間的對話祭祀與時間的對話祭祀與時間的對話祭祀與時間的對話    

 

 

    根據 1984 年以李亦園、莊英章兩位學者為首，其所主持的關於台

灣民間現行曆書使用情形的研究報告書中指出，為一探台灣社會對農

民曆的需求程度，而設計有「對農民曆擇吉用語的知識」、「對民間術

數的實際涉入行為的多樣性」、「對民間術數中擇吉行為的態度」、「對

農民曆的態度」等四項心理傾向提問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籍貫

的類別上，客家對農民曆的心理傾向程度高於台灣其他族群1。而欲回

答這樣的分析結果透露有何種訊息，必須先了解何謂農民曆。 

關於農民曆的性質或內容，上述的報告書亦作有一番詳實的論

析。其論及「現行農民曆的基本內容，去繁就簡，可略分為曆法和術

數兩大部分。由於必備的曆法內容，如：全年的新舊曆日對照表、二

十四節氣、置閏方式、每月朔望及日月食概況，已經有中央氣象局編

算頒發；因此，農民曆編撰的主要工作，是在既定的曆日上排定干支、

廿八宿、十二值位、五行值日、九星值日等事項，尤其重要的是排定

每日的行事宜忌，冲煞方位和年齡、每日吉凶時刻、每日胎神占方等

有關術數的內容」2，並依據農民曆內容分成三大類，「一是有關曆法

                                                 
1
 李亦園、莊英章計劃主持，《民間現行曆書的使用及其影響之研究》，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84，頁 44-48。 

2
 李亦園、莊英章計劃主持，《民間現行曆書的使用及其影響之研究》，台灣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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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候和產業作息的記載，這也是曆法的原始要旨所在；二是有關民間

術數的記載，主要內容有擇日、風水、命相為主，而以擇日為最重要；

三是民俗社教服務性資料，主要是提供一般生活常識」3。由此解說可

知，農民曆的內容，除卻具時代感而包羅萬象的多元化資訊外，其不

變的基調是對時間的標示。 

再回到前述報告書中客家對農民曆的需求程度高的分析結果，儘

管關於客家部分，其調查範圍僅止於新竹縣的竹東鎮4，以作為問卷對

象的受訪者採樣而言，是有其局限性，然而基於農民曆的時間性質，

此項問卷結果在某種程度上仍可映見出客家對時間脈動的掌握。 

反過來說，客家之所以對農民曆的需求程度高，究其原因，正是

此番研究嘗試予以解明之課題所在。換言之，本研究即是透過有著深

刻時間著痕且浸淫生活的歲時禮儀和農耕禮儀兩大線索，搜羅其間祭

祀與時間的點滴對話，以揭明客家的時間感與時間觀。 

線索之一的歲時禮儀，除了顯影實地調查所得之歲時現況和地方

志所載之歲時舊景交織出的一般歲時圖像外，並重新檢視了其中只在

客家地區盛行，甚至可說為客家所特有的正月初一迎接「奉公王」的

一年之始和清明時節的三月「新地冇過社」的風水時間性追求，以及

屬於六堆歲時變奏曲目的六月「半年圓」民俗，由此突顯出六堆客家

                                                                                                                          教育廳，1984，頁 19。 
3
 李亦園、莊英章計劃主持，《民間現行曆書的使用及其影響之研究》，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84，頁 34。 

4
 李亦園、莊英章計劃主持，《民間現行曆書的使用及其影響之研究》，台灣省政府教育廳，1984，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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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敏度時間感。 

線索之二的農耕禮儀，則是細究了六堆各地年年皆熱鬧登場，以

土地伯公為祭祀核心的作福與完福慶典活動的發展軌跡和時間表現。

即如六堆有些耆老們的認知，由於南台灣氣候所致，稻作可一年二穫，

進而形成一年春、秋兩次的作福和歲末一次的完福，這亦算是六堆特

有的作福與完福原型。只不過，隨著營生方式的改變，不再完全仰賴

農耕維生，日常時間已成工作日與休假日制式化的切割，這使得可說

是在農耕型態應運而生的春祈秋報祭祀產生了變化，不是往只行「作

福」收斂，就是畢其功於一役之單行「完福」祭祀。而在祭祀時間的

表現上，亦如其祭祀型態發展一樣，不是往正月十五元宵前後的作福

移行，就是轉而向農曆十月的孟冬時節之完福集中。然而，不論是哪

一個祭祀時點，皆明顯反映出作福與完福所具有的強烈農耕性格，與

之同時，沿此祭祀時間的軌跡，亦得以一覽六堆客家順應自然時序的

時間觀。 

    而循這兩大線索之諸如歲時禮儀的「奉公王」、掃墓挂紙或「新地

冇過社」，農耕禮儀的作福與完福等，不僅充分顯露出六堆客家的時間

表現，更因其祭祀活動之擇時擇日的重要依據即是農民曆，由此之所

以客家對農民曆的需求程度高的理由，其關鍵在於社會背景的事實，

昭然若揭。 

    回顧祭祀與時間的關聯，曩昔藉由祭祀標明時間，現今從祭祀中

體現時間，因此可以這麼說，祭祀與時間的對話始終不斷，而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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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是截錄其中一段，因之延伸的餘音繞樑的未竟課題有三： 

    其一，是關於農曆六月「半年圓」民俗的再議。由於在此次研究

中，對「半年圓」僅僅作一瀏覽式的歷史記載與實地現況的比對初探，

實際上，不論半年圓風俗究竟歸屬於閩客之何者，皆必須進一步詳細

調查實行過此習俗的閩客村落，由此，除了得以解明半年圓的風俗流

向之可能外，尚可更精準地一窺客家的時間認知構成。 

    其二，為客家嘗會祭祖的調查展開。在農耕禮儀方面，除了本研

究聚焦的作福與完福外 筆者認為宗族（或家族）的嘗會祭祖亦當納入

其中。因為以農業社會為基礎發展出來的嘗會組織，與農耕型態有一

定程度的聯結，並且其組織在往昔的客家社會尤為風行。而嘗會祭祖

的時間表現在於其擇定祭祖算會的時間往往是依二十四節氣而行，頗

有遠古之春秋時期「這一時期的歲時生活在於『申固其姓』，『以序宗

族』。用季節性的祭儀加強家族聯繫，調整宗族秩序」5的遺風。是以

探究六堆各地嘗會祭祖的詳實情形，有助於更全面了解客家在農耕禮

儀的時間表現。 

    其三，則是客家的人生禮儀探析。除了本研究所討論的歲時禮儀

和農耕禮儀，在諸如出生、嫁娶、喪葬等的人生禮儀中，亦多可見時

間觀的注入。舉例而言，客家喪禮的「分年」。何謂分年，簡而言之，

即是人過世以後，喪葬完成，親友必須於那一年的年底農曆十二月二

十五日以前，擇吉日到墓前祭拜，予以分年。據田野調查所得，其意

                                                 
5
 蕭放，《歲時—傳統中國民眾的時間生活》，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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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告知逝者陰陽已有別，年的時間算法也不同，而祭拜的這一天是陰

間的過年，至此，各自過各自的年。這樣的「分年」祭祀，充分顯露

出客家用時間所劃分的生死界線。 

 

 

【圖終-1】南隆溪埔寮的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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