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語語言與文化講義
講師：董峯政
E-mail：dang1109@gmail.com
地點：台南生活美學館．長青台語文化班
日期：2011.10.06～2011.10.27 (拜四)
時間：14:00～16:00

一分鐘快讀台灣史
時代
南島民族自治時期

開始
0001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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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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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蘭人統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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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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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政權統治時期

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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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國統治時期

1684

1895

211 年

日本人統治時期

1895

1945

50 年

中國國民政府代表
盟軍受降接管

1945

中國國民黨政府
遷台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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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說明
台灣自古不屬中國，原是南島民族
的活動區域，族類繁多，不相隸屬。
從安平登陸，佔據南台灣，於 1642
年趕走北部的西班牙人。
佔據北台灣，區域範圍包括基隆、
淡水、台北、桃園以及宜蘭等一部
份。
鄭成功打敗荷蘭人，並簽訂十六條
和約，後其子鄭經退入台灣建立「東
寧王國」
，至第三代鄭克塽遭清帝國
攻佔併吞。
清廷康熙皇帝經八個月討論，始將
台灣正式併吞。直到清日甲午戰爭
失敗，訂立馬關條約，將台灣、澎
湖割讓給日本。雍正皇帝曾說：
「臺
灣地方自古不屬中國，我皇考(康
熙)聖略神威，取入版圖」
。
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於日本長崎、廣
島投下兩顆原子彈，日本宣布投
降，結束 50 年的台灣統治
蔣介石委員長軍隊依盟軍總部命
令，指派陳儀將軍於 10 月 25 日在
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安
藤總督降書。受降典禮臺上懸掛
美、英、蘇、中四國國旗，此舉說
明是代表盟軍受降的軍事行為。
中國國民黨政權遭中國共產黨推
翻，敗逃來台，建立流亡政府，以
台澎金馬做為「反攻復國」的基地，
並實施「軍事戒嚴」及「勘亂」體
制。

日本與交戰國
訂和約

1951

日本與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訂和約

1952

台灣人自由民主
時代

1996

日本與美國等交戰國於 9 月 8 日在
美國訂立「舊山和平條約」
，放棄
台、澎主權。條約中並未明訂主權
之歸權。
敗退的中華民國流亡政府以舊金山
和約為骨幹，於 4 月 28 日在台北與
日本訂立和約。當時日本對台灣已
無領土權，故台灣主權歸屬仍未定。
台灣實施總統直接民選，台澎金馬
有史以來選出第一任民選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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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歷史簡表
事記

西元 地區

-50000 台灣 舊石器時代 (史前文化) 15000-50000 長濱文化。左鎮人誕生。
-7000

台灣 新石器時代 (史前文化) 2000-7000 大坌坑文化／鳳鼻頭文化

-2000

台灣 金屬器時代（原住民文化) 400-2000 十三行文化／蔦松文化

230

中國 三國東吳孫權派將軍衛溫、諸葛直率萬餘軍探訪「夷州」。

264

中國 東吳人沈瑩作《臨海水土志》
，記載夷州地理及居民生產、生活。

311

中國 晉朝，發生永嘉之亂(晉懷帝)，漢人大舉南遷。→泉州音

607

中國 隋煬帝楊堅派遣朱寬等探訪「流求」。

669

中國 唐高宗年間，閩南地區發生(畬族)蠻獠之亂。→漳洲音

878

中國 唐僖宗年間，北方地區發生黃巢之亂。→漳洲音

1535

亞洲 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門貿易的特權。

1544 台灣 葡萄牙人發現台灣讚稱為《美麗島－Ilha Formosa》。
1593

台灣 日本豐臣秀吉派家臣至台灣「高砂國」催促進貢不成。

1602

台灣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成立，企圖壟斷香料貿易。

1603

台灣 清國．陳第作「東番記」。東番→台灣

1619 印尼 荷蘭人在印尼．爪哇的巴達維雅設立總督府。
1622

台灣 荷蘭艦隊司令雷爺兒生率兵艦佔領澎湖島，向明廷請求貿易。

荷蘭軍佔領台灣島(1624.08.30-1662.02.17)
一鯤身(安平)開始興建熱蘭遮城(Zeelandia，今安平古
1624 台灣
堡）於 1632 年完成。
鄭成功於日本橫濱千里戶誕生。(1624.08.27-1662.06.23)
1626 台灣 西班牙軍佔領北部基隆，建「聖．薩爾瓦多」城
1628

