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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今中外多少歷史學家為了保存人

類的文化遺產，僕僕風塵，奔波

於市井、田野間。或觀察、或探訪，

尋尋覓覓，嘔心絞腦，對人類生活方

式及各種人、事、物加以撰述。由於

他們的努力，使人類珍貴的文化得以

綿延、發揚。於此，可見歷史有如一

面鏡子，人類可藉以鑑往知來。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地區自清朝經

過日治時期，戰後三個階段，每個地區

都有豐富的歷史演進，有說不完的人文

故事，鄉土風華，一代過一代，變遷迅

速。社寮的「紫南宮」是土地公廟，俗

稱「福德祠」，供奉福德正神。位於濁

水溪的南畔，即早年竹山鎮社寮通往濁

水 （名間鄉）的渡船頭。清朝時代，

社寮是個繁華的地區，林圯埔、集集、

湳子（名間）的民眾在此批售貨品，大

陸的商販由鹿港到此收購山產、鹿皮，

而該地的大公街位居樞紐地段，每天人

如潮水，市聲鼎沸。

歷經百年後的今天，社寮，一個

風景優美，人文薈萃的鄉村，「紫南

宮」為地方帶來繁榮。雖然紫南宮沒

有宏偉的建築，但信徒對其靈驗深信不

疑，因此香客與日俱增，或許這就是廟

不在大，有神則靈的最佳寫照。誠如陋

室銘千古名詞：「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水不在深有龍則靈」。紫南宮福德正

神，早現聖跡，神威顯赫，如今已是名

聞全省。社寮紫南宮已成為台灣觀光旅

遊重要景點。

從「紫南宮」盛事

談台灣民間信仰
莊松文

67-10-5.indd   50 2018/10/18   下午 07:05:38



Staff Communication
October 2018

CHANG HWA BANK               51

88年 921大地震時，紫南宮前面
拜亭及金亭整個毀損傾倒，唯正殿無

恙，鄉民皆認為是土地公神靈保佑有

加。紫南宮多年來一直是村民的信仰

中心，它的傳奇事蹟不勝枚舉，常為庄

民、香客茶餘飯後聊天的話題。

紫南宮的「呷丁酒」與「福德金」

兩項民間習俗，百餘年來一直流傳至

今。每年農曆正月 15日元宵節當天，
凡村民於前一年娶妻新婚者，準備豬頭

（今改為豬腿）、米酒為祭品，添丁者

（生男孩）提供閹雞、米酒一起祭拜；

第二天中午把供品祭品集中烹調處理，

供居民每戶一名代表共享免費的午餐

（會餐），主菜為品嚐麻油雞，希望村

民沾點新婚、添丁的喜氣，給今年（新

年）帶來好運，這是「呷丁酒」的由

來。從這項習俗足見閩南人社會是重男

輕女的，聽說客家人的家族世界則有過

之而無不及呢！傳統客家人只要家中

添了新男丁，就必須在元宵節那天返鄉

參加「添新丁」祭禮，還需事先訂製傳

統口味的添丁餅分送親友報喜，這項活

動對客家人來說，其重要性更勝於彌月

之喜，因為它所代表的意義是家族傳承

的新希望。

接著來談一談「福德金」的習

俗。早年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村民生活艱苦。當時紫南宮並沒

有多餘的錢請專人管理廟務，也沒有義

工幫忙打掃，每天都由信徒輪流燒香、

打點。後來廟方有些香油錢時，村裡的

一些士紳，向紫南宮借福德金，第二年

再加倍奉還，讓廟裡的開銷費用有了著

落，也慢慢有一點積蓄。而托土地公之

福，都為他們帶來好運賺錢發財，在鄉

里間傳為佳話；於是借福德金的人一年

比一年多，這就是「福德金」的由來。

以往求借福德金的對象，僅限本地居

民，直到民國 69年廟宇改建完成後，
才開放給外地的香客借金。

由於跟土地公借錢可帶來「好運

道」的實例頻傳，於是信徒們一傳十、

十傳百，遠從各地專程來求取福德金，

祈求事業順利，生意興隆的香客絡繹不

絕，據說已超過 20萬人次，而土地公
放款的金額也高達上億元。前往紫南宮

祈借的信眾，一定要先敬慎地拜過「福

德正神」（要記得稱呼福德正神，不可

以稱呼土地公喔），才能擲筊借錢（向

神明稟報自己的姓名、住址、借錢做何

用途等），擲到聖筊後，在借款單上填

寫身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向「求金」

窗口借錢，但最多只能借 600元。年年
借，年年還；有借有還，再借不難。聽

說借 600元還 20萬元以上的善男信女
已有好幾位了，一時傳為美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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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除少數虔誠佛教徒，大

