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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常民文化再現」理論探討

常民生活文化，是先民累積無數的時間與經驗的辛苦結晶；也是人們經由學習與

教育而得來，表現在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及道德法律等一切的生活方式。

它幾乎伴隨著常民社會同時出現。所以「常民生活文化」包含了常民在日常生活中傳

承的物質生活文化，如服飾、飲食、居住、生產、交易、交通等習俗；還有社會生活

文化，如家族、鄉里、社會組織，生命禮俗、歲時節令、口傳文學、美術工藝、民間

遊藝等；同時，還包括常民傳統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如民間信仰、宗教信仰、徵

兆迷信、巫術、禁忌等精神生活文化諸項內容。因此，台灣常民生活文化不但具有濃

厚的台灣本土思想特色，更具有深刻的台灣族群情感等因素。所以它是構成台灣文化

的主體與核心。

第一節 常民文化的內容 2

人類號稱是「萬物之靈」，與其他動物最大的差別，在於人類有文化，動物則只

有生存的本能。當人類開始意識到與生活週遭事物的互動有其必要性時，文化就開始

產生了。所以文化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產生而產生的，也是人類為了生活需要而創造出

來的東西，而人類生活需要的東西是多方面的，有些是個體生存下去所必備的，有些

是群體生活所必須的，有些則是個人心理調適所必要的。在最遠古時期，人們為了戰

勝敵人，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就組成群體，以多數的力量，抵抗來自大自然界的各種

威脅，也由於群體生活就產生了社會，同在一個社會，便逐步形成了一種共同生活的

模式和生存方式。這種共同的模式與形式就創造了文化。所以文化不是人類先天的產

2王源東（2005）。台灣常民文化內容之探究。人文藝術學報，第四期，頁 28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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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是人類社會進程中必然產生的衍生物，它總是伴隨著這個社會的主體－人的存

在而生生不息。

何謂「常民文化」？依國語字典解釋：「常」，當它是形容詞時，指的是「一般的、

普通的」、「經久不變的」、「定期的」；而當副詞的時候，則是代表「恆久不變的」、「一

次又一次的」。至於「民」，當名詞解釋時，是「百姓」、「人的通稱」，指的是社會中

的任何一群人；當它是形容詞時指的是「與人的財產、婚姻、債權、契約等有關的」。

因此將「常」「民」合在一起應有「一般的人、普遍的百姓」及「一般人的生命財產、

社會習慣」的解釋，它是沒有階級的概念，但它是文化的傳承者。

那「文化」又是什麼？依大英簡明百科（Britannica concise encyclopedia）對文化

的解釋是：「人類知識、信仰與行為的統合形態，包括語文意識形態、信仰、習俗、

禁忌、法規、制度、工具、技術、藝術品、禮儀、儀式及其他相關成分。」3而據文

化人類學之父泰勒（Ｅ‧Ｂ‧Tylor，1832-1917）所下的定義，文化乃是「一團複合

物（complex whole），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其他凡人類因

為社會的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及習慣」。所以，「常民文化」是指人們經由學習與教育而

得來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字、宗教信仰及道德法律等一切的生活知能，是人們在日常

生活中自覺和無意地遵循和維護的一種行為規範、道德倫理、認知方式和思維模式。

常民文化─是先民累積無數的時間與經驗的辛苦結晶；它如影隨形、形影不離地成為

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刻無不受到它的影響。因此，不同文化

的人，就會表現出不同的行為。

常民文化與人類學所討論的「民俗」又有何關係？其實，兩者在本質上是大同小

異的。人類學者將「Folk Culture」這個詞彙，譯為「俗民文化」，但有人認為俗民文

化中 的「俗」字帶有輕蔑的意味，因此主張以「常民文化」取而代之。然而台灣大

3
參閱大英百科全書公司主編(2004)。大英簡明百科。台北：遠流出版公司，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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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類學系伊建中教授卻認為這可能是受到美國人類學家瑞德菲德（Ｒ‧Redfield）

的著作所影響；伊教授也曾一度使用「常民文化」，但後來覺得與瑞德菲得使用的意

涵不盡相同。4因此他主張以「民間傳統」來取代之，他認為傳統兩字，不但表示有

長遠歷史，而且更能表現出這種文化有口傳，更有文字性質的紀錄與傳播，所以在文

獻中常見的民藝、民族藝術、民間生活、民間技藝、民間藝能、民間藝術等均可歸入

民間傳統的框架中。此外，民間信仰，民間傳統性的組織(如宗親會、寺廟組織，同

鄉組織等)，以及一些基於共同興趣所組成的地方性社團均可涵蓋在內。5其實，伊教

授並不否定「Folk Culture」就是常民文化，只是他更強調地方性的色彩，是與大中國

之長遠歷史傳統有所區別的。況且，他還認為這兩者之間是有著相互回饋、滋潤的雙

向關係。

至於常民文化的內容是什麼？研究文化人類學專家林惠祥(1986)就認為民俗就

是「Folklore」，意思是「民眾智識」(the learning of the people) 是指文明民族中無學

問階級的傳習智識。這一點與英國民俗學家彭尼(C‧S‧Burne)相類似，彭尼認為：

民俗學是一個概括的名詞，其內容包含傳襲的信仰、慣習、故事、歌謠、俚語等流行

於文化較低的民族或保留於文明民族中的無學問階級裡的東西。很顯然地，他們兩位

都將民俗視為是野蠻時代的「遺留物」。因此，林惠祥對民俗內容的分類就根據彭尼

女士的內涵，而加以修改如下：

一、信仰：（一）、天地、植物、動物。（二）、人類及人工物。（三）、靈魂及冥世。（四）、

神與妖怪。（五）、預兆及占卜。（六）、魔術。（七）、疾病及醫藥。

二、慣習：（一）、社會的及政治的制度。（二）、個人生活的儀式。（三）、職業。（四）、

曆及齋節日。（五）、競賽及遊戲。

4
因瑞德菲德（Ｒ‧Redfield）所謂的「Folk Culture」是指小型、孤立、同質性高的社會，其文化是指無文字傳
統之民俗、音樂與舞蹈等。
5
參閱伊建中(1987)。《中國民間傳統教學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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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故事、歌謠及成語：（一）、故事。（二）、歌謠。（三）、謠語及謎語。（四）、習慣

的韻語及地方俗語。

另外，法國學者桑狄夫，對於龐雜的常民文化內容，則是利用三分法，去把它加

以整理歸納，做出以下的分類：

一、物質生活

（一）、經濟的物質(土地或城市、食料、居住等)；（二）、生存的方法(勞動)；（三）、

營利與財富。

二、精神生活

（一）、語言；（二）、民間知識及其應用；（三）、民間睿智；（四）、美學；（五）、

神秘觀念與活動。

三、社會生活

（一）、血緣關係；（二）、地緣共同體；（三）、特殊聯盟(經濟的、政治的、競技

的等)。6

桑狄夫的「三分法」，比起林惠祥就具體許多，比較符合現代分類法的雛形，一

直為後來的學者專家所引用。日本柳田國男就以三分法在 1934年《民間傳承論》及

1935年《鄉土生活研究法》中把日本的「常民文化」分為三大類：

一、有形文化（看得見的文化）

包括住、衣、食、交通、勞動、村落聯合、家庭、誕生、婚姻、葬儀、歲時活動、舞

蹈、競技、童戲、玩具等。

二、語言藝術(用耳朵聽的文化)

