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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西上杭中都鎮古坊村的二次葬風俗 *

黃萍瑛

一、緒論

福建西南部的上杭是一個客家縣，長期以來一直流行二次葬風俗。民國時期出版

的《上杭縣志》即有如下記載：

有改葬之陋俗云，十二年後棺朽而肉化，以罌易棺，撿骸而置其中，骸曰金

骸，罌曰金罌。明代以上，間有火化者，《楊志》曾申戒之。其制或曰即有

虞氏瓦棺之義，恐未必然；或曰當宋季南遷轉徙不常，取先骸而珍藏之，便

於攜帶亦其一說，而未必皆然。蓋其始慮親骨入土易朽，易以瓦器，本出於

珍護先骸之意，其後為禍福所惑動，歸咎於先墳有一遷再遷至屢遷者，豈子

慈孫所忍心乎？惟是生齒日繁，死亡亦日眾，人人必佔七尺之墳，則土壤日

窄，況有不止七尺者，改葬則合葬數十具共聚一墳，不致因丘壟而限土壤於

地利，未必無補矣。（上杭縣志〔民國〕2004 : 568）

有關客家人的二次葬風俗，早在明代中期的地方志就有這樣的記載：「長樂（今廣東五

華縣）、和平溺不忍棄親於土之說，有停柩朞年、三年而後葬者，或葬不數年，惑於

風水，啟土易棺，火化而改葬者。」（惠州府志〔嘉靖〕1985 :113）與長樂、和平毗鄰

* 在古坊村調查期間多蒙鍾春台一家人、張光輝先生及摯友廣東省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副

研究員鍾晉蘭女士的協助與照顧，還有許多熱心村民的幫忙，在此一併致上無限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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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寧，同一時期的方志文獻中也有這樣的記載：

葬數歲，諸子一疾厄，則曰葬地獨不利於我，清明歲暮，發出之，剖其棺，

火其尸，析其骸，貴骨而賤肉。肉未即朽，聯綴于骨者，剔以竹刀，投諸

火。⋯⋯納骨于瓦瓶，名曰金城，遷葬而之他。⋯⋯。雖無疾苦，亦惑於

地師，數數遷易。或幸免于子婦之手，不能免于其孫。（興寧縣志〔嘉靖〕

1990 : 1219-1220）

至於客家人盛行二次葬之初衷與目的，諸如：與客家人南遷的歷史有關；沿襲舊

習；不忍先人骨化，認為是一種孝思的表現；經濟改善，修繕祖墳，無非是一種「象

徵資本」的展現；「葬風水」為追求風水利益；撿骨合葬以方便祭祀，1聚訟紛紜，迄無

定論。只是中國大陸自1949年以後到改革開放（1978年）之前，一些傳統民風民俗多

少因政治因素，而顯得較沈寂，閩西上杭縣中都鎮古坊村此一畲客雜居村落的二次葬
風俗同樣不免受及影響。

本文旨在藉由參與觀察古坊村張姓和鍾姓家族為先人進行二次葬儀式，來記錄該

村的二次葬風俗現況。筆者於2005年8月12日至26日，以及2006年9月1日至19日，

先後赴閩西上杭縣中都鎮古坊村進行田野調查；前次調查，主要是為瞭解古坊村一鍾

姓家族為先人進行二次葬的情形，再次踏訪，除為更深入調查當地客家二次葬風俗

外，還參與觀察張姓人家展演二次葬的部份儀式，以補足此前未能記錄鍾家個案中的

「作地」2相關儀式。

本田野調查報告，首先以張建和、張建能兄弟為亡父進行二次葬為例，說明「作

地」開工儀式；接續以鍾姓家族為諸位先人進行二次葬儀式為研究對象，依序詳述由

1 地方志對該風俗形成之原因，即有種種推測或分析，詳請參閱（嘉靖）《惠州府志》卷6
〈地理〉、（光緒）《嘉應州志》卷8〈禮俗〉、（民國）《赤溪縣志》卷1〈輿地〉等。今人對該
風俗之研究，亦大體沿襲舊說。詳見楊天堂（1985 :34‒35）、王增能（1994 :279‒291）、張
泉清（1995:102‒115）、王東（1996）、張維耿（1998:545‒549）。

2 「地」係指墳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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撿骨、進金至最後圓墳祭祖的完整過程，希冀對閩西上杭中都鎮古坊村一個偏僻鄉村

的二次葬風俗作現時性的文字紀錄保存。

二、「作地」——覓風水寶地

上杭縣地處福建省的西南部，東鄰龍岩縣，西連武平縣，北靠長汀縣，東北接

連城縣，東南與永定縣接壤，西南與廣東省為鄰。筆者從事田野調查的地點——中都

鎮，即處於該縣的南端，東與上杭廬豐鄉、稔田鄉為鄰，西與武平縣象洞鄉、廣東梅

縣松源鎮和蕉嶺縣北磜鄉相鄰，南和永定縣洪山鄉接界，北和上杭城郊、湖洋鄉接

壤，素有上杭「魚米之鄉」之稱。一條匯集鎮內全境之水的溪流自西北向東南流入汀

江，因有九個大彎而得名「九曲」。古坊村便位於九曲水之下游，將與汀江交匯的水口

處。古坊村是個畲漢雜居村落，據1996年的統計，人口有1,184人。3 

本地風俗主要分為「紅事」、「白事」兩大類，「紅事」又分「好事」和「喜事」兩

種。墳墓在古坊村稱之為「地」，葬地作風水屬於好事，喜事則如婚嫁等；「白事」即

指喪事。老家在上杭縣（北邊）官莊一位報導人說，在他家鄉流傳有「打鼓買田偷

葬地」的俗話，意指「買田」與「葬地」均是好事、喜事，然主家處理此兩者的態度

卻截然不同：買田之所以要打鼓是要告訴大家，田是買的，不是霸佔來的，原地主

各房兄弟不要爭，買田地是要請客的（通常是雙方在場人或寫契約的人）；作風水

（地）雖也是好事，但來祝賀的人不需包紅包給買地的人，頂多買些鞭炮，所以最好

不要給人知道，不然請客是要多花錢的，所以作地是否請客多視主家經濟情況而定。 
4在古坊村，人往生第一次下葬稱為「埋葬」，之後鑽棺取骨再葬稱為「撿金」、「葬

3 鍾晉蘭（1998 :143‒184）。畲族和客家曾長期共同生活於同一地區，互動與歷史關係密

切，有關這兩個民族二次葬的異同，至少在古坊村已經沒有什麼差別，長期以來，該村的

畲族都以為自己是客家人，只是1980年代政府把他們恢復成畲族成份才知道自己是少數

民族。另參鍾晉蘭（2008）（謝謝好友鍾晉蘭不吝提供資料）。 
4 筆者訪問，地理師藍啟珍口述，2007年1月14日，地點：廣東梅州藍宅。此俗語還有另
外的含義：「買田」需要告訴大家，具有公開性，以防日後有產財權爭議；而「葬地」則具

有私密性，因為風水是有限的象徵資源，以防他人覬覦（感謝劉大可教授所提供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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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葬風水」。本地人不用「二次葬」一詞，甚至不知道什麼是「二次葬」。顯而