台灣 西班牙軍佔領淡水，建「聖．多明哥」城

1628 台灣

日人濱田彌兵衛襲擊荷蘭的台灣長官
→理加：無緣的台灣王

1628

台灣 明朝招降鄭芝龍

1639

台灣 日本的德川幕府實行鎖國政策，朱印船的台灣貿易自此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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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繪文化
1642

台灣 荷蘭人把西班牙人自台灣北部逐出(1626-1642)。

1644

中國 明朝滅亡(1368-1644)，清國遷都北京(1644-1911)。

1650

台灣 荷蘭人興建完成普羅民遮城(普洛文希亞城 Provintia，現赤崁樓）
。

1652 台灣 (永康．王田)郭懷一反抗荷蘭人事件。
1659

中國 七月鄭成功攻南京失敗，十月退守金門、廈門。→廈門話

國姓爺與荷蘭長官揆一議和，荷蘭人離開台灣。(1662.02.20)
1662 台灣 國姓爺稱台灣為「東都王國」。
鄭成功去世(1624.08.27-1662.06.23)
1664

台灣 鄭經（鄭成功之子）改稱台灣為東寧王國。

1681

台灣 鄭經病逝。→洲仔尾

1683 台灣
1684

施琅率領清軍攻佔澎湖，隨之鄭氏政權（鄭克塽 14 歲）
投降清國。。

台灣 清朝建福建省台灣府。

1721 台灣 朱一貴《鴨母王》抗清事件。
1776

美國 7 月 1 日美國獨立。

1784

台灣 鹿港開港

1786 台灣 林爽文《天地會》抗清事件。
1789

法國 法國大革命

1840

中國 鴉片戰爭 (1840~1842)。

1842

中國

1851

中國 清朝太平天國（洪秀全）之亂

1854

台灣 美國艦隊到基隆港，提督佩里

1858 中國

清國戰輸，締結《中英南京條約》
，割讓香港、上海、廈門等五口
通商口岸。→廈門話

六月，大清帝國分別與英國、法國、美國簽訂天津條約。
台灣正式開埠。→正港

1859

台灣 天主教聖多彌尼哥會，派神父至台灣再開始傳教。→新舊教

1860

中國 「北京專約」簽訂，規定開放安平、淡水 2 口為通商口岸。

1861

美國 南北戰爭 (1861~1865)。

1862

台灣 戴潮春事件。淡水正式設關徵稅。

1863

台灣 雞籠(基隆)開設海關，成為淡水子口(副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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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

台灣 五月，安平、打狗(高雄)開設海關。打狗成為安平子口(副港)。

1865

台灣 英國長老教會（馬雅各醫師）在台灣南部傳教行醫。

1868

亞洲 日本明治維新。

1871 台灣 牡丹社事件（琉球漂流漁民被殺害）
1872

台灣 加拿大長老教會（馬偕博士）在台灣北部開始傳教。

1874

台灣

1884

台灣 中法戰爭。法國艦隊炮轟台灣北部和澎湖。

藉口牡丹社事件，日本派兵至台灣。日本和清國締結北京專約。
清國派沈葆楨至台灣。→億載金城

1885 台灣 清國在台灣建省，派劉銘傳任台灣首任巡撫。
1886

台灣 劉銘傳著手清賦事業，創設保甲制度。

1894

亞洲

1894

台灣 台灣省首府遷移至台北

朝鮮甲午農民戰爭（東學黨之亂）日、清兩國出兵朝鮮後引發「清
日甲午戰爭」開戰。

清國與日本簽馬關條約 (4/27)，割讓台灣本島和澎湖予
日本。
台灣總督府成立 (5/16)，樺山資紀大將任總督。
台灣民主國獨立宣言 (5/23)。
日軍開始上陸台灣 (5/29)。日軍佔領基隆 (6/6)。
1895 台灣 台灣民主國總統唐景崧逃亡至廈門(6/6)。
日軍入台北城 (6/7)。
台灣民主國大將軍劉永福逃亡至廈門，台灣民主國崩潰
(10/19)。
蘭大衛醫師（Dr. David Landsborough），來到台灣中部進行醫療傳道
工作。
1897

台灣 台灣住民國籍選擇最後期限 (5/8)。

1898

台灣 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就職 (3/28)。→拍拚政策

1907

台灣 北埔事件 (11/15)。西部縱貫鐵路開通。

1910

亞洲 日本併合朝鮮。

1911

中國 辛亥革命。大清帝國滅亡。

1912

台灣 林杞埔事件(3/23)。

1912

中國 中華民國成立。

1914

歐洲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1914 ~ 1918）。→校長兼摃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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噍吧哖(今玉井)事件（903 人判決死刑）
。
1915 台灣 又稱西來庵、余清芳事件。
→(昔)台南市亭仔腳街 88 號。(今)青年路 121-123 號（爾來了）
1919