多數的台灣人所信仰的是儒、釋、道

綜合的民間信仰。此種信仰的來源有三

種：（一）移民所帶來、（二）宗氏之

神、（三）因神明靈驗，個人或里民發

願建廟者。

上古時期由於風雨雷電的變幻無

常，及人類的渺小，引申出敬天畏地的

虔誠之心，從許多格言諺語我們可看出

民間對天之信仰。諸如：「生死有命，

富貴在天。」、「謀事在人，成事在

天。」、「盡人事，聽天命。」、「天

公疼憨（笨拙）人。」、「天無絕人之

路。」等皆是。至於自然現象的崇拜：

山之崇拜、水之崇拜、土地崇拜等。

值得一提的是，福德正神俗稱：

「土地公」，又稱「后土」。慈祥的面

孔，雪白的鬍鬚，戴著員外帽，穿員外

服，右手執龍頭杖，令人覺得和藹可

親。祂是地方的守護神，與民間關係非

常密切。

拜拜是台灣民間生活的一部份，

但是到底在拜什麼？怎樣拜？年輕的

一輩恐怕多是一知半解。筆者從小在鄉

村長大，多少了解一些，謹在此列舉供

參。

 正月初一：

俗稱說：「初一早、初二早、初

三睏到飽。」因此這一天宜早起，以素

菜拜神明、公媽（祖先），並放爆竹，

以迎喜避邪叫做「開正」。早餐後，許

多民眾常會利用這一天難得的空閒，到

鎮上廟宇參拜，祈求新年平安，然後拜

訪鄰近親友。

初二： 

做頭牙。除家家戶戶拜拜「做頭

牙」，做生意的商人，更加隆重祭拜一

番。

正月初五： 

俗稱「初五隔開」。一般商店，

多於此日「開市大吉」，工廠也「開工

大吉」，各行各業開始各就各位。

正月初九：

為玉皇大帝─「天公」的生日，

拜拜時要盛大嚴肅，並於黎明前拜完，

以祈求平安。

正月十五日：

為上元節（元宵節），是三官大

帝（三界公）之中的天官（堯帝）之誕

辰，拜拜與「拜天公」相似。這一天民

間稱為「小過年」。

二月初二：

是土地公生日，要供奉牲禮、燒

土地公金（福金），以祭拜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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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廿三日：

媽祖生日，媽祖為北宋時代福建

莆田，林愿之幼女，幼習法術救人無

數。經常顯化於海上，護救海難船隻，

被敕封為「天后」、「天上聖母」，故

聖號俗稱「媽祖」、「媽祖聖母」。

四月四日或五日（國曆）：

為清明節，必須祭掃祖墓，以示

慎終追遠。

四月十四日：

為天心寶宮孚佑帝君─「呂仙祖」

誕辰。呂仙祖即唐代呂洞賓，為道教純

陽派開山祖，八仙之一。

五月五日：

為端午節，為紀念懷石投江的愛

國詩人─屈原而設。須包粽子拜祖先。

有地區舉辦龍舟競賽的活動。

六月十五日：

為竹山鎮城隍廟「城隍尊神」誕辰。

六月廿四日：

為竹山鎮「克明宮」關聖帝君之

誕辰。

七月一日：

為鬼門開之日，家家戶戶均備簡

單菜餚，在門口祭拜好兄弟。

七月七日：

俗稱為七娘媽之誕辰。七娘媽為

兒童之守護神，此日或稱為床母生日，

以雞酒、油飯供拜。

七月十五日：

也叫「中元節」，為三官大帝中

的地官（舜帝）之誕辰。民間家家戶

戶準備豐盛供品於門口祭拜「好兄弟」

（孤魂野鬼），以示普渡眾生。

七月廿九日：

為關鬼門之日，各家均簡單祭拜。

八月十五日：

中秋節，以麻糬做供品祭拜土地公，

各村落通常於中秋節前後會演戲並辦桌

宴客。至於中秋節習慣吃月餅的習俗，

究竟從何時開始，請恕筆者不得而知。

九月九日：

重陽節，拜祖先。各地區公所發

放敬老禮金。

九月十六日：

為包公誕辰。

十月十五日：

「下元節」為三官大帝中的水官

（大禹）之誕辰。每家供奉牲禮、香

燭等祈求平安。鄉村民間開始輪流舉辦

「唱戲」、「布袋戲」等活動，俗稱「冬

尾戲」。

十二月十六日：

為農曆之「尾牙」，各商店為酬

謝「土地公」一年來的照顧，都舉行盛

大拜拜，頭家老板同時慰勞店員、公司

員工辛勞，宴客「牙祭」，同時開始發

給「年終獎金」，皆大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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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廿一日～廿三日之間（國曆）：