易見，就古坊村民而言，「二次葬」一詞至多只是學術界的一種慣稱。   

根據當地的傳統，撿金再葬的「地」不能造在老墳上，更不能葬在別人家「地」的

後頭，因「地」多作在山坡上，否則人家會說：「我家的祖先給您墊腳了」。5撿金的時

間節點一般多選在秋、冬天氣較涼爽、農閒的時節，春天雨水多，夏天則是太熱。據

悉，在1949年以前，當地撿金之俗盛行。1949以後，由於政治力的強行介入，撿金

被視為「迷信」而遭取締。故而，當地民眾一旦往生，其家人多在山壁上鑿洞將棺材

推入埋葬，沒有豎碑，只有用磚塊將洞口封堵住。特別是在文革期間，有些連封墳的

磚塊也會被取走，所以就更別提進行二次葬了。換句話說，從1949年以後到改革開

放（1978年）之前，在古坊村基本上沒有人敢進行二次葬。大陸改革開放以後，一些

傳統的民風民俗得以恢復，客家地區的二次葬也慢慢地再度流行開來。據當地村民

敘述，古坊村恢復撿金一俗，也就是最近三、四年的事。報導人還指出，該習俗的流

行，與2000年以後經濟條件趨好具有內在的關係。至於問及為何要撿金，當地報導人

的回答無非是延續舊習，或是子孫報恩，是對先人的一種紀念。此外，亦有報導人指

出，骨骸合葬，方便後人祭祀，亦是其原因之一。據聞1949年以前如有合葬的情形，

大多只有夫妻合葬，數代合葬的情形似乎是在80年代以後才逐漸出現的，2000年以

後始盛行開來。但並不是所有的夫婦都可以合葬的，例如：假使一方是非正常死亡，

夫婦便不能合葬。再如：正配與繼配可以與夫合葬，妾就不可以。此外，沒生小孩的

女人也不能和丈夫合葬在一起。6

2006年9月10日，古坊村張姓人家要進行「作地」動工儀式。村民張建和、張建

能兄弟的父親於三年前往生，當時遺體採以火化。張父骨灰罐取回後，兄弟倆依舊按

傳統初次「埋葬」的方式，在自家後山的山坡上挖個洞將骨灰甕埋藏，用磚塊堆砌封

5 筆者訪問，鍾桂蘭口述，2006年9月7日，地點：古坊村鍾宅。
6 筆者訪問，張如球口述，2006年9月10日，地點：古坊村張宅。關於報導人張如球，83
歲，福建上杭縣中都鄉古坊村人，過繼給自己的叔叔，叔叔是一位很有名氣的地理師，

在梅州一帶執業很久，張如球耳濡目染，自中都中學會計（管財務）退休後便執業「地理

先生」一行，幫人家看日子（結婚、蓋房、動工、作壽、墳地）及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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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洞口，並未豎碑，只有骨灰罐上註有亡者名諱。張父在安葬三年後，因墳塚泥土塌

陷，於是兄弟倆決定為父親進行二次葬。張父的骨灰罐先被掘起，遷移寄存在地左邊

的樹林下，用塑膠袋包裹以防雨淋。至於新「地」的選擇，雖遵循不葬舊穴的慣例，

但通常也只是在原舊穴邊稍挪一下位置而已。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撿金」與「作

地」幾乎是同時進行。當然，如果是要改葬他處，一般則是在新「地」快竣工時，才

開始撿金儀式。

作地儀式開始，地理師首先拉出分金線，用兩條線、四個木樁釘出分金，磚塊兩

兩齊放疊兩層在地上，磚塊上頭置有一用塑膠袋裝的米袋，藉此來維持羅盤的水準。

待儀式結束後，此袋米將歸地理師所有（圖1）。報導人表示，此袋米原是給地理先生

的酬謝，但現在地理先生大多不要。7吉時為上午九時，時辰一到，泥匠師在羅盤面前

插上兩根紅蠟燭（羅盤的位置為近山頭方位），蠟燭前頭再鋪上三張草紙（「草紙」是

用竹漿以傳統土法製成的），地理先生和泥匠師雙手握香，向山頭祭拜，此時地理師

唸辭：

伏以

年亨月吉時良，興工建墳，時候正當，今日古坊村張建和、張建能兄弟，為

上祖在此福地建墳，敬請楊公仙師及諸位仙師，在此保佑建墳順利，家人平

安清吉。8

唸畢，泥匠師隨即抓起雞籠裡的雄雞準備「割雞」獻祭（圖2）。割雞時得說些好

話：「日吉時良，天地開光，敬請楊公仙師、山神土地公公到此保佑建墳順利，家人

7 張如球、鍾振宏、鍾啟春等人口述。依筆者在北臺灣的調查，客籍風水師盧順滄表示，

用來維持羅盤的米在儀式結束後是歸地理師所有，等於說是地理師的福利。因為過去經

濟較不好，現在通常是給紅包，錢給的愈多愈好，現在要將此「米」給地理師，有的還不

想要呢！依過去江湖的規矩，羅盤見光就得給紅包，因立分金線如同洩露天機。筆者訪

問，盧順滄口述（客籍風水師），2007年3月11日，地點：臺灣中壢市盧宅。
8 楊公仙師指的是江西派風水祖師楊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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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萬代隆昌。」一旁的家屬則在泥匠師割雞時，燃放三響天地炮。泥匠師抓著頸

項被劃破的雄雞，自左向右繞圈走，使雞血滴在地面上，意在「圈地」，即「作地」的

範圍，9最後回到羅盤前將雞血滴在草紙上。此時的雞血是為敬土地山神，表示要借此

風水寶地建佳城。割雞完畢，泥匠師拿起鋤頭往地上鋤，泥匠師第一鋤稱「開土皮」

（圖3），依序從中到左再往右各一鋤，口中唸著：

一鋤福地千年富；

二鋤福地萬年昌；

三鋤福地子孫滿堂。

之後把草紙火化掉，至此整個作地動土儀式算是結束。主家拿出預先備好的紅包給在

場的每個人。泥匠師的小工們隨即開挖掘土，泥匠師也依羅盤的定位拉出立碑及龜背

的定點並作上記號，以利日後築墳工作的進行。

在古坊村，政策要求火化不許土葬，但民間在火化之後同樣要埋葬，甚至仍進行

「二次葬」，這說明了什麼呢？比較筆者2005年和2006年先後兩次的造訪，前後的情

形就有很大的不同。2006年再次踏勘時，筆者大老遠就望見原先的山頭多了許多新

墳。一如前述，撿金在最近幾年才逐漸恢復，或許不難推斷，二次葬風俗在可見的未

來會有不衰反盛之趨勢。對於政策上不准土葬，10古坊村民似乎頗能接受，或是說不得

不接受。但問題是，政策上的配套措施，以及與實際的大社會環境及風俗民情是否能

相互配合，則是我們不可忽視的，無論大陸或是臺灣，都是如此。例如在古坊村，棺

9 「圈地」在臺灣臺南地區稱「牽地」，在地理師選定地點後，牽分金定方向，用兩根青竹前
後拉線，左右則不用（視範圍而定）。待看好日子及時辰選利方動土。筆者訪問，王信義

口述，2007年2月20日，地點：臺灣臺南縣柳營鄉王宅。
10 大陸自2006年6月1日公告，連骨灰（罐）都不能土葬，現在都要進政府設置的納骨塔，
除原有丈夫土葬，妻死後才可再土葬起一起。筆者訪問，丘崇盛（75歲）、丘北金（83
歲）、丘尚豪（67歲）口述，2006年6月2日，地點：閩西上杭丘氏大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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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送往「火葬場」火化後，11有些骨灰會寄存在「火葬場」，但對古坊村民而言這似乎非