6
仲富蘭(1998)。《中國民俗文化導論》。中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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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故事、傳說、說唱故事、念誦詞、兒童語言、謎語、諺語等。

三、心意現象(不能通過耳目直接理解的文化)

包括生活目的、畏懼、禁忌、祈求、趣味嗜好等。7

柳田國男為了讓這三部分常民文化的內容更加實際與具體，他還擬出了詳細的資

料採集方法，全心全力地投入全國性的田野調查與資料的整理，終於完成了十餘冊的

《綜合日本民俗語匯》。

利用三分法來分類常民文化的內容，近代中國民俗學者王獻忠（1991）也以「物

質生活、精神生活、社會生活」三大門類，提出他對常民文化的看法：「民俗是指一

個國家或民族在自己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反覆出現、並代代相襲的生活文化

事象。它包括民眾中傳承的物質生活文化，如衣、食、住、行習俗，生產、交易習俗；

也包括民眾中傳承的社會生活文化，如家族、親族結構，婚喪禮儀習俗；同時，還包

括民眾傳統的思維方式、心理習慣，如民間信仰、歲時節日習俗，以及民間傳承的各

種語言藝術，游藝競技習俗等諸多內容。」8所以常民文化生動地體現著一個族群的

民眾生活習慣、行為方式、倫理觀念以及心理結構等方面的傳統特點，是構成民眾生

活文化史的主體與核心。

至於屬於台灣常民文化內容的整理，早在 1895年（清光緒乙未二十一年），日本

據台之後，日本政府曾為了推行殖民政策，由官方組成「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開

始調查台灣的風俗習慣，以作為日本治台施政的參考，不過此時在民間也由台灣總督

府暨法院官員於 1900年組織了「台灣慣習研究會」9，這算是民間有系統地蒐集台灣

7
參閱同註 6，頁 317。

8
王獻忠（1991）。《中國民俗文獻與現代文明》。中國、昌平：中國書店，頁 15。

9
明治三十三年夏季，由台灣總督府暨法院官員，組織「台灣慣習研究會」，共設委員三十三人，兒玉總督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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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文化的開始。此外，1921年，當時任職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通譯官片岡巖，及

1928年曾以陸軍省雇員名義來台的伊能嘉矩，也分別出版了《台灣風俗誌》與《台

灣文化志》。這兩部鉅作，可謂是劃時代的名著，凡是研究台灣民俗與台灣史事的專

業學者，無不一致肯定其學術價值，都認為那是台灣常民文化的發展史名作。他們把

台灣同胞的家庭起居與社會生活，分門別類、鉅細靡遺地記錄下來。就拿《台灣風俗

誌》為例，就像是一部台灣常民文化的活字典，其內容大致如下：

第一集：包括台灣人的生產（出生）、結婚、葬儀、年節、台灣人一日的起居及其他。

第二集：包括台灣人的家屋、服裝、所用的布帛、頭髮、裝飾品、食物、雜業、產業

器具、還有台灣人的纏足及其他。

第三集：包括台灣人的善良風俗、階級、乞食（乞丐）、花柳界、戲劇、武術家、私

刑、人口買賣、結拜、養子與契子、禮用帖、宴席、商號、新居、廣告、懸賞、日用

文字及其他。

第四集：包括台灣的雜念、台灣音樂、山胞之歌等。

第五集：包括台灣的大人遊戲、兒童遊戲、大人謎、小兒謎、台灣人的遊戲韻文等。

第六集：包括台灣人的小笑話、滑稽故事等。

第七集：包括台灣人的奇事怪談、神話、寓言、奇聞、傳說等。

第八集：包括台灣人對自然現象、魂魄、鬼怪的觀念與迷信。

第九集：包括台灣的巫覡、驅邪及招福、匠工及一般人的符咒、有關身體及精神異狀

的迷信、事物所引起的迷信等。

第十集：包括台灣的儒教、佛教、道教、齋教（食菜人）、基督教、神明會、宗教營

造物、受刑人的宗教心、山胞的神明、中國古代的宗教觀念等。10

長，後藤新平民政長官為副會長，伊能嘉矩為總幹事，刊行《台灣慣習記事雜誌》。其主要目的，是在蒐集台灣

慣習資料，舉凡食衣住行等瑣碎習俗範圍，無不收錄在其中，其內容可謂極為廣泛與豐富。
10
參閱陳金田譯（1994）。片岡巖著（1921）。《台灣風俗誌》台北：眾文圖書公司，頁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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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風俗誌》這是一部研究台灣舊有風俗習慣極有價值的鉅著，凡是有關台灣

常民的家庭起居和社會生活，無不一一被蒐羅提及。雖然它比較偏重於「現象」的記

載，但仍然不失為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誠如當時任民政長官下村宏（後任朝日新聞

社長）所說：「台灣風俗誌正是台灣社會的側面史」。11

而台灣本地人對台灣常民文化的研究與整理，則首推連雅堂先生 12。連先生自稱

幼時，其父曾贈以《台灣府誌》，並告誡他：「汝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於是

「發誓述作，冀補舊志之缺」。自光緒三十四年（1908）開始撰寫《台灣通史》。在撰

寫之初，連先生原預定依舊式方志體例，分為地理志、種族志、沿革志、政治志、軍

備志、財賦志、教育志、文學志、禮俗志、交通志、產業志、外交志、民變志、番務

志、人物志，但後來則以寫史方式，仿紀傳體分為「紀、志、傳」。其中，「志」則分

為疆域志、職官志、戶役志、田賦志、度支志、典禮志、教育志、刑法志、軍備志、

外交志、撫懇志、城池志、關征志、榷賣志、糧運志、郵傳志、鄉治志、宗教志、風

俗志、藝文志、商務志、工藝志、農業志、虞衡志等二十四志，並有附表。13其內容

不但詳細地記錄與描述了台灣本地風土、民情、史地、語言與文學，更對台灣的物質、

社會、精神等常民生活文化，作了確切的摘記與整理。

台灣常民文化的內容，到底涵蓋了有那些範圍？舉凡食、衣、住、行、育、樂、

婚喪、喜慶、信仰、工藝，乃至德行倫理的傳統、時令節日…等，均屬其中，內容之

廣、種類之繁，實難一一備載。況且，國內外許多從事此方面研究者都有不同的分類

方法。綜合以上各家論點，筆者就以「物質生活文化」、「社會生活文化」、「精神生活

11
同註 10，頁 8。

12
連雅堂，名橫，字武公，號雅堂，又號劍花。光緒四年（1878），生於台南；民國二十五年（1936），卒於上海。

13
吳密察編（2001）。《台灣通史》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頁 22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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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三分法，分項略舉說明如下：