冬至，此日，夜最長、日最短。

家家戶戶要「搓圓仔」拜祖先。人人吃

過「湯圓」表示長一歲了。

十二月廿九日或三十日：

為「除夕」，傍晚要拜祖先，以

甜粿、發粿做供品。夜晚則全家圍爐吃

年夜飯，飯後發「紅包」。子女孝敬父

母、祖父母的紅包，以及長輩給兒孫的

壓歲錢（紅包）。

其次，來談一談有趣的諺語：

十二生肖諺語

鼠

飼老鼠，咬布袋。

 厝內無貓，老鼠會蹺（ㄎㄧㄠ）腳：
老大不在家，小嘍囉們就樂得逍遙

啦！

牛

 牛就是牛，牽到北京也是牛：江山
易改，本性難移。

 一隻牛起雙領皮：被剝削了兩遍。

虎

 一山不容兩虎：一國豈容兩主。

 打虎扐賊親兄弟：兄弟才能共患難。

兔

捉兔子：嘔吐。

兔子不吃窩邊草。

龍

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天下父母心。

龍大尾：運氣好。

蛇

打蛇無死，反被蛇傷：除惡務盡。

死蛇活尾溜：困獸猶鬥。

馬

 竪高山，看馬相撻（踢）：隔山觀
虎鬥。

  惡馬惡人騎，睏脂馬拄著關老爺：
壞人總有人會制服他。

羊

  掛羊頭賣狗肉：表裡不一。

  羊子見青好：羊兒有羊草，樣樣吃
到飽。（喻：看到什麼都喜歡。）

猴

  火燒山，細著猴：殃及池魚。

  猴子猴腳：喻人手腳敏捷。

雞

  生雞蛋無，放雞屎有：好處沒有，
壞處卻不少。

  歪嘴雞吃好米：不自量力。

狗

  弄狗相咬：挑撥離間，使人相鬥。

  護狗食，也會搖尾：喻人忘恩負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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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

  豬不肥，肥對（到）狗去：預期希望，
轉到別處去了。

  人驚出名，豬驚肥：人出名則無隱
私權，豬一肥則無生存權。

俏皮俗語隨想曲

  一兼二顧，摸蜊仔兼洗褲：一石兩鳥。

  一個嘴，含（ㄍㄚ）一個舌：不善
言詞。

  有狀元學生，無狀元老師：英雄出
少年，老師老就輸。

  講著吃，道掙破瓦：吃飯跑第一，
工作等無人。

  十嘴九尻川：竟見太多，莫衷一是。

   無被個尻川，呣嗵吃彼個瀉藥：沒

本事就不要臭屁。

  龜笑鱉無尾，鱉笑龜無皮：五十步
笑百步。

  做到流汗，護（予）人嫌到流涎：
不得要領之故也。

  聽某嘴，大富貴：因為女人總是比
較精打細算嘛！

  娶著好某，較贏做祖；娶著歹某，
一世人艱苦：年輕人，把這一句話

牢牢記住。

  羞、羞、羞羞羞，捾籃仔撿鰗鰡，

一尾吃，一尾留起來糊目睭。

話中有話―歇後語

  阿婆仔炊粿：倒貼。

  甕底水雞：不知天大地大。

  青暝仔放炮：亂彈。

  六月刈菜：假有心。

  澎湖菜瓜：十唸（雜唸）。

   清水溪無崁蓋：去跳水好啦（罵人
的話）。

以上林林總總撰逑「從紫南宮盛

事談台灣民問信仰」一文，內容不週之

處在所難免，敬請各位鄉親、前輩多加

指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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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107）年 4月中旬南台灣從乍
暖還寒的春天轉為早晚偏涼白天