永久的辦法，通常的情況是，家屬在找到合適的「地」之後，會將骨灰罐取回；或是

火化後便立即取回，一如張建和、張建能父親的例子，火化後仍將骨灰罐埋葬在自家

後山，日後仍進行二次葬。大陸幅員遼闊，對一些位處窮鄉僻壤的人家而言，要將棺

木運至火葬場已實屬不易之事，畢竟交通與經濟條件都是值得考慮的因素，更何況將

來還要前去祭掃祖先。尤為重要的是，把骨灰罐寄存在「火葬場」，也是一筆相當的花

費，除非是富裕人家才有辦法負擔，貧窮或經濟條件較差的人家一般還是會直接帶回

山裡暫寄，待日後經濟情況允許，選定好日子再送上山安葬。假如沒有好日子，暫存

的地點一般是家裡最重要的空間位置，例如案桌或大廳，每天燒香、點燈（子孫燈）。12 

由此不難發現，經濟因素也是我們在討論二次葬時所不容可忽視的。畢竟撿金、築墳

都需要經費，為祖先造墳無疑也是經濟條件較好的體現；尤其在古坊這樣一個小小村

落裡，這一切都是攸關面子的問題，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時候為祖先造墳再葬，無疑也

是一種「象徵資本」的展現。

三、鑽棺——「撿金」

在起骨再葬儀式方面，本文主要以古坊一鍾姓家族為個案。此次撿金主要是由

二十三世鍾洪章（兄）、鍾才章（弟）主事策劃並支出費用，與叔叔二十二世鍾春台贊

助配合。這事原本在2004年就打算要進行，但由於該年不利東西方向（因欲新葬的

11 這裡所謂的「火葬場」也包含類似臺灣的納骨塔，可供人暫置骨灰的地方，在這裡的農村
一概稱之為「火葬場」。

12 筆者訪問，丘煬雄口述，2006年9月7日，地點：古坊村丘宅。依筆者的田野調查，就臺
灣風俗而言，一般是不會將骨（灰）甕安置於屋內，因為人們認為那是屬於陰的。上杭縣

城在最近幾年開始有人蓋骨灰罐存放處，同一宗族，按順序存放，但一般要有出錢的人

才能放入。這種房子在當地也稱作「祠堂」，同時存放骨灰罈及神主牌位，一般建在僻靜

的地方；不同於過去傳統的「老祠堂」只放牌位，但這種「新祠堂」目前還不多見。黃萍

瑛、劉大可訪問，郭永金（72歲）、郭永欽（68歲）口述，2006年6月2日，地點：閩西上
杭夫人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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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為東西向），同時與二十三世洪章及其子的生肖相沖克，故而推遲一年。根據本

地的風俗，撿金、作地或掃墓時忌諱已出嫁的女兒上墳地去，因恐已出嫁的女兒將好

風水帶走。13鍾家之所以決定撿金合葬先人，是為了祭祀的方便，以及「葬風水」（追

求風水利益）期盼祖先庇佑子孫平安、有好運氣。在當地，希冀獲得風水利益一直以

來都是如此的深植人心，在傳統社會裡更不乏因爭奪所謂風水寶地而發生械鬥，正如

民國《上杭縣志》所載：

邑人以重視墳墓之故，往往有因而結訟械鬥者，蓋俗溺風水之說，或利他人

之吉壤而謀佔之，或以祖墳為吉壤他人前後左右建築，不論遠近概指為有礙

風水而阻之，誠惡俗也。（上杭縣志〔民國〕 2004 : 568）

法國人類學家勞格文（John Lagerwey）（1997 : 51、75‒76）在分析風水對傳統社會的重

要性時便認為：「在典型的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中，中國東南部的宗族發展不可

避免地和爭奪有限的資源相連：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充分地解釋傳統中國中風水的重要

性。」鍾家選定再葬新地在二十一世鍾作書墓地的舊址，因俗不葬舊穴，故先行為鍾

作書撿金後，所造新地也只是稍挪一下位置，未來的新地將合葬三對夫婦。此三對夫

婦分別為二十世太爺鍾長森（過逝80年）及太婆黃孺人；二十一世鍾作書（1979年過

逝，75歲）及妻邱五妹（1996年過逝，89歲）；二十二世鍾達元（1994年過逝，61歲）

及妻劉贈娣（1990年過逝，51歲）。14選定撿金的日期為2005年8月16日，這一天鍾家

一連要撿四門地的金骸，即二十世鍾長森、二十一世孺人邱五妹、二十二世鍾達元夫

婦。為使此次二次葬能圓滿順利完成，鍾春台的女婿張光輝還特地向村裡丘姓人家借

該家族執行二次葬的紀錄光碟片。也許，由於歷經文化大革命，人們對改葬一俗似乎

已比較陌生，於是就在撿金的前一天晚上，鍾家人聚在一起觀看丘家二次葬儀式的紀

錄片，作為參考。

13 作地完墳時已出嫁的女兒可前往向祖先上香，同時會準備三牲、水果、米粿等，但主要
還是以鞭炮較多，筆者訪問，張如球口述，2006年9月10日，地點：古坊村張宅。

14 二十二世鍾達元及妻劉贈娣，為洪章、才章之雙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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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鍾家此次撿骨儀式，筆者主要以二十一世祖妣邱五妹為例來加以記敘。邱

五妹下葬至今正好滿十年。到葬地的山頭，陡坡上雜草叢生，草的高度幾乎超過腰

際，尋墓全憑撿骨師的記憶，因為當初邱五妹的地就是這位撿骨師所掘。邱五妹原

先下葬時，是在山壁上開鑿個洞，利用兩枝小竹子放在棺木底下使之滑入洞裡，15 

之後，再用磚塊將洞口封住，並留下一透氣孔。磚砌的洞口並沒有墓碑或書寫任何名

諱，僅在棺木末端，即近洞口處置有一玻璃瓶作為記號，以免日子一久棺木、屍骨全

化掉而遍尋不著，若見玻璃瓶罐便可知道此處有座墳。

尋獲邱五妹的「地」時，發現磚塊堆砌的洞口除預留的氣孔外，另發現有蛇鑽出

的洞，撿骨師認為就風水來說這是好現象，是吉穴。撿骨師簡單的清除墳前的雜草，

便著手進行撿骨工作。撿骨師首先點燃兩根蠟燭插在墳前，持香同亡者子孫祭拜亡

者，告知亡者將要為她換「新居」。16隨之，在墓前鋪上三張草紙後，一把抓起雞籠裡

一隻雄雞往頸處一劃，使雞血濺灑在草紙上，以雞血來敬土地山神，表示要掘土開棺

撿骨。割雞後隨即給墓穴裡的亡者燒紙錢，不同於傳統貼上金泊或銀泊的紙錢，而是

類似目前流通的鈔票，上頭還註明「天地銀行」，張張面額值壹萬元。完成了簡單的祭

祀儀式，撿骨師先在墳頭上用鋤頭鋤三下後，便可任意挖掘了。17撿骨師遂動手將封住

墓口的磚塊挪開，因棺木下葬有十年之久，植物氣根已深入墓內盤纏住棺木，故撿骨

師費了好大的勁才將整個棺木拉出（圖4）。

在撿骨師掀棺的剎那間，子孫紛紛將目光避開。事實上，只有生肖相沖的人不能

看。18撿金的禁忌主要是八字、生肖，還有年、月、日、時相沖，故而，只有日、時相

沖者宜必凶。19依14歲就拜師、現年71歲的鍾啟春撿金老師父說，本地撿骨的程序男、

女都一樣，由腳依序撿拾，女的多一塊「觀音坐田骨」位於脖子上。在開棺時要撐把

15 棺材裡屍首擺放的方向是，頭朝洞內，腳朝洞外。
16 撿骨師鍾啟春則稱之為「請起身」，取金時對亡者說：「某某公某某婆，要幫您起身了」。
筆者訪問，鍾啟春（71歲，撿骨師）口述，2005年8月19日，地點：古坊村鍾宅。