一、物質生活文化

凡人類身體賴以生存下去所必需的一切事物，都稱為物質生活文化。其範圍包括

早期先民開始使用的器物起，一直到現在所有的科學技術發明都涵蓋在內，凡是常民

生活上衣食住行所需、所用的及經濟交易組織等都可包括在物質生活文化的範疇。

（一）、在服飾方面─

服飾具有保護身體的功能，同時也是一種裝飾和文化的象徵。服飾的形式大致包

括衣服（衫、褲、裙、襪）、髮飾（髮形、髮針）、鞋帽、佩戴（首飾、圍巾）、裝飾

（手帕、化妝）等。常民的服飾文化，時常受到性別、年齡、職業、身份、地位、季

節、區域、族群、及工藝價值而有所限制與改變。

早期台灣常民大都移民自大陸閩、粵地區，服飾文化自然沿襲中國傳統服飾的形

式，以衫、褲、裙、褂、襖等為主。男子著長袍馬掛，穿包頭鞋，勞動階層則都著對

襟衫與褲子；女子纏足，著大綯衫、下褡裙或褲子為主，原住民則仍各自保有傳統的

形式與圖案，色彩鮮豔、裝飾豐富華麗。隨著時代的邁進、潮流的轉變，六○年代歐

美流行的嬉痞風、熱褲、迷你裙、牛仔褲、披頭四式的大領緊身襯衫搭配喇叭褲、足

蹬「恨天高」的厚底鞋，男生蓄長髮等時尚，顯然已不能滿足現代年輕族群的需求，

取而代之的是染髮、刺青、穿孔以及衣著的任性恣意，儼然形成所謂的「另類流行」。

（二）、在飲食方面─

「民以食為天」、「吃飯皇帝大」，飲食是人類維持生存的生理基本需求，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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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動。而飲食文化包括飲食的調製、飲具、食器、飲食的方式、飲

食的原料、飲食的職業、飲食的慣制等其類型與傳承。台灣常民在光復之前，蕃薯是

三餐的主食，副食則是「鹹魚菜脯」，有時還要到郊外拔野菜、撿田螺、到溪畔撈蛤

蚌、捉魚蝦，以補充食物的不足，只有在生病、宴客、節慶時，才能吃碗白米飯或稀

飯。在電爐、瓦斯爐還沒問世之前，燒柴是當時唯一熟煮食物的方式，折騰半天、灰

頭土臉是常有的事。隨著外食機會增多，在茶餘飯後亦流行吃零食、嚐小吃，於是各

地名產、小吃應運而生，頗得男女老饕的喜歡，如文山包種茶、大溪豆干、台中太陽

餅、彰化肉丸、台南担仔麵、宜蘭鴨賞、、等。

（三）、在居住方面─

台灣早期居住文化，在形式上可分為院落式與連幢式兩種。院落式屬單獨建築，

有一條龍（即只有廳堂且平面為「一」字形之住宅）、單伸手（即只有廳堂及一道廂

房且平面呈「Ｌ」形）、三合院（即由廳堂及兩道廂房所組成，平面為「ㄇ」字形）、

四合院（由廳堂、門屋及兩廂房所組成，平面為「口」、「日」及「目」字形）等形式。

連幢式住宅即市街店鋪，兩家相鄰共用牆壁，櫛比相連，各在簷下設通路，稱「亭仔

腳」。一般住屋，多以紅磚或土埆 14做牆壁，屋頂蓋瓦；還有以竹木為柱，用茅草圍

壁及蓋屋頂的；瓦厝的屋脊兩端有燕尾形與馬背形。通常屋頂向前後二面傾斜，住屋

內的窗，一般少又小，有時在屋頂上會留有一小窗口以引入光線。家屋的構造，以正

中面做廳堂，並適度的配置房間、廚房等。平時進出正廳由龍邊進（趨吉），虎邊出

（辟邪）。而廳堂前面（或後面）兩側，會伸出兩袖如「ㄇ」形的護龍，並在廳堂前

及護龍前面留一塊稱「埕」的空地，以做為家族活動場所及曝曬農作物之用。

14
土埆：乃是黏土加水攪拌，掺入石灰、稻莖以及稻殼混合而成。然後製成立方塊，即俗稱的「土埆」，大都做

為築屋砌牆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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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生產方面─

台灣民間的各種生產勞動，無論農、林、牧、漁、手工藝，都有其生產與加工的

方式與工具，若再細分還可分採集、狩獵、畜牧、捕魚、養殖、曬鹽、農耕、種植、

蠶桑、採礦、冶煉、伐木、木匠、鐵工…等。這些民間生產類別都有其自己的文化特

點，它們都奉祀著自己的職業祖師或尊神，如漁民供奉媽祖與水仙尊王、木匠供奉魯

班公…等。他們勞動過程中都要舉行祭祀或儀式，也有各自行業的用語與禁忌，如狩

獵在台灣原住民傳統生活中，是食物的來源之一，也是男子取得社會地位的重要踏

板，所以當他們在出獵前，不但行事謹慎，嚴守禁忌（女性不可觸摸任何獵具），還

要經夢卜、鳥占決定吉凶，及實施祈福儀式；而沿海的漁民，在行船時，則禁忌說「散、

翻、離」等字眼，吃飯時也不可以翻轉魚身，以避免船隻出海作業遭到不測。至於農

事生產，除了具備本身的知識與經驗，更要配合時令、節氣（二十四節氣）15、祭祀

等習俗。

（五）、在交易方面─

在台灣各種買賣場所，有所謂固定式的店面經營，如柑仔店、百貨行及大大小小

的單一商店；也有遊動式的商販，如走街串戶的流動攤販，趕街赴市的夜市、黃昏市

場。固定式的，大都集中在都會商業繁華區，或交通便利、行政樞紐作業區；遊動式

的則分佈在鄉間、街頭、工廠、學校、寺廟附近，人口較密集的地方。

至於民間商業的交易形式，自從進入二十世紀，「以物易物」已近絕跡，日常物

質、生活用品均採「銀貨兩訖」；而集市交易活動，除固定式的商店店名、市招、商

標，有其規定與避諱外，趕集、趕市的遊動式商販，也有交易日、交易所、交易物的

15
二十四節氣，是先民累積長期農事生產經驗，所創造出來的生活作息法典。它包括夏至、冬至、春分、秋分、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等八個季節；再加上十六個反映氣候變化及大自然生態現象的雨水、穀雨、小暑、大暑、

處暑、白露、寒露、霜降、小雪、大雪、小寒、大寒、驚蟄、清明、小滿、芒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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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規。如台灣早期四大牛墟 16─北斗（彰化）、北港（雲林）、鹽水（台南）、善化（台