中國 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運動。

1920

台灣

1921

中國 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1

台灣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於台北雙連靜修女學校 (10/17)。。

1924

中國

1925

中國 孫中山去世(03/12)。

1928

台灣

1930 台灣
1932

留日台灣人學生組新民會，會長林獻堂 (1/11)。留日台灣人學生
出刊“台灣青年”雜誌 (7/16)。

黃埔軍校成立(05/05)。
蒙古脫離中國成立蒙古人民共和國(11/26)。

在上海法國租界成立《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
台北帝國大學創立。

馬赫坡社頭目莫那魯道率領族人起事，於 10.27 爆發霧
社事件。 →賽德克．巴萊

中國 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滿州國。

1932 台灣 第一首創作歌謠(流行歌謠)「桃花泣血記」對外發行。
1937

中國 七七蘆溝橋事件，中日戰爭開始。(支那事變)

1941

亞洲 珍珠港事件，爆發太平洋戰爭 (12/8)。

1940

台灣 日本政府要求台灣人改成日本姓名 (02/11) →國語家庭

1943

台灣 開羅宣言 (11/27)。

1944

台灣 日本在台灣實施徵兵制 (09/01)。

1945

歐洲 雅爾達會議 (02/04)。

1945

美洲 杜魯門就任美國總統 (04/12)。

1945

歐洲 德國投降 (05/07)。波茨坦宣言 (7/26)。

蘇聯對日本宣戰 (08/08)。
1945 亞洲 國民政府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條約 (08/14)。

日本投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8/15)。
盟軍統帥指令第一號命令國民黨軍佔領台灣 。(9/2)
國民黨軍和行政人員到台灣(10/17)。
1945 台灣
日本總督安藤利吉將行政權移交台灣省行政長官陳儀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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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國籍改為中華民國國籍。(12/5)
國民政府開始接收行政機構和日本企業。在日本台灣人
開始回鄉 (12/5)。
在台灣日本人開始撤回日本 (12/25)。
1946

台灣

台灣省接收全部完成 (01/31)。
中華民國憲法誕生(12/25)－之後修訂六次。

在台北市大稻埕(延平北路／太平町)發生警民衝突
(02/27)。
二二八事件發生 (2/28)。
二二八處理委員會向陳儀遞交處理大綱，陳儀拒絕接受
1947 台灣 (03/07)。
國民黨增援部隊到達登陸，行政長官公署下令進攻二二
八處理委員會 (03/08)。
警備總部下令台灣戒嚴，228 事件大屠殺開始 (03/09)。
台灣行政長官公署改組為台灣省政府 (04/22)。
1948

中國 蔣介石、李宗仁當選第一屆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04/23)。

1948

台灣 三七五減租開始 (04/15)。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施行 (05/10)。

1949

台灣

1949

中國 蔣介石總統下臺 (01/21)。

1949

台灣 四六事件（師範學校學生二百多人因醞釀學潮被捕）(04/06)。

1949

中國 中共渡過長江 (04/21)。

陳誠就任台灣省主席 (01/05)。
陳誠兼任警備總司令 (01/18)。

開始實施戒嚴令 (05/20)。

1949 台灣 發行新台幣，四萬元舊台幣兌換一元新台幣 (06/15-12.31)。
→北港媽祖廟借貸，25 元還債。
1949

美國 美國國務院發表《中國白皮書》(08/05)。

1949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10/01)。
國民黨政權將首都移到台北 (12/09)。
任命吳國禎為台灣省主席兼保安司令 (12/15)。→流亡美國

1949

台灣

1950

台灣 美國總統杜魯門聲明不介入台灣海峽中事務 (01/05)。

1950

中國

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01/06)。
中共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02/14)。

1950

台灣

蔣介石復職總統 (02/08)。
公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 (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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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亞洲 韓戰開始 (6/25)

1950

台灣

1951

美國軍援開始 (1 月)。→美國出打馬膠，台灣出塗跤。
與美國簽訂共同防衛協定 (2/10)。
台灣
美軍顧問團到台灣 (5/2)。→美軍俱樂部
第二次世界大戰盟國與日本簽訂舊金山和約 (09/08)。