17  撿骨師鍾啟春依其作法則先放鞭炮再鋤三下之才開始掘土挖墳。同上註。
18 筆者訪問，張光輝口述。報導人張光輝：47歲，小學語文老師，經常跟隨地理師父親張
如球一起工作。

19 筆者訪問，張如球口述，2006年9月10日，地點：古坊村張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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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傘，說是「不能見天」20
。關於撿金時要撐黑傘，依筆者田野調查，很多地方的二次葬

儀式裡都有。就古坊村的上級行政單位上杭縣城來說，上杭的報導人表示，依當地風

俗，在撿金掀棺時要由（大）女兒撐傘，如沒有女兒則由（大）媳婦代替，以前還得要

哭，現在大多沒有了。至於「不見天」的意思，據說是「天狗天獅」怕死人，怕相犯沖。 
21啟棺後如發現遺骸尚存留有牙齒一定要拔掉，否則會「吃子孫」。一般報導人也認

為，「老人家牙齒好；對後代子孫不好（或會『吃子孫』）」，或「老人家牙齒好，子孫

會較差」。22

此外，如還留有屍肉就不撿骨，得待三年後再拾，這時撿骨師會告訴亡者：「某

某公或某某婆，您還不能起身，你要化好。」再行割雞儀式，據撿骨師表示三年後

屍肉必然會化掉，此儀式稱為「斷他」。所以，一般認為最好是葬上十年以上才撿

金，否則有可能沒腐爛。出現這種有屍肉未腐的地（墳），當地稱之「養屍地」。23

再者，「非正常死亡」的亡者也不撿骨，例如仰藥自殺、上吊，或難產死亡者均不能

起金。難產死的女人不能取金，是怕對後人不吉利。地理先生張如球父親的前妻即

難產死亡，在她的墓碑右下側便書有「配邱氏永不得取金」，後來家人在其墓上覆

土，同時將其墓碑壓倒（正面朝下）。24據張光輝表示，或許是和她「未能傳宗接代」

20 鍾師父表示，以前學挖墳、撿金均要拜師，一般需要三年的時間，學費一年約70至80元
（人民幣）。一到年節，主要是端午節和過年時還得送禮給師傅，一般是送大公雞或大紅

包；師傅則回贈一套衣服。筆者訪問，鍾啟春（71歲，撿骨師）口述，2005年8月19日，
地點：古坊村鍾宅。

21 筆者訪問，丘崇盛（75歲）、丘北金（83歲）、丘尚豪（67歲）口述，2006年6月2日，地
點：閩西上杭丘氏大宗祠；郭永金（72歲）、郭永欽（68歲）口述，2006年6月2日，地
點：閩西上杭夫人宮。在臺灣的閩、客風俗中，也多由女兒手執黑傘。有撿骨師表示，撐

黑傘目的是擔心棺木打開如屍首未腐（得再蓋回），為避免屍首見光而魂飛魄散。

22 依筆者的田野所聞，無論是臺灣或是閩西地區，在撿金時都會將所遺留的牙齒拔除。
23 「養屍地」在當地人的觀念裡認為這裡地方好，不會危及人畜，他們會將棺木放回原處，
只是墓門不能砌那麼嚴實，以便於通風透氣，待兩、三年後再撿骨。筆者訪問，鍾啟春

（71歲，撿骨師）口述，2005年8月19日，地點：古坊村鍾宅。
24 筆者訪問，張光輝口述，2006年9月3日，地點：古坊村張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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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有關吧。25自然早夭的小孩或未婚女兒，因沒有後代也不取金。對於非正常死

亡的人不能撿金，或許正是表現出中國死亡文化對「善終」的一種渴望。依古坊村

本地習俗，年齡60歲以上的人稱「上壽」，在往生後可以有八個人（即「八仙」）抬

棺；60歲以下便去世算是「短命」，只能由四個人抬棺。最後，亡者身著的壽衣如有

骨扣（牛角扣子）、或其他扣子的也都不能撿金，因此壽衣一般多用布條替代鈕扣。26 

許多地方也有著類似的風俗，例如廣東省梅州地區的興寧市，「新娘的穿戴打扮是從

腳到頭，以顯示非常尊貴，而屍體的穿戴則是從頭到腳。後者的衣服中，所有帶『子』

的東西：袋子、帶子、扣子都被拿走，以免死者把兒子帶走。」（勞格文 1997 : 57）27

掀開邱五妹的棺木，撿骨師便著手清理棺木裡的骨骸及遺物，依序自腳開始將隱

藏在衣物裡的遺骸一一找出（圖5）。子孫待在一旁升火燒炭，竹篩上鋪著一張草紙，

取出的遺骸依序左右分置在竹篩上。邱五妹的骨骸化掉許多，遺骸不算很完整。子孫

將置有骨骸的竹篩放在炭火上燻乾，28然此動作只是象徵性展演，整個撿骨過程，並沒

有花很長的時間在骨骸剔刷清潔及乾燥的步驟上。相較筆者在臺灣所見的情形，在過

程上是簡單許多，這或許與當天鍾家一連要撿四副遺骸有關吧。據當地村民表示，以

前子孫會用「正茶油」（當地土話，即茶子榨的油）擦拭骨骸，而炭燻骨骸的象徵意

義是「冷骨不能進甕」，就和「冷屍不能進屋（或村裡）」的意思是一樣的。所謂「冷

屍不能進屋（或村裡）」，意指如不幸在外死於非命就得直接在村外安葬，其屍體不能

進入村裡，否則恐會給村民帶來惡運。29骨骸經象徵性的炭燻過後（圖6），撿骨師點燃

25 女人沒有生小孩，也不可以入祠堂。筆者訪問，張如球、張光輝口述，2006年9月7日，
地點：古坊村張宅。

26 筆者訪問，鍾啟春（71歲，撿骨師）口述，2005年8月21日，地點：古坊村鍾宅。
27 此與臺灣俗話說「死人拉（繫）褲帶」（台語）的意思相同，死人壽衣是不能繫有皮帶，同
樣不能有袋子，若亡者身著西裝其袋口要縫合，以免帶走子孫，用布條編結的布鈕扣則

是被允許的（筆者訪問，沈理口述，73歲，從事縫製壽衣或打理亡者用品超過30年經歷
之久，2007年1月22日，地點：臺灣臺南縣柳營鄉沈宅。 

28 南臺灣美濃客家地區，遺骸會將之放置在鐵絲網上煙薰，使之呈金黃色，人們認為這樣
較漂亮。筆者訪問，黃劉金玉口述，2005年6月4日，地點：臺灣高雄縣美濃鎮黃宅。

29 鍾啟春（71歲，撿骨師）口述，2005年8月19日，地點：古坊村鍾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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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草紙丟入骨甕以「暖甕」，接下來便開始將骨骸以「屈膝坐姿」狀依序裝入甕，稱