炙熱的初夏，鳥友的臉書張貼一張沒

有出處卻另人驚艷俗稱會飛的紅寶石，

有鳥類法拉利之稱的赤翡翠。原以為

鳥友在國外拍攝，並未特別留意。隔日

又有一位鳥友的臉書 PO上同一隻鳥的
照片，寫著東寧公園。心想市區公園常

見鳳頭蒼鷹、黑枕藍鶲、綠繡眼、白頭

鶲、麻雀、五色鳥等普鳥，這隻超級迷

鳥似乎預告東寧公園將會引來大批的

賞鳥迷。屬於通勤族的我原本就歸類為

賞鳥假日班，只能祈求這隻過境鳥能在

台南多留幾天。

東寧公園佔地不大，緊鄰後甲國

中，樹木扶疏，高大的肯氏蒲桃，長得

非常茂密，15公尺高的多年生常綠喬
木，正花開怒放。蔭涼的樹下總是引來

三五成群早起的市民做晨間運動。原本

寧靜的公園突然來了一堆鳥迷，架起大

炮追逐一隻迷鳥，引起不小騷動，連記

者都來採訪報導。消息一逕傳開，引來

全台鳥迷匯集台南拍攝，最多有 80名
鳥友共襄盛舉，甚至台北鳥迷也特地搭

高鐵南下，就怕這隻迷鳥無預警飛離。

這也增加台南的消費經濟，公園旁東寧

路經營傳統美食滷肉飯的生意也跟著

興隆好幾天。

會飛的紅寶石

赤翡翠
郭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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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捱到週末，原本想一早

去拍攝，但晚上客戶的女兒大學畢業鋼

琴獨奏會在安南區的夢想田舉辦，只好

選擇星期日再拍攝，畢竟客戶女兒的演

奏會比較重要。隔日一早從高雄驅車來

到公園，遠遠就見到一群鳥友擠在一

起，聚精會神拍攝。原來這幾天觀賞赤

翡翠的人太多，牠總是高高的站在樹枝

上覓食，高仰角拍攝不易，又有樹葉的

遮蔽，要拍到全都露的畫面真是困難。

也難怪只要有人拍到鳥，周邊立刻擠滿

人，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定焦鏡大炮

畫質好重量重，一定要架三腳架才能穩

定拍攝，不適手持拍攝。但鳥並非定點

覓食，總是飛來飛去。持小砲的機動性

高，可以四處尋找空隙隨鳥移動，這下

苦了大砲鳥迷，只能自我解嘲，自從當

完兵後，再也沒有操過這麼累的砲操，

拿著砲跟著鳥跑。我使用 Canon 7DII
主機搭配 100~400mm伸縮鏡頭，外加
1.4倍加倍鏡，最遠可達 560mm，進可
攻退可守，只是畫質沒有定焦鏡的好。

現場陣仗頗大，約有 60餘大小砲
分成幾個小團體，圍繞鳥點尋找最佳位

置。平日晨運市民免不了好奇的過來詢

問發生什麼事？熱心的鳥友耐心解說

赤翡翠的故事，並展示相機裡的照片，

總是引來讚歎聲。我穿梭在鳥友之間，

時用腳架，時用手持，總算拍到清晰畫

面。此時卻傳來爭吵聲，原來是為了

搶位置，一位鳥友移動不慎碰到別人

腳架，雙方互不相讓，原本可以道歉了

事，卻引發口角。拍鳥是賞心悅目的活

動，怡情養性需要耐心修養，但為了爭

奪好位置卻大動干戈，實在不值得。在

大夥的注視下，一方悻悻然離去。

等鳥時和幾個同好談論，這麼小

的公園是何原因吸引赤翡翠過境停留。

台灣本土的翠鳥喜歡在有池塘的樹林

裡活動，以捕魚蝦小蟲為生，平日多見

於台南公園與巴克禮公園，身材短小，

顏色鮮豔以藍綠白為主，佩上大眼睛

與超長嘴喙，與身體不成比例，模樣可

愛。但東寧公園沒有水塘如何吸引赤翡

翠？原來公園內高大的肯氏蒲桃正值

開花，果實成熟時，顏色和香味與葡

萄近似，又稱「肯氏葡萄」，因為花

開引來金花蟲，金龜子，蝴蝶等覓食，

這些昆蟲正好是赤翡翠喜歡的食物，這

隻日本亞種的過境鳥，為了儲存更多的

體力北返，選擇東寧公園為中繼站。赤

翡翠為稀有過境鳥，台灣本島、蘭嶼及

彭加嶼等離島都留有記錄。全身大致橙

紅色，背面具紫色光澤，腰部中央淺藍

色，嘴、腳紅色，長長鮮紅色的嘴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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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特徵，搭配全身紅色羽翼，在一片