南），其交易開市日是錯開的（北港每月逢三、六、九，鹽水則一、四、七，善化二、

五、八，見十則公休）；至於傳統市場每逢農曆初三、十七是休市的（因民間習俗農

曆初一、十五及初二、十六均舉行祭祀活動，所以隔日民生物質需求量不大，市場交

易也較彾清）。

（六）、在交通方面─

早期台灣農村社會中，人力車尚未出現之前，富豪土紳出門或迎親嫁娶，用的交

通工具是轎子；農民要到遠地趕集或參加廟會，則會集體乘坐牛車前往。直到火車出

現，陸上交通才出現新的局面，大線鐵路（鐵路幹線）解決了南來北往長途跋涉之苦，

五分車（台糖鐵路）則滿足了外地求學、就業通勤族的需求。馬路，隨著縱貫道路的

完成，公路局、縣市客運、計程車開始加入交通的運輸，取代早期鄉間石頭路上奔馳

的腳踏車、機車、人力車、三輪車。至於水運交通，大都沿著海岸城鎮通行（如安平、

鹿港、淡水…），內陸因河川吃水較淺，以竹筏和舢舨為主，空中運輸則是現代的事

了。

二、社會生活文化

人類是一種群居的動物，常民營運群體生活所必需的一切行為、規範，一般就稱

為社會生活文化，它包括家庭親屬組織、地緣社會組織、生命禮俗、歲時節令等。

（一）、在家族方面─

16
牛墟─是一種以牛隻為買賣主體的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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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常民對於和自己具有共同血統的人（包括配偶），皆視為家族；台灣除了原

住民，大都在明清時期來台的常民，因此各宗族都有宗親會和崇拜自己祖先的祠堂；

至於姓氏是個人與親族間聯繫的象徵，台灣十大姓是「陳、林、黃、張、李、王、吳、

劉、蔡、楊」，尤其「陳林半天下」，就佔據了台灣人口的大部分。

家族間成員的稱謂，是為了區別輩份，向社會呈現自己的血緣，及宗族的內部結

構；家族中的產業是由家長來管理，長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族中的財產

和權力繼承，是重男輕女的，以男子為中心、父子相傳（原住民阿美族與卑南族是母

系社會，女性才擁有社會崇高的地位），所以台灣常民「養兒防老」便成為老人家最

後的希望。

（二）、在鄉里方面─

台灣是屬於移殖的社會，所以鄉里的命名，大都以祖居地（台南安平、台中新埔）、

開拓地（台南番仔田、台北三張梨）、地形與方位（台北石門、新竹竹東），還有源自

於自然和文化的特色（屏東恆春、高雄大樹、南投國姓、台南新營）而命名。透過地

名讓我們瞭解到鄉里的歷史脈絡、自然環境與同村里的族緣。而有的城鎮是經由聚落

所形成的，如依生產形式、地形限制，而形成的山村、漁村、農村、商港、離島等；

也有因族群情感而聚集在一起的，如閩南村落、客家村落、原住民村落及眷村等。經

由這些鄉里的結構，我們依稀體會到先民創業的艱辛與歷程，及他們那份血濃於水的

鄉土情感。

（三）、在社會組織方面─

民間社會組織又稱「社群」（Social Group），它是人類經過長期的相互生活接觸

與社交往來而形成的社會共同體。除單純的氏族與家族（親族）外，還包括民間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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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織，如鄉村型的鄉社、社區互助會；都會型的同鄉會、婦女會、同業公會、行會

等。另外，在早期鄉里為抵禦敵對勢力的入侵、防範土匪強盜的干擾，由地方壯碩青

年組成的民防、團練、守衛隊…等都是民間社會組織的範疇。其次，在民間以信仰活

動為掩護、祕密結社的幫派、道盟、會黨、宗教組織（武德會、大地會、四海幫、天

道盟、太平會等），也都是社會組織的另一種類型，他們也有組織架構、入會辦法、

組織規定、職稱、禁忌與行話；至於因興趣、喜好而結合而成的自由團體，如詩社、

藝文社團、老人組織、校友會、體育團體等，旨在相互切磋、交流、聯絡感情、陶冶

性情的團體，也都是屬於台灣常民社會組織的一環。

（四）、在生命禮俗方面─

人類從母體有了「愛的結晶」，生命即來到了人世間；孩子出生，有誕生禮，滿

月、剃頭（理髮）、收涎（結束流口水）、命名、度晬（滿周歲）、、、等，都有一定

的禮俗要辦理；長大轉大人，進入青春期，有成年禮；青春期過後，找到理想的對象，

要完成終身大事，從議婚到結婚，有所謂「婚俗六禮─問名、訂盟、納采、納幣、請

期、親迎」；上了年紀，兒孫還要為長輩做壽（過生日）；走完人生旅程，還有許許多

多喪葬、送別、掃墓、祭奠等禮俗，要子孫們來進行。

雖說「生、老、病、死」是生命更替、自然循環的結果，古今中外，任誰也不能

免除，但畢竟人是有感情的動物，在這生命轉換過程中，我們不免會有期待、喜悅、

祝福、滿足、憂傷與不捨，但我們會以各種儀式、祭典、慶賀與哀悼來化解這人生的

重大改變，以讓自己重新調整，以適應未來的新生活。

（五）、在歲時節令方面─

歲時節俗乃是某個地區的一群人，為因應環境與一年四季氣候的變化，而衍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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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方式、祭祀行為與慶典活動。歲時節令文化，一般均貫穿全年的始終，從正月

元旦以至臘月歲除，無不存在著各種不同的民俗活動，而且以時序為線，逐季逐月進

行著。

「二十四節氣」在台灣歷經了三、四百年，不僅對農業生產作息有一定程序的影

響，更擴大到士、工、商各階層，有些節日連政府都明定為國定假日，如新春、清明、

端午、中秋、除夕…等，可見它已發展出一套吻合台灣地區的「節氣文化」。至於無

法排入歲時之中，卻是在地方上有固定時間需要舉行的祭祀活動和儀式，我們也都不

能忽略它與常民文化的關係，如與宗教有關的建醮、神明聖誕及迎神賽會等。

（六）、在口傳文學方面─

口傳文學，也稱民間文學，它主要是從事農、漁、獵與其他體力勞動者所創作的。

這種文學和統治階級的文學和文人作家的書面創作，有很大的區別；其內容表現了常

民的生活與心理及廣闊的社會風貌。由於這種文學是眾人所共同創作的，因此可能不

知創始者為何人，但它卻一直薪傳不輟。而且形式和內容在表面上看來雖是恆定不

變，事實上是隨時代轉移而增添新內容。在台灣常民口傳文學包含有敘事口傳文學，

如神話、故事、傳說、笑話、怪談、寓言；語言口傳文學，如諺語、謎語、俗語、歇

後語、繞口令等，還有音韻口傳文學，如民歌、民謠、兒歌、哭調、聖歌等。

（七）、在美術工藝方面─

常民的美術工藝是來自民間的生活體驗，是建立在常民社會生活文化的基礎上，

與地方鄉土的自然、經濟、社會、風俗習慣等，有著密切的關係。其內容涵蓋面，包

括了食衣住行、生老病死、宗教習俗等，它是常民對生命禮俗的真實反映。在台灣，

美術工藝包羅萬象，有屬雕刻的木雕、竹雕、石雕、玉雕、磚雕、毫芒雕及其他瓢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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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雕、冰雕、蔬果雕等；塑造有泥塑、塑像、麵塑、剪黏、糖塔等；埏燒有交趾陶、