為「坐金」；若是「跪姿」即「跪金」將對後代子孫不好，諸如會發瘋或夭折等。30在臺

灣民間也有著同樣的觀念，認為「跪金」是非常不好的，意謂著後代子孫未來將會像

乞丐一樣得跪著向別人乞討。古坊村的骨甕有前後區分，寫有「大吉」字樣是為正面，

頭顱的五官得朝向此方向，甕內另有內蓋寫上「鍾氏二十一世祖妣邱五妹金骸」及「西

元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內蓋上鋪一張紅紙，再把外蓋蓋上，撿骨工作便告完

成。接著，撿骨師將四分五裂的棺木及亡者衣物再塞回坑內，重新堆疊磚塊封住洞

口，以免他人無意間看到而受驚嚇。洞口封好後，撿骨師將先前割雞沾有雞血的草紙

在墓前火化燒掉。

二十三世的洪章、才章兩兄弟將金甕綑綁好，拔取墳上一枝香以「牽引」亡魂，

用杉木削成末節還留有一小節蒼翠杉枝葉的扁擔，兄弟倆合力將金甕挑到山下（圖

7），最後「寄金」在新「地」旁的樹叢下。本地風俗認為杉木具有「生生不息」的象徵

意涵，因為只要杉木的樹根還留存，即使杉木被砍了，仍會陸續長出很多新芽，不像

松木砍了就枯死掉。因此，在當地很多儀式裡都會藉用杉木，例如啟用新竈得先將杉

樹枝放進竈內燃燒，杉木在燃燒時會發出劈嚦啪喇的聲響。杉木依當地土話即為「燦

樹」，象徵「發」的意思。31更多相關的例子，茲援引劉碧雯在〈淺談客家人的植物崇拜

意識〉一文闡釋客家人所謂的「發樹」說法如下：

油茶樹枝和杉樹枝都是生命力很強、四季常青、枝繁葉茂的植物，寓意「多

子多孫」，俗謂「很發」、「發樹」。客家人因此把它們作為吉祥物，在喜慶

節俗等重大場合都用得上它們。如客家人喬遷新居「入屋」的風俗，青青的

杉枝是必不可少的，上面掛滿銅錢、紅包等，稱為「搖錢樹」，寓意「金玉

滿堂」、「興旺發達」。

客家人在「葬地」時也要用上這些杉枝。「葬地」就是擇日將先人骨骸從棺木

30 同上註。
31 筆者訪問，鍾晉蘭口述，2005年8月16日，地點：古坊村鍾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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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撿出，用白酒噴灑，再用木炭烘之，後裝入「金甕」而葬。隆重行完儀式後

返家時，必須舉著香火，俗稱「迎香火」，其中必不可少的是要高舉鮮綠的杉

枝，到家中連同香火一起插在中堂香爐。寓意子孫繁榮昌盛、興旺發達。（劉

碧雯  2005 :82）

四、「進金」二次葬

「撿骨」及「寄金」儀式結束後，接下來幾天主家便著手籌備即將舉行二次葬所需

的物品，茲羅列如下：

（一） 雄雞四隻（16日「出煞」一隻、「祭金」一隻、「豎碑」一隻；17日「開光」一

隻）。32

（二）發糧（呼糧）

1. 五樣東西：硬幣、大米、小鐵釘、蓮子、棗子。

2. 總盤（托盤）一個，每家一個，共四個紅盤（總盤呼糧用，其餘三個紅托

盤分由三戶主家裝上述五種東西回家）。

（三）每戶借馬燈一盞（繫有一小節杉木枝葉）。

（四）乾杉毛（乾的杉樹枝）。

（五）蠟燭小六對，大一對。

（六）大香三枝，小香十把至15把。

（七）紅布五尺對開成二條，「出煞」用。

（八）鞭炮 

1.「出煞」一千頭（即一千「響」的意思）。

2.「祭金」五百頭。

3.「豎碑」一千頭。

4.「開光」一千頭。

5.「祭祀」二千頭。

32 13日「起金」已祭宰了四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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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天地炮（二響炮）用連珠式的。

以上最好買「滿地紅」。所謂「滿地紅」就是鞭炮紙炸開是紅色的。

（九）要不要發「滿堂紅」（給紅包的意思），如果要發每人二元就可以，準備紅

包袋一百個。

本次二次葬三位儀式主要執行者，分別是「地理師」張如球（鍾春台的親家）：充

任儀式過程中的司儀、33唸祝禱詞、墓碑定位，以及風水勘測；其次，是地理師之子張

光輝（鍾春台的女婿）協助年邁父親執行一些儀式，如「割雞」或「發糧」等；再者，

是「泥匠師父」，34泥匠師父除修築墓塚外，當他繫上紅布即成為儀式執行者，從「出

煞」、「暖壙」、「祭金」、「進金」、「豎碑」、「開光」，一直到「祭祖」都少不了他。值

得注意的是「作地師父」也就是泥匠師父可以受邀到主家家裡用餐；「撿骨師父」則不

被允許，因他們所從事的行業被認為是「污穢」、「不潔」的，一般多用紅包來充當他

們的餐費。報導人多表示，撿骨師多為家庭經濟情況不好的人才會去從事撿骨行業，

一些撿骨師本身也認為從事此行業並不是很好。撿骨師鍾啟春即表明，當年（14歲時）

之所以會去拜師學撿金，主要是為生活所迫，因為在他11歲時父親就過世了，全靠

母親拉把，只好去學挖墳、撿金。其執業生涯自14歲拜師，17歲始執業，一直到50

歲便決定不再繼續此工作。他說從事此行業除別人會瞧不起外，更重要的是對後代子

孫也不好。他的師父即曾對他說過，因撿骨要撿齊、擺正，否則會有過失，對自己的

家庭不好，所以他在50歲那年便毅然決定離開此行業。35上杭縣城也有此說法，撿金、

作風水一般多為生活較為貧困的人，因他們所作的事是屬較不吉利的，所以工資給的

較高。36在古坊村，地理先生可說是二次葬整個儀式中最主要的靈魂人物，泥匠師除

築墳外亦是配合儀式展演的執行者，古坊村的二次葬大多沒有請道士或法師的習慣。

1949年以前雖有道士、和尚、齋公，但他們也不到葬地去，他們只在村民剛往生時在

33 「司儀」原來是一專職的行業，此次則由地理師來充任。
34 當地稱墳為「地」，所以泥匠師父也稱為「作地」的師父。
35 鍾啟春（71歲，撿骨師）口述，2005年8月19日，地點：古坊村鍾宅。
36 筆者訪問，鍾丘蕃口述，2006年6月1日，地點：閩西上杭客家聯誼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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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家靈堂裡辦法事。37

8月20日（農曆7月16日）這天將有一連串的儀式，包括「出煞」、「暖壙」、「祭

金」、「進金」，以及「豎碑」等。新築建完成的墓壙得先行「出煞」儀式。「出煞」是為

「驅煞」。出煞時，泥匠師（作地師父）擔任的角色近似於道士，古坊村自文化大革命

之後就沒有道士了，通常由地理先生或作地的師父充任，頭綁紅布條，祭紅，一方面

為避邪，驅魔邪也顯得較威武。為出煞所準備的五尺紅布對開撕裂成兩條，分別由地

理師之子張光輝及泥匠師二人繫在頭上，因「煞」怕紅色，繫上紅布可使執行出煞儀

式者不被煞打倒。泥匠師父把草紙一張張自墓壙口接序鋪在地上，直到墓埕外的小路

上（往道路方向），再往草紙上放上一枝枝的香，同樣是接序排列著，小路上另鋪有

一串串「滿地紅」鞭炮一千頭。出煞儀式開始，地理先生一邊唸辭：

日吉良時，時候正當，

楊公弟子管煞，各走他方，

天煞（請您）歸天去，地煞地下藏，

年煞歸原位，月煞歸月方，

時煞、日煞一切凶神惡煞，

一隻雄雞去抵當【此時便行「割雞」儀式】，

從此依我管煞後，

人口平安家道吉祥。

其子張光輝一旁配合「割雞」祭煞（圖8），張光輝手抓著雞讓雞血滴在張張草紙

上，自壙口往外方向，再順勢把手上的雞拋向遠處；同時間長串鞭炮劈嚦啪喇燃放

著。38隨後，泥匠師父收拾地上沾染雞血的草紙及香枝，即完成「出煞儀式」（圖9）。

37 筆者訪問，張如球口述，2006年9月7日，地點：古坊村張宅。儀式在古坊村稱之為「禮
儀」，本來有專門的執行者，後來多由地理先生主導由作地師父來配合。除此之外，請道