1952 台灣

美國派遣第七艦隊巡邏台灣海峽 (6/27)。
美國總統杜魯門宣佈台灣海峽中立化 (06/27)。

簽訂(中)台日和平條約 (4/28)。

嚴禁日語和臺語教學(12/16)。

1954

台灣 (中)台美共同防衛條約 (12/3)。

1956

台灣 廖文毅在日本東京成立台灣共和國臨時政府。

1958

台灣 金門八二三砲戰 (8/23)。

1959

台灣 蔣介石和杜勒斯共同聲明放棄反攻大陸（10/23)。

1964

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發表台灣地位未定論 (02/29)。
美國國務院發表自 1965 年終止對台灣援助 (05/28)。→中美合作
台灣
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因要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
(9/20)。

1965

亞洲 美國介入越戰 (03/07)。

1965

台灣

1965

亞洲 新加坡自馬來聯邦獨立建國 (08/09)。

1966

中國 文化大革命開始 (08/18)。

1967

台灣 台北市改為院轄市 (7/1)。

1970

台灣

1971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 (10/25)。

1971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10/26)。。
台灣 台灣基督教長老教會發佈《國是聲明》要求台灣住民自決及民主
(12/17)

1972

中國

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 (02/21)。
發表上海公報 (02/27)。。

1972

台灣

蔣介石當選第五屆總統、副總統嚴家淦 (03/21)。
蔣經國當行政院長 (06/01)。

廖文毅向國民黨政府投誠 （5/14)。
美國停止對台經援 (7/1)。（1951-1965）

彭明敏逃出台灣(01/02)。→自由的滋味、逃亡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在美國成立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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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停止對台灣無償軍援 (06/08)。
十大建設開始 (7/1)。

1973

台灣

1973

亞洲 美軍完全自越南撤退 (03/29)。

1974

美洲 美國總統尼克森因水門事件下台，福特繼任總統 (08/08)。

1974

台灣 福特宣佈台灣決議案。 (10/28)。

1975

台灣

1976

中國

1976

台灣 王幸男郵包炸彈事件 (10/10)。。

1977

台灣

1978

台灣

沒收台灣羅馬字聖經 (1 月)。
蔣介石去世 (4/5)，嚴家淦升任總統。
唐山大地震(07 月)。
毛澤東去世(09 月)。

台灣基督教長老教會發表“人權宣言＂(8/16)。
桃園縣長選舉，發生中壢事件 (11/19)。
蔣經國、謝東閔就任第六屆總統、副總統(5/20)。

(中)台美斷交 (12/16)。
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外交正常化 (1/1)。

1979 台灣 美國國會通過、卡特簽署《台灣關係法》(4/10)。
高雄美麗島事件，反對人士多人被捕(12/10)。
林義雄滅門血案 (2/28)。
美麗島事件軍事審判開始 (3/18)。

1980

台灣

1981

台灣 陳文成命案 (7/3)。

1984

台灣

蔣經國再當選第七屆總統 (3/21)、副總統李登輝 (3/22)。
江南-劉宜良在美國被暗殺 (10/16)。

1985

台灣

十信事件 (02/09)。
美國總統雷根要求國民黨政府實施台灣民主化 (8/17)。

1987

台灣

戒嚴令解除，施行國家安全法 (7/15)。
開放大陸探親 (11/2)。

1988

報禁解除 (1/1)。
蔣經國去世 (1/13)。
台灣
李登輝繼位總統 (1/13)。
農民示威遊行（五二０農民運動） (05/20)。

1989

台灣 鄭南榕自焚身亡 (4/7)

1989

中國

胡耀邦去世，學生運動激化(04 月)。

六四天安門事件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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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輝、李元簇就任第八屆總統、副總統 (05/20)
民進黨決議「台灣主權獨立」(10/07)。

1990

台灣

1990

歐洲 蘇聯廢止共產黨一黨專政，戈巴契夫當選第一任總統 (3/15)。

1991

波羅地三國相繼獨立，立陶宛率先於 1990 年 3 月 11 日宣佈「恢
復獨立」，愛沙尼亞和拉托維亞分別於 1991 年 8 月 20 日及 8 月
歐洲
21 日宣佈獨立。
蘇聯解體 (12/26)。

1991

台灣

動員戡亂時期結束 、廢止臨時條款 (05/01)。
第一屆立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全部退職 (12/31)。

1992

台灣

廢止刑法第一百條 (5/15)。
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 (12/19)。

1994

美國眾議院通過「台灣關係法」優先於「八一七公報」修正案
(04/28)。
台灣
台北、高雄市長，台灣省長直接選舉，台北市長陳水扁、高雄市
長吳敦