陶瓷器、琉璃等；編織有藤編、草編、刺繡、印染、織錦、結飾等；繪畫有壁畫、門

神、彩繪、版畫、年畫、木書畫等；剪裁有剪紙、剪影、糊紙、風箏、布偶、香包…

等；金工有銀器、錫器、鐵器、銅器、景泰藍等，其他還有漆器、螺鈿、文房四寶、

家具、童玩等。

（八）、在民間遊藝方面─

早期先民大多會利用收穫之後，勞動之餘，藉由各式慶典及團體遊樂來鬆弛身

心，如年節新春的遊藝會，各種廟會、市集的表演活動。所以民間遊藝是最能與常民

生活產生互動的民間藝術。雖然這些娛樂休閒時常做為宗教祭祀的附屬活動，卻也是

一種娛神、娛人的常民生活另一重心。它的範疇包括民間藝陣、民俗體育與民間遊戲

等。而民間藝陣又包含民間音樂（如南管、北管、鑼鼓、鼓吹、及屬慶弔樂的吉慶樂

和喪禮樂等）、民間戲劇（如歌仔戲、布袋戲、傀儡戲、皮影戲、四平戲、亂彈戲、

高甲戲等）、民間陣頭（如舞龍、舞獅、宋江陣、高蹺陣、牛犂陣、鬥牛陣、車鼓陣、

蜈蚣陣、還有藝閣等）；民俗體育則包括盪鞦韆、賽龍舟、搶孤、拔河、國術、氣功

與民俗特技等；至於民間遊戲，有的是與競技民俗相結合的，如跳繩、踢毽、扯鈴、

爬竿、打陀螺等，也有是純助興的遊戲，如猜拳、划酒拳、擲骰子等，更有的利用馴

養的動物來爭鬥比賽，如鬥雞、鬥蟋蟀、放笭鴿 17等。

三、精神生活文化

常民文化的第三個範疇是常民心理調適所必需的，我們稱它為精神生活文化，在

17
放笭鴿，是嘉南一帶的農閒娛樂，即在俗稱「土種」的菜鴿尾部套笭，比賽時，擲向天空放飛，計算飛回固定

點數的多寡為輸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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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範疇內，它包括了宗教信仰、徵兆迷信、巫術、禁忌等項目。

（一）、在民間信仰方面─

台灣民間信仰是以中國古代精神信仰為基礎，融合了儒、道、佛三教而成，是屬

於天地人合一的多神崇拜。在內容上，有信仰山川、日月、風雨、雷電、植物、動物

的自然崇拜，如五嶽大帝、太陰娘娘、風神爺、五雷元帥、榕樹公、虎爺等；有信仰

各種亡靈、鬼魂、天神、社稷神的神靈崇拜，如國姓爺、開漳聖王、義民爺、百姓公、

玉皇大帝、地基主等；也有屬於器物崇拜的牛稠公、門神、灶神、床母等。廟宇是民

間崇拜神靈的場所，依所奉祀的神格，一般可分為宮、廟、祠、殿、壇、寺、堂、庵、

觀、岩等，但也由於供奉的神祇屬性不同，而使廟宇的形式有所差異，如自然崇拜中

的「大樹公」，往往沒有寺廟，就在樹下設壇祭拜。至於廟宇的興建，大都由地方民

眾共同出資所建，也有少數是由官方設立的，如台南孔廟、武廟。早期廟宇，在地方

上所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信仰中心，更是一種具有權利和武力的自治機構，同時也

是村落常民或行會會員社交、教化和娛樂的場所。

（二）、在宗教信仰方面─

台灣社會的「宗教信仰」相當多元，有政府主導的「國家儒教」：祭孔大典，有

以儒教道德、倫理為教條的「民間儒教」：鸞堂、一貫道、天德教、天帝教等；有依

賴民間廟宇及祭典而存在的「道教」：正乙派；有「大乘佛教」系統：禪宗、喇嘛教、

密宗；及「民間佛教」：阿彌陀佛崇拜，觀音崇拜、地藏王崇拜；荷鄭時期傳入台灣

的「基督教」與「天主教」；戰後傳到台灣的「新興宗教」：伊斯蘭教、天理教、摩門

教、統一教等。嚴格說來，所謂「宗教」，是要有明確的「教主」，自成體系的「教義」

與「經典」，系統嚴密的「教會組織」，以及儀式化的「入教禮」與積極的「宣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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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並與一般俗世生活分離。然而，在台灣，對於宗教信仰的態度卻沒有清楚的區別，

只是一種全然接受，而來者不拒地合併信仰，所以我們時常看到「神佛不離」、「寺廟

不分」、「僧道不清」、「祭儀混淆」等窘境。例如，如來、觀音、王爺、媽祖共祀一室；

供奉菩薩的寺院，也做起符咒驅魔的工作；道姑則唸起佛經等奇特景象。

（三）、在徵兆迷信方面─

所謂「徵兆」，就是事情發生前的徵候或跡象。早期先民們認為，某種徵兆的出

現就一定會發生某種相應的事情。實際上，在我們的生活中，無論你承認與否，徵兆

迷信思想和行為，可說是無處不在、無奇不有，五花八門。有以各種生物為徵兆的迷

信，如喜鵲報喜、烏鴉叫禍；竹子開花，將有天災或人禍；螞蟻搬家、蛇過道是下雨

的前兆；當人們耳朵發癢就表示有人惦念；左眼跳財、右眼跳禍等。至於夢兆的迷信：

有人認為夢見蛇，是失去金錢的前兆；夢見穿孝服，則將帶來財氣等。而來自於自然

現象的天候徵兆，則是早期農業社會，因科技不發達，農民為了要預測未來的收成，

只好根據氣象的變化。如「雨落一月日，年冬歹」（台語）「立秋無雨最堪憂，雷打秋，

明年一半收」（台語），農民就有收成不佳的心理準備。另外，意外的附會，有人認為

器物用具的損傷與破壞，是不吉利的，會影響人的財氣與運氣，因此，當事發之後，

要口唸「歲歲（碎碎）平安」以為破解。以上徵兆信仰的產生，主要是由於社會生產

力低下，人們受自然力威懾，對未來的遭遇和行為後果無從預見和左右，只能乞求神

靈指示，以達免災得福的願望。

（四）、在巫術方面─

巫術是人們幻想藉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來對某些人、事、物施加影響或給予控制

的方術。在台灣行使巫術者，一般通稱為道士（司公）、鸞生、童乩、法師、尪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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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士（算命師、地理師、看相師）等。巫覡行使巫術時，有其一定的科儀，專用的咒