士的開支也較多。

38 每執行一項儀式的幾乎都會同時燃放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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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雞血為「紅花血食」，說是給凶神惡煞吃的，好讓它讓出此地，同時「煞」亦

被認為附著在此雞身上，得將它往遠處扔，使其沿草紙所鋪的路往外走，然後此地就

「乾淨」了。在古坊村新居落成入住前也得先行出煞儀式，要買一隻狗，最好是黑狗，

「跳大神」的腰繫紅布殺狗，將狗自樓上拖至樓下每個房間都要滴沾狗血，狗拖至門

口，便將它丟出去，屋主不能撿回來吃；在此同時，「跳大神」的將所有杯盤通通砸

碎，儀式便告完成。39

出煞之後，泥匠師父和其他人將乾杉毛（乾枯的杉枝葉）及草紙放進墓壙內燃燒，

此為「暖壙」。目的是象徵性的使壙內溫暖舒適，據說這樣祖先才坐得住，不致於使祖

先坐「冷壙」，哲學學者鄭曉江（1999 : 54）說：「有許多地方還有『暖穴』之俗，就是

穴挖好後，馬上在穴裡燒火，以為經『暖窩』的棺材坑，死者在內才會舒適。」同時如

前所述，杉枝本身具有「發」之意涵，祈望後代子孫能飛黃騰達。

暖壙結束，主事此次事宜之二十二世的兩個兄弟鍾洪章和才章，將「寄金」在新

墳旁樹下的六個金甕一一搬到墓埕。擺放位置依序愈近壙口的輩份愈高，夫婦骨甕男

前女後地放著（即二十世、二十一世、二十二世，三對夫婦）。將金甕的外蓋取下，

露出書有幾世代及姓名的裡蓋，其中因二十世太婆的墓已不知在何處，根本找不著其

骨骸，原本打算以銀牌來替代骨骸，最後以一塊寫上：「二十世祖妣黃孺人之金骸」

的小石碑放在金甕裡。以銀牌代葬的風俗在贛南、粵東、閩西等地最盛行，也散見於

閩中、閩南、臺灣和東南亞等地。且銀牌上所鐫刻之先人世代及名諱，需過大、小黃

道，一般以11個字為限 （陳進國 2005 : 109）。 40依筆者的田野調查，在上杭或是臺灣等

地有的也會用磚塊來替代無法尋獲的遺骸。另如在骨骸完全化掉的情形下，有些人家

39 筆者訪問，張光輝口述，2006年9月3日，地點：古坊村張宅。 
40 關於埋葬銀牌，上杭縣城的報導人另提及有不同的目的，例如有些有錢人家為了爭奪風
水而打銀牌，然後紛葬各處；或一些有錢人為防止他人盜墓會打銀牌代葬，真正的骨骸

則葬在他處。筆者訪問，郭永金（72歲）、郭永欽（68歲）口述，2006年6月2日。所謂過
「大、小黃道」，「小黃道」即以「生、老、病、死、苦」來算，碑文算到結束的隻字須合

「生、老」二字，如逢「病、死、苦」三隻字便不好；「大黃道」即以「道遠幾時通達路遙

何日還鄉」來算，結尾隻字「愛逢倒有走遶」的字眼正好即係「道遠通達遙還」請參考張

祖基等（1994 :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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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棺木內就地抓一把泥土作為象徵。在古坊村另有在墓內的前、中、後三處各取一

團土放入骨甕，打一「金牌」（事實上是銀牌，是因為稱骨骸為「金骸」的緣故）。放

在墓埕的六隻金甕前置有一小香爐，同時點燃一對蠟燭，墓主裔孫代表：二十二世鍾

春台、和二十三世鍾洪章及鍾才章兩兄弟（兩代三房）各持三枝香祭拜金甕之後，泥

匠師父隨即割雞「祭金」，抓著脖子被劃破的雄雞將雞血分別淋滴在六個金甕上（圖

10）。以雞血作為「紅花血食」，是給祖先吃的，灑完雞血便燃放鞭炮，表示「祭金」

完畢，泥匠師再把甕蓋蓋上，準備「進金」。

「進金」依輩份順序，即二十世鍾長森夫婦的甕，由二十二世鍾春台扶起，並交

由泥匠師放進墓壙內；二十一世鍾作書夫婦的金甕，由二十二世鍾達元的大兒子洪章

捧交給泥匠師放入；二十二世鍾達元夫婦的甕，則由其小兒子才章交由泥匠師放進墓

壙內（圖11）。墓壙內的地面高低用水泥砌成三層，由外向內漸高，以地面層次高低

落差來表示「空間尊卑」。輩份依序自裡到外即輩份由高到低，男左女右。進金時，地

理先生高聲唸辭： 

     

一進代代子孫賢；

二進子孫福綿綿；

三進子孫發萬年；

四進四季大發財；

五進五子同登科；

六進子孫滿堂福滿堂。41

待進金完畢，眾人便合力「豎碑」，將四塊墓牌分別定位，地理先生不時手持羅盤監測

方位是否正確，豎碑後同樣再燃放鞭炮。令筆者較感興趣的是在古坊村所觀察的墓，

多將「地」的坐向與分金刻在墓塚的建物上，這似乎是臺灣較少見的。 

據聞古坊村以前的墓多為二人合葬，無需分層，現則大多集中合葬，故在擺放

41 幾「進」，視進金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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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輩份上的問題，墓內暗室遂採階梯式分層，以「空間尊卑」來區隔輩份。階梯