綠林之中分外顯眼，這是首次在台南出

現，格外引人注目。

此時突然一陣騷動，原來赤翡翠

又移動，正好飛到近處站在樹梢外緣，

沒有太多的樹葉遮蔽，嘴喙咬著一隻金

花蟲，見機不可失，趕緊按下快門，突

然鳥兒竄出飛離，原來樹旁一隻松鼠虎

視眈眈，瞬息不及掩耳，躍過樹幹從背

面撲來，還好機警的赤翡翠急忙飛離，

像一顆紅寶石消失在林梢的遠處，徒留

錯愕的松鼠。眼見牠躲過一劫，大夥鬆

了一口氣，大批鳥迷繼續朝飛行方向移

動尋找蹤跡。來拍過幾次的鳥友說公廁

附近還有隻紅尾鶲，心想上次是在玉山

國家公園塔塔加停車場旁的東埔山莊

拍過紅尾鶲，怎麼可能出現在低海拔的

城市公園，真是不可思疑。我朝公廁走

去，果真看到一隻小如麻雀，大大眼睛

的紅尾鶲站在廁所後方的樹幹上，看到

數個人往牠走去，似乎有點驚慌，還好

大夥小心翼翼保持 20公尺距離，定點
站好不再移動，紅尾鶲的倩影才順利落

袋。今早一次紀錄兩種鳥類，尤其是拍

到夢寐以求的赤翡翠就值回票價，我踏

著輕快腳步，嘴帶笑意，滿意回家，多

美好的週日時光啊。

隔週上班時同事小芬說她母親家

住東寧公園附近，最近看到許多賞鳥人

士追逐一隻紅色的小鳥，問我是否有參

與盛會？我笑著回答，若出現在北部或

許我會考慮順道前去，但出現在台南，

更不可能不去。經過 10天，這隻紅色
精靈突然不見蹤影，我想該是牠養足體

力北返的時刻到了。鳥來是偶然，鳥走

是必然，來時驚喜，走時惋惜。真是奇

妙的大自然，每年候鳥上演南來北返，

數千里路的奇幻之旅，我心裡總是默默

祝福牠安然度過這千辛萬苦的旅程，回

到牠的棲息地，或許未來某日又在台南

遇見牠的族群。

       赤翡翠小檔案

赤翡翠（學名：Halcyon coromanda）
為翠鳥科翡翠屬的鳥類。多麼夢幻的鳥

兒，飛行時宛如在森林中穿梭的紅寶

石，璀璨奪目！赤翡翠長度大約可達

25厘米，有非常大，亮紅色的喙和腳
趾。身體為鐵鏽紅，往尾巴顏色深化為

紫色，又稱鳥類的法拉利跑車。

由於地理分隔，赤翡翠有 10 個
亞種，牠也是翡翠亞科中分佈最北的

成員。雖然主要分佈區位於東南亞地

區，但往北的分佈區則穿過日本到達了

庫頁島一帶，在中國則可見於長白山

一帶。生活於各種環境，從海平面到

1800米高度，沼澤森林、紅樹林、林
中溪流水塘、濕地和平原都有其踪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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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翡翠是肉食性，內陸亞種主要食昆蟲

和其他小型節肢動物，小蝸牛和蜥蜴，

沿海地區的赤翡翠也吃小龍蝦、魚、

蟹。臺灣有 3種，均為稀有過境鳥，
台灣本島、蘭嶼及彭加嶼等離島都有記

錄。

台灣有 H. c. major及 H. c. bangsi 
二個亞種。major 亞種繁殖於中國東
北、朝鮮半島及日本，冬季南遷至大陸

東部、菲律賓及蘇拉威西等地。bangsi 
亞種背面紫色較濃，繁殖於琉球群島，

冬季南遷至菲律賓、蘇拉威西北邊。每

年清明過後會北遷到日本及中國大陸

繁殖。

赤翡翠常單獨出現於濃密闊葉林、

海岸樹林中，停棲時常不停擺動頭部或

尾羽。飛行振翅快速，常直線穿梭於樹

林，有時邊飛邊鳴叫，鳴聲清脆響亮。

但璀璨的外表卻常為牠帶來未知的危

險，因為過於醒目，常遭遊隼等猛禽的

毒手！真可謂懷璧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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