語、符錄、及固定的法術程序與步驟。它們經常使用替代物（草人、紙人、符令、紙

錢等）、辟邪物、厭勝物、鎮物（石敢當、鎮五營、照壁、刀劍屏、風獅爺、獸面、

白虎鏡、桃符等），以有效達到驅凶避厄的力量。此外在台灣常民精神生活文化中也

流行卜卦及占卜，卜卦有錢卦、龜卦、米卦、鳥卦…等；占卜有抽籤、聖筊、錢筊、

占夢等。其實，實行巫術者，非僧非道，是假藉降神問佛、濫說陰陽五行及神鬼妖怪

來愚昧常民，若運用得宜，消災解「惑」、安定人心，若妖言惑眾、譁眾取寵，將人

心惶惶、「禍」害無窮。

（五）、在禁忌方面─

禁忌原是先民因畏懼超自然力量的責罰，或對親友及周遭人物造成心理不適，而

對某種行為加以禁止或限制的習俗。禁忌事象在台灣常民文化中五花八門、千奇百

怪，滲透的層面包含生活、生產、娛樂各個方面，可以說是無所不在、無時不有。就

拿生命禮俗就多如牛毛、如生育時，孕婦禁釘鐵釘，以避免產生畸形兒；分娩後，進

出產房者，忌入廟宇，及參加各種宗教活動；孩子長大，禁止兒童，以湯匙或竹筷敲

擊「飯碗」18。至於嫁娶禁忌更多，婚前的相親人數，忌由奇數組成（偶數，蓋取成

雙成對之意）；送定時，當程序結束，忌言「再來」，所以男方家屬必須沉默離去。婚

禮中，新娘拜別祖先之燭火，須由母舅點燃，意在誡囑新娘婚後毋忘娘家。洞房，忌

「姑」字輩者進去，「姑」與「孤」諧音，將陷新人於孤獨之境；此外在日常生活中，

也都忌諱「死」「痛」等類似「烏鴉嘴」的字眼，所以旅館、醫院、車牌、電話號碼

都儘量避開「四」，倒是「八」，大受歡迎，因它與「發」音雷同。

18
台灣常民向來以「飯碗」代表職業，敲打「飯碗」唯恐工作不保。其實，小孩子用餐時敲打食器，不但動作不

雅，也會讓人覺得沒教養，因此加以禁止，意在提升孩童用餐禮貌與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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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民文化正因為它代表的是一般普羅大眾，所以它是人民生活文化的表徵。它的

形成是一個族群社會的生活經驗，經過長時間的累積、整合，形成共識，最後才成為

社會大眾普遍認同且共同遵循的風俗習慣。對它的研究和分類，由於內容很多，包括

的範圍也很廣，我們著實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取相同的觀點和一致的方法。只要確實

是反映客觀的事實和規律，而不是主觀的臆測，我們可以根據個人的愛好和長處，從

不同的角度加以認識和研究，並取得成果。以上，筆者以「物質生活文化」、「社會生

活文化」、「精神生活文化」三個面向，來概括說明台灣常民文化的內容，面對常民豐

富的生活習俗，這三個面向當然不可能全部囊括。但這些內容確實都是我們常民生活

文化的重要部分。基本上，透過這三個面向，我們可以從橫的方面，看到台灣常民文

化的大略面貌。

第二節常民文化的特質

有生活就有文化，過去的人們有過去的生活文化，現代的人們也有現代的生活文

化，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各個歷史時代的常民生活狀況和發展演變何嘗不是一部反

映文化傳承的歷史？先民留下給我們的遺產，經由流傳、演變、復合、及不斷的萌發

和演繹，才有今天樣貌絢麗多彩的常民文化內容與形成。所以常民文化是從人類社會

中產生，又反饋到生活中去，它呈現的是，傳遞著古老社會的回音又與現代社會水乳

交融的一種文化現象。在世代嬗遞演變中，它既作為一種文化意識承襲流傳，同時，

它又是以程式化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實體形態陳陳相因，並且生生不息地積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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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心理意識的深處。19雖然對現代人而言，許多的傳統民俗也許是落伍的，但一項

民俗的形成，畢竟是經過長期的蘊釀與普遍的認同，才逐漸成為共同的生活習慣。過

去由於台灣人對傳統文化缺乏自信，再加上教育的西化，造成民眾對自己傳統生活文

化的無知與漠視，一般社會大眾對其生活文化的認識可能是模糊的。殊不知他卻是其

生活文化的執行者、實踐者，甚至是傳統常民文化表現生命力的代表。總之，常民文

化的形成雖是歷史傳統的因襲，卻是人類社會實踐的結果，同時也是常民對客觀物質

世界認識的具體化反映。

在最原始的時代裡，人們想要戰勝自然，生存下去，就必須組成群體；由群體進

而產生了社會，同一個社會中的人往往會逐步形成一種共同的生活模式和生存方式。

共同的生活創造出共同的文化，其中包括各種有形和無形的生活文化事項，如人們的

衣食住行、婚喪禮儀、歲時節俗、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同時也產生了共同的思維

方式等。所以常民文化是人們根據生存的需要而創造的，是人們物質生活、社會生活

和精神生活共同體的反映。

因此，常民文化並不因為我們不屑去理它，就會自然消失；相反地，它始終滲透

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之中。任何一個民族皆有其常民文化，若有民族自稱自己沒有

常民文化，那是不可思議的。常民文化和人們的社會生活保持著極為密切的關聯，它

擁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任何人從出生到成年至老死，無不處於生活文化事象對它的浸

染和熏陶之中。倘若有人突發其想、異想天開，試圖完全脫離常民文化的軌道，設計

出屬於他自己的一套生活模式和習慣，雖然也可能成為一種信念去影響他人，但畢竟

在社會接受這種模式或習慣之前，它還是不能成為常民文化意義上的精神符號。因為

常民文化之所以能成為一種符號，是它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特點：

19 同註 6，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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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性

任何一種文化事象，都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由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所有成員，

在共同的社會生活中約定成俗，並由社會普遍傳承的。因此，常民文化的民族性特點

是很突出的。比如台灣人的歲時節俗，元宵節在台南鹽水就會放蜂炮，台北平溪放天

燈、花蓮玉里炸寒單爺、苗栗後龍射砲城等，這些原本源自古時候以「火」驅逐瘟疫

細菌的驅疾活動，現在已成為台灣地區特有的重要宗教節慶活動。這在其他地區所沒

有的風俗文化，是台灣獨特的地理環境、歷史傳統、文化氛圍和心理素質等，所造就

的台灣社會生活文化鮮明的民族特色。

在台灣，常民文化的發展，是融合了大陸與台灣原住民文化的具體表現。雖然它

是由眾多族群生活文化的組合，但住民們在生命共同體的激勵下，以自己辛勤的耕耘

開發了自己的經濟，也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常民文化。總之，常民文化的民族性特徵，