數要逢「單」數（奇數），不能逢「雙」（偶數），以「進、退」二字來算，逢「單」即

合「進」字，象徵「進財」；逢「雙」則合「退」字，是不吉利的。即使是樓房的階梯

數也得逢「單」數。像前述張建和、張建能兄弟為父親進行二次葬所欲造的新墳，外

貌是採傳統有龜背靠山的風水墓，也結合近年在古坊村逐漸流行的家族墳塚，在墓

塚左側將預留有一門以便後代子孫進金合葬。張家預定安置四代人，但因「四」（諧

音「死」）字此數字不好，同時逢「雙」更不好，所以，墓內暗室地面只好砌成五層。42 

五、「圓墳」祭祖與子孫的祈願

豎碑後的隔天，即8月21日（農曆7月17日），將舉行「祭碑」、「開光」及「祭祖」

儀式。這一天，主家的媳婦們挑著祭品，男女老少一群人一起走往墳地山上。時辰一

到點燃鞭炮，在石碑前鋪陳數張草紙，由泥匠師父割雄雞，將雞血滴沾在草紙上，然

後將沾有雞血的草紙壓在墳頭的墓碑上，代表此墓是有子孫祭祀的，意同「掛紙」。泥

匠師應在東西南北中五個地方掛「花紙」，表示此墓碑已開光，有人祭祀了。泥匠師手

執雄雞，使雞血淌及欲給祖先在冥府享用之物品，亦即紅色紙糊的「封箱」上。該箱

形似皮箱，裡頭有紙糊的紙錢、衣服、鞋襪等，還附帶鎖，並貼有以「男性」子孫為

名闔家叩贈的「封皮」（圖12），作為封條，意同「掛號」。已成家的子孫（兒子、孫子、

包括出嫁的女兒、孫女）各給每一位先人一只，此次合葬六位祖先，所以一家各出六

只封箱（圖13）。43將雞血滴沾在草紙及獻給祖先的物品上，雞血是為獻祭的紅花血食，

祭了封箱象徵為封箱「開光」。地理師張如球再度擔任司儀，其子張光輝則充任地理

先生的角色，撕去黏貼在墓碑上的紅紙，泥匠師父再度割雞，但這次僅是輕微地劃破

42 筆者訪問，鄧仁龍、張建和、張如球口述，2006年9月10日，地點：古坊村張宅。
43 獻給祖先的物品，有的也燒些紙糊的日常生活物品，諸如煤氣爐、瓦斯爐、熱水器、車
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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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雞的雞冠，並未像先前的「割頸」動作，此次割雞的形式稱為「小割」。44地理先生張

如球口中唸著開光詞：

日吉時良，手舉金雞來開光：

一點紅花祭碑頭，代代子孫出公侯； 

二點紅花祭碑中，代代子孫在朝中； 

三點紅花祭碑尾，代代子孫作官歸； 

左邊青龍招百福，右邊白虎納千祥； 

前有文峰高萬丈，後有玄武坐山莊； 

此地今日開光後，子孫延綿萬代隆昌。

泥匠師的動作則配合地理師的唸詞，捉拿著雄雞，使被劃破雞冠上的鮮血象徵性

的在墓碑上、中、下各沾點三下，左右的石獅也各點一下。然後，張光輝先生遂將雄

雞放回雞籠內，這隻雞是要帶回家飼養的，不能割死，稱之為「長生雞」。

在此同時，泥匠師父在腰際繫上一條紅布，準備祭殺一隻小黑羊，此為「大祭」，

即祭宰豬、羊較為隆重，不同於「小祭」割雞時將紅布綁在額頭上而是纏繞在祭司的

腰上。在泥匠師宰割小黑羊時，現場所有的人臉都朝向他處，避開目光。事實上一如

前述，並非所有的人都須如此，只有生肖犯沖的人才須避開。羊血濺灑在石碑上，泥

匠師隨即將該羊向外拋棄，待儀式結束後主家再撿回家。接著，將購來剛宰殺好的豬

頭擺設在墓碑前（原本是要殺一隻豬的），並將裝豬頭塑膠袋裡的鮮豬血灑向墓碑，

儀式的目的是為「祭碑」。然後，便將所有祭品條列有序地擺放在墓埕：石碑前置有三

杯茶、三碗酒、一副豬頭、紅粿（粄）、一條魚（貼上紅紙）、一塊豬肉及一隻雞，另

有一盤水果和糖果、三瓶米酒、四個紅盤裝有「發糧」用的東西也放一起，並將三盞

馬燈（綁有杉毛）點燃（圖14）。族中有威望之人也帶來祝辭，以示恭賀之意。此人為

44 「大割」，即要割雞頸，因「割死」不好聽，便以「大割」來稱之意指，雞得刎頸而死；而
「小割」，僅割雞冠使之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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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世孫鍾達雄撰祝，如下：

         

二○○五年八月廿一日，長森公、作書公、達元公三代考妣合葬於崗頭地脈

之陽。茲當開光之日，聊獻奠辭一條：

崇封瑞域   紫氣凝祥

迴瀾九曲   碧波蕩漾

飲水思源   山高水長

陽上裔孫   孝恩泱泱

仁心厚道   代代盛昌

本固枝葉   俎豆馨香

祝辭完畢，眾人開始點香準備「祭祖」，此時不斷有親友及村民上山前來燒香祝賀。長

串滿地紅鞭炮及天地炮爆聲響個不停。主家代表：即二十二世鍾春台、二十三世鍾洪

章及鍾才章兩兄弟（兩代三房）手持大枝香「開祭」（祭墓內的先人），行「四跪四拜」

禮，進香、敬茶、敬酒、獻牲、獻果、跪拜。其餘宗親按輩份輪番上香，行「三跪三

拜」禮，同樣是進香、敬茶、敬酒、獻牲、獻果、跪拜等儀式。

待所有子孫輪番祭祀完畢，接下來開始執行「呼糧」及「發糧」儀式。此時，地理

師張如球先生擔任司儀「呼糧」，其子張光輝先生則手持總盤（裝有榖糧、釘子等物品

的托盤）協助「發糧」動作。「呼糧」時司儀大聲地唸著：

安葬禮畢，列位賢宗正堂禮拜，

一拜來龍滾滾，

二拜左右龍神，

三拜眾位先師（包括楊公、魯班、荷葉），

四拜墓內亡人，

恭拜已畢，聽我贊祝，

此地是我遷，龍神聽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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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是我葬，龍神聽我斷，

借問賢東要富要貴【眾人要回答：富貴都要！】，

一要千年富貴，

二要萬代興隆，

三要財丁興旺，

四要科甲聯芳，

五要凶星遠避，

六要吉星到堂，

七要人才輩出，

八要金玉滿堂，

九要房房同發達，

十要戶戶都安康，

贊祝已畢，聽我發糧。     

【以下一邊「呼」；一邊「撒糧」】

此米原是民間寶，發給賢東作富豪，

糧發東西南北中，此嶺步步有青龍，

讀書經商人富貴，45兒孫代代出富翁，

此地僅葬今日後，房房戶戶產英雄，

日明星光有時暗，此地綿綿萬代興隆。

「發糧」時，張光輝先生背向墓碑，將裝在紅托盤裡的硬幣、大米、小鐵釘、蓮子、棗

子摻雜著拋撒出去，宗親族人老老少少站在墓埕外圍成半圓形，歡歡喜喜的捉起衣襟

接糧（圖15）。上述物品分別有其象徵意義：硬幣代表「錢（財）」、大米象徵「糧食」、

45 隨著工商業時代社會變遷，呼糧的內容也有所變更，地理先生說：「讀書經商人富貴」，
在傳統農業社會則唸為「耕田讀書人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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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鐵釘具有「出丁（添丁）」、蓮子為「連生貴子」、棗子則是「早生貴子」之意。