其總的表現是在日常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各方面的民俗行事，其在族群特有的歷

史、文化土壤上形成，並通過常民特有的生活、心理及民族習慣等方式而加以呈現，

最後成為一個民族約定成俗的傳承性共同行動，從而具有不同於其他民族或國家的鮮

明特點。

二、原始性

台灣常民文化、民間風俗，絢麗多彩、源遠流長，雖經後世不斷的改良與創造，

古老的遺風依然大量地存在著，有許多生活文化都可回溯到住民篳路藍縷，初創家園

的早期樣貌，有些雖然被後世發展改造，但還是可以追尋到原始風俗的影子。如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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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念，在先民心目中「天」是自然的、可畏的、必然的、超凡的、高高在上的大主

宰，只因為自然界的風災、水災、火災、地震等天然大災害，都是人力難以抗拒的災

難，所以自古至今人們都相信「天」要滅人，誰也逃不了。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會看到

與「天」有關的形容詞，如天打雷劈、天崩地裂、天翻地覆、天怒人怨等聞之色變、

令人不寒而慄的語彙；當然也有比較溫馨、令人欣慰、積極向上的詞句，如天賜良緣、

天命真子、天無絕人之路等。

當然，我們現在生活的常民文化，有不少是由原始性習俗變化而來的，因後來的

生活和思想使古老的習俗有所變化，有的只具形式而失卻了當時的內容，有的在內容

部分也帶上了新的色彩，看不出古老習俗的痕跡。如爆竹，由驅山鬼轉為祝喜慶；廟

會放天燈，原先是用來向親友報平安、傳遞訊息的功能，在加入觀光活動後，演變成

向天祈福的儀式。不過這些由原始的替代物轉變成新的常民文化，我們還是可以看出

民俗淵源的原始。由於我們長期處於封建保守的社會，封建的思想意識，禮樂制度幾

乎深切地影響著各類的社會生活文化，這種原始的影子，往往還是會被頑強地保留下

來，而形成我們常民文化原始性的特點。所以當我們研究現代生活文化時，就必須用

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去探尋其來源和發展，分析其不同時期的歷史因素和變化。

三、神祕性

在諸多常民文化現象中，有不少生活習俗，具有不可捉摸和不可理解的特點。特

別是一些少數族群的信仰、祭典以及禁忌、占卜、祈禳、巫術等風俗，其主要原因，

往往反映出早期人們不能理解各種自然現象，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對自然界和祖先

產生了敬畏崇拜的心理。他們試圖藉助超自然的力量來幫忙、護佑自己與家人，從而

創造出某些人與神靈鬼魂溝通的渠道。因此，常民文化的神秘性和它的原始性是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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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的，有時甚至與愚昧性也有著密切的關聯。因為人們在進行某些民俗行事時，帶

著一種神祕的心理，認為這些習俗所以要如此進行是因為具有一種神祕的力量。如巫

術信仰、圖騰信仰、神靈與鬼魂崇拜等，另外有些生活文化活動本身就表現出一種神

秘的氣氛。如早期流行於台灣民間的「關落陰」，關落陰又稱「關三姑」，是常見的通

陰法術之一，但並不是乩童自己下陰府，而是由乩童施法，借請哪吒太子的神力，帶

領想到陰曹地府探問事情的當事人靈魂，下到地府探看過世親人死亡後的狀況。人們

懾於這種神祕的氣氛，往往更加地篤信。越信實，這些超越現實生活的事象，就越令

人倍感神祕。

台灣常民文化神祕性除了在巫術民俗中表現最多，禁忌俗信也不少。例如筆者小

時候，長輩們會警告小孩子夜間不能吹口哨，以免引來鬼魂前來糾纏，而遭致家中人

畜的不得安寧；在室外，也不能手指月亮或太陽，深怕引來不明的懲戒與災禍…等。

這些或許包含著些許原始的愚昧成分，但是越是愚昧，其神祕感就越不容易打破。在

常民的心靈中，越是不可理解的文化現象，就越會形成一股頑固的勢力，若再經世代

的相傳之後，一時之間就更難釐清了。

四、實用性

常民的每一種生活文化基本上都是先爭取生存，再求經濟民生的發達興旺、家中

諸事的吉利平安，儘管有許多很不科學，甚至帶有愚昧性質的行為，在民間，它還是

被看做是具有實用意義的東西。因此常民文化的實用性，不僅表現在信仰心理方面，

更重要的是常民文化本身，在人們生活中確實曾發生過積極的效用，使人們獲得了實

際的利益。如民俗廟會「陣頭」的表演，本身就是一種體育活動，表演者必須有良好

的技術及充沛的體力，尤其「宋江陣」，更是屬於國術的範圍，舞龍也需要全體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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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力合作，而被認為具有驅邪逆、保平安功效的八家將，更是神誕祭典、迎神廟會

不可缺少的團體，它不但可以增加宗教信仰的力量，更可增添熱鬧的氣氛。其他如歲

時節令，人們透過新春過年、清明掃墓、中秋團圓，來增進家人相聚的機會，使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更為密切。生命禮俗中，婚、喪禮俗的舉行，雖然繁文褥節，卻有聯繫

和團結家庭、宗族乃至社會的作用；成年禮，可提醒青少年負起對家庭的責任與對社

會的義務。其他如祭煞、掛平安符、補運、安太歲等，雖被知識分子斥為迷信的習俗，

卻可能是市井小民解除焦慮、化解不安、尋求心靈庇護的方式。至於傳統工藝與美術，

更是與物質生活中的食、衣、住、行、育、樂息息相關，是以應用為目的，其審美價

值必須附著於功能之上，最上等的作品是完全符合於用途，同時又有獨特的美感；而

民間戲曲，各種形式的口頭文學，也都在陶冶情操和思想品德培養方面，有不可忽視

的作用。所以廣泛的實用性，使常民文化具備了深厚的群眾基礎，這是它得以世代流

傳的主要原因。若離開其實用價值，離開廣大群眾生活與生產的實際需要，相信任何

常民生活文化都不會源遠流長。

五、群體性

所謂常民文化，並不是單獨個體的生活習慣，而是整個社會的風俗民情，是許許

多多人的行為方式的綜合展現，它是一種社會生活的文化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深厚的

社會基礎；而社會是由許多不同族群所組成的，族群間總會出現出一種共營生活的特

定輪廓。共營生活的輪廓並不是自己冒出來的，而是各族群中相互結合的成員，必須

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常民文化的群體性，一方面是指常民文化事項的產生

是群體創造的結果；而有些是由個人創造，但還是必須經過群體的影響、豐富、發展

而來的，只有個人的創造和倡議，而沒有群體的影響，是形成不了常民文化的，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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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算是一次個人的即興活動。另一方面，常民文化的流傳必須依靠群體的行為來完成