結束發糧動作，張光輝先生為三盞馬燈添加煤油，「添燈」即「添丁」之意，此三

盞馬燈上均有繫翠綠杉毛（杉樹的綠枝葉，具有「發」的意涵），46分別由主家男性代表

二十二世鍾春台、二十三世鍾洪章及鍾才章兩兄弟（兩代三房）手持帶回家，他們的

妻子則各端一隻紅托盤，托盤內裝的東西和同「發糧」用的各類物品，象徵「財糧」。

大夥人陸續下山返家，走到山腳下轉口處有人發紅包給每一位上山參加今天儀式的

人，此紅包稱為「滿堂紅」，每個人都有。前述作地儀式結束也給所有參與的人一個

紅包，同樣象徵滿堂紅，圖個吉利，讓所有參與的人紅紅順順，大吉大利。一回到家

門口，便有人燃放鞭炮「接喜」，門楣上繫著紅布（掛紅）。主家則回贈出嫁的女兒、

孫女一個大紅粄（紅粿），以討吉利，整個儀式至此就算結束。接著所有的人和關係

較密切的鄰居就到主家家裡一起聚會用餐，好不熱鬧。據聞，此次撿金再葬似乎在古

坊村辦得算是相當風光的一樁，主家相當引以為自豪。

六、小結

綜上所述，使我們對古坊村的二次葬風俗有概括性的瞭解。前文所展演的儀式

多脫離不了使用雄雞，47據筆者的田野調查，在古坊村無論好事、喜事或白事，為圖

吉利基本上都用雄雞。至於為什麼不用母雞，人們認為雄雞較旺盛是屬於陽；母雞屬

於陰。祭祀供品是不用鴨的，係因「鴨」依本地方言的發音與意指為不樂意或不高興

的諧音相同；人們選用雄雞是取其雄壯旺盛之意。此外，不少儀式象徵意義多傳達具

「生育力」（fertility），期待家系蓬勃發展、子孫綿延不絕的訊息，例如：在處理先人

46 據二十二世鍾春台表示，以前除了馬燈及杉毛外，還會自墳上拔枝香回家，現在則沒有
舉香的慣例了。

47 在大陸客家地區儀式多用雄雞似乎是很普遍的現象，可參照自1992年以來法國遠東學院
與福建社會科學院合作的「傳統客家社會」研究計劃，在閩西、贛南、粵東、粵北等地從

事田野調查工作所集結的《客家傳統社會叢書》系列；羅勇、李劍（20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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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骸時，如尚留有牙齒得拔掉，以免「吃子孫」；48亡者身著的壽衣如有「扣子」則不能

撿骨，惟恐有將子孫「帶走」之虞；儀式中運用具有「發樹」意涵的杉木；「發糧」盡

是象徵錢（財）、糧食、出丁（添丁）、連生貴子、早生貴子等物品；「呼糧」時更期盼

富、貴都要；「馬燈」是為「添丁」之意；還有地理先生的呼辭內容，等等。而拾骨過

程中炭薰枯骨除為乾燥的目的外，人們也在意骨骸的色澤，因為這些都可以被認為檢

視子孫禍福的表徵，這也是為何在古坊村二次葬風俗的歷史脈絡裡，古坊村民在為先

人撿骨時會用「正茶油」擦拭骨骸之用意。對此，清人周碩勲的《潮州府志》（1967：

131）即曾提及：

     

葬後十年或十餘年，則易其棺而貯骨於甆罌，名曰金罐。骨黃者復瘞原穴，

骨黑者另覓佳城，不經甚矣。非一二縉紳明理之家，鮮不為俗所移者。

清人黃釗在《石窟一徵》闡釋此初衷是為保護先人骨骸，而非涉及吉凶禍福之

故。一個逆向思考是，為何黃釗之所以會有此番論述，想必當時的人們普遍存有祖

先遺骸是否處理妥當與家運禍福相繫的觀念，才使得黃釗這位文人秉筆直書。黃釗

（1970 :185）解釋如下：

俗父母 十年皆議改 。改 者以 易棺，撿骸而置之 ，亦有虞氏瓦棺之義

也。撿骸曰撿金，故 曰金 。改 者啟其 ，見土色黃而燥，骨無朽 ，則

仍 故處；如土色黑而濕，骨將糜，則遷吉地。其初意原為珍護遺骸之義也，

非全為禍福起見也。而其流 則至於家有疾病，或不如意，歸咎于地之不吉，

又復起骸。

再者，二次葬儀式過程中一個重要環節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即撿骨師對遺骸姿勢的

48 關於遺骸牙齒必須除去（以免「吃子孫」），Timothy Y. Tsu曾論述及屍體隱含著威脅和庇
佑的雙重性質，藉由將牙齒拔除以免除「吃子孫」的風險，以及屍肉腐化致使屍體污穢所

潛的在威脅，轉而透過骨頭傳遞風水利益以加惠庇佑子孫。詳見Timothy Y. Tsu（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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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當處理與掌控。一如上述，撿骨師在處理遺骸時，嚴謹地「依序」撿金入甕（一些

報導人常以孕婦腹中胎兒的姿勢來比喻甕裡骨骸的姿態），至少在上杭的古坊村或臺

灣均以「屈膝坐姿」（「坐金」）入甕；反之，若以「跪姿」（「跪金」）入甕是人們所

忌諱，因恐對後代子孫產生不利的影響。顯然，撿骨師的功夫或職業道德無疑也是二

次葬成功與否的一個重要關鍵所在。當人們試圖利用二次葬以追求風水利益或為改善

家裡惡運時，二次葬的地點 /地理雖有其重要性，但撿金的環節若稍有閃失，其嚴重

性甚至遠超過墓地風水利益是否能帶給子孫幸福的庇佑。49 其他諸如：骨罐的擺放、進

金的順序得按輩份高低；空間上金甕男左女右（左尊右卑）的安置；只有最重要的男

性子孫才有資格捧骨罐；燒香祭祖依長幼次序進行等。在在呼應了中國死亡文化所強

調的「事死如生」觀念，對於死者亡靈的處理同時不外乎對社會秩序的強調與重整，

同時就古坊村二次葬風俗中所呈現的性別角色，男性依舊是操作整個儀式的重心，女

性仍只是負責準備祭祀用品。

喪葬文化作為民間禮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有其與時俱變的性質。大陸改革開

放後，兩岸交流日漸頻繁，許多臺胞回大陸故里為祖先重新造墳，50無意間亦將臺灣流

行的家族墓 「祖塔」或「家塚」的建物型式帶到大陸原鄉。故而，這些原本在臺灣流行

的事物，也開始成為大陸民間的仿傚對象。在田野調查過程中，筆者亦發現就連位於

閩西偏僻的古坊村，有些泥匠師在築墳前會提供臺灣墳塚建物的照片給主家參考。大

約2000年以後逐漸盛行的「骨灰亭」以利數代合葬的墳塚形式，即是受臺灣風俗的影

響。當地報導人表示，「骨灰亭」看起來比較美觀，也不會給人過於陰森的感覺。物

換星移，移民社會反過來影響原鄉文化。

49 撿骨師雖被歸類屬於下九流社會階層，甚至被鄙視為「污穢」、「不潔」之人，但社會階級
的矛盾之處，正在於當攸關自家利益時，主家通常會禮遇他們。一如過去傳統社會裡，

人們要蓋新屋時，主家對待築屋匠師一般，因構築房子的吉凶尺寸都拿捏在匠師手裡。

正如風水師可以使主家人丁興旺、財運亨通，亦可使其家運衰敗一樣，其中的關鍵許多

指向主家對待他們的態度。

50 林清水也提及，該村在「1980以後又興修墳風，主要是旅外（港、臺）同胞支持」。見林
清水（1996: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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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地理先生在拉「分金」 圖2：泥匠師在「割雞」準備「圈地」

圖3：泥匠師在「開土皮」 

圖5：撿骨師在清理骨骸

圖4：撿骨師將棺木拉出

圖6：墓主裔孫升火燒炭象
徵性薰乾骨骸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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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二十三世的洪章與才章將金甕抬下山

圖11：「進金」儀式

圖8：「祭煞」儀式

圖9：泥匠師父收拾「出煞」後地上沾染雞
血的草紙及香枝

圖10：「祭金」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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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燒「封箱」圖12：封皮

圖14：祭碑、祭祖

茲逢安葬之期虔備 銀箱一只  奉上
 
鍾氏   X  世祖  X X X   冥府享用

陽上X X X全家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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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呼糧」、「發糧」及「接糧」儀式

圖16：圓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