了。有了群體的創造，並有群體世代的傳承，才有可能形成常民文化。就像人們的日

常生活、飲食起居、勞動作業，總是默默地感染和薰陶著下一代，每一代的人經由耳

濡目染，起而仿效。前人行為舉止的示範作用，調節了人們的行動，使常民在潛移默

化中養成習慣，如農事配合著節氣、行事依循著規矩、人與人交往的禮節、婚喪習俗

的程序、祭祖祀典的儀式等，這一切無不通過上一代的行為影響，感染著我們這一代，

因襲繼承，代代相傳。所以常民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成為群體的行為和習慣，並會在

廣泛的時空範圍內流動，這種流動雖不全是機械的複製，偶而會在流傳過程中，加入

新的元素，但它還是人們共同參與的結果，就如物質生活文化、社會生活文化、精神

生活文化等都離不開一個族群或一個群體的共同傳承一樣。

六、變異性

變異性是傳統生活文化的一個特徵，任何常民文化在傳承或流傳過程中，都會發

生變異的文化現象。這是常民文化本身的不固定性所決定的，因為常民文化是一種活

體，是隨著地域環境、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而表現出不同的形態，這種不同的文化

形態就是常民文化變異的結果。此外常民文化的變異，也可能由於靠口頭和行為傳

承，在這種傳承方式本身就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民間故事「傻女婿」，每個人的講

述和其他人都不會一樣，不同的情況下，人們會自然而然地選擇和自己的生活比較接

近或對他們來說更合理一些的細節。至於因不同文化傳統的社會互相接觸而導致一方

或雙方體系改變的過程，而有涵化、同化以及融合三種情形。20

20 同註 3，頁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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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化：是指當兩個群體接觸時，其中一個群體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干預另一群

體的物質文明、傳統風俗、信仰等；這是幾個世紀以來一民族以政治控制

和軍事征服等手段，對另一民族建立統治時所產生的特有現象。

(如日據時期，日本人試圖將台灣人民皇民化。)

同化：是指民族傳統不同的個人或群體被融入社會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過程；

通常他們是移民或孤立的少數民族，雖然徹底同化很少見，但由於和主要

文化進行接觸並加入主要文化所形成的生活中，慢慢失去大部分原來的文

化特色而接受新的文化，變化大到已經無法區分。

(如台灣外省子弟第二代、第三代，幾乎早已被定位為「新台灣人」，台灣

的常民文化已成為他們生活的大部分，甚至全部。)

融合：則是兩文化接觸時，彼此的文化因素在混合過程中結合起來，而不是被消

滅。

(如台灣的民間信仰，是儒、道、佛合而為一的多神崇拜宗教信仰。)

總之，任何一個社會的生活文化，均有適應其自然環境、人為因素，與外來文化的

特有歷史過程。為了適應不同時代、不同環境的變遷，常民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將保

持其體質的完整性，進行自我調整，以迎合外在世界的變化。

七、傳承性

我們獲取知識和觀念的途徑有所謂正式的途徑，也就是經由學校教育學習而得

的；另外一種是無法從書本上和正規教育當中得到的，只能通過生活中的耳濡目染、

親身經歷、觀察模仿來獲得的。如一個未接受正規教育的小孩，卻能從老祖母的口頭

講述裡，知道了不少有關信仰、俗信、神話、傳說以及生活慣習、節慶禮俗等方面的

知識和故事。沒有人刻意地向我們傳授如何過春節，但我們都知道該怎麼過春節。因

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社會的環境，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我們會不由自主地模仿和重複

父母或生活周遭所有的人過節的方式。這些，人們根本不需要去學，這就是生活的一

部分。在實踐常民文化的過程中，我們承襲了這些文化的傳統，接受了這些生活習慣，

獲得了這些生活文化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並不自覺地成為這種文化的載體，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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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給一代又一代。所以常民文化的傳承性是指生活文化在約定成俗以後，即人相襲、

代相傳、今俗襲古、古俗沿今，具有承襲性和相對的穩定性。它靠的是人們的口頭和

行為方式，一代一代延續下去，因而總是綿延不斷。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歷時持久的，

是由社會所傳遞的文化形式。

八、教育性

民俗創造於民間又傳自於民間，當常民文化一旦形成，就成為規範人們的行為、

語言和心理的一種基本力量。這種約束力不依靠法律，也不依賴科學文化的驗證，而

是依靠習慣勢力、傳襲力量和心理信仰。有了這些約束力做後盾，常民文化活動便得

以傳承下來，並發揮出巨大的社教功能。在教育不普及的年代裡，尤其是對那些沒有

文字和各種教育設施的種族和人群來說，一些生活文化事項，如神話、諺語、寓言、

童話、傳記、故事、傳說等，便成為一種教育工具，如歷史故事、民間傳說、英雄傳

記，往往是在廟宇建築裝飾、傳統戲曲表演及其他特定的儀式活動中被傳述著，人們

通過周期性的儀式、表演、展示，加深下一代對自己文化傳統的認同和理解，同時還

提醒他們作為族群的一份子，在保存和延續自己文化傳統上的責任和義務。就是在現

今的社會裡，人們也會透過豐富多彩的常民文化活動，來對自己和本族群的子民進行

傳統的思想教育，如民俗遊藝、陣頭表演，動作及陣式雖然是陣頭技藝的表演重點，

但各陣頭團體間仍有其他要強調的行為規範及禮儀，如尊師重道、長幼有序、敬老尊

賢等。另外個人對自我、對團體、及群體對群體等的互動及應對的關係，都可算是一

種社會教育。所以常民文化的教育性，不止僅限於道德倫理、行為規範、對團體間的

關係，也給下一代起著培養和訓練的作用，其實對傳播文化知識、提高人們辨別是非、

善惡的能力也都有正面的重大意義。至於歲時節慶、生命禮俗中的敬天法地、應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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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的人生哲理，對於一個社會來說更顯重要，它不是告訴人們怎樣去創造，而是告訴

我們怎樣去生活和處世。所以，優良的常民文化，不但可以培養人們健康、正直的倫

理道德觀念、增強人們面對生活環境的勇氣，更可以陶冶人們的情操，幫助人們修養

達到真善美的境地。

總之，常民文化與人們的社會生活最為貼近，它有著廣泛的社會內容和深厚的群

眾基礎。常民生活事象經常的、大量的伴隨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對人們的心理、性格

產生深遠的影響，是一種「伴生」的文化現象。當然，在常民文化中也有少許很不科

學，甚至帶有愚昧落後和封建迷信的色彩。這是我們進行常民文化研究時，必須加以

正視的。不過這些舊有的俗信、慣習、和故事，之所以被承認及繼續存在的原因，不

是由於實際的智識或科學的確證，也不是實證的法則或真確的歷史，更不是由文字的

記載，只不過是它們具有民族性、原始性、種族性、實用性、群體性、變異性、傳承

性及教育性等特質。也因上述的特點，告訴我們，研究現代生活及文化時，必須用歷

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和尋流探源的方法，實事求是的去探尋它的來源和發展，分析其不

同時期的歷史因素和變化，然後因勢利導，對優秀的民俗遺產、富於民族特色、健康

有益的部份，進行倡導，使其普及，促進整個社會的移風易俗，讓群眾廣泛地認識常

民文化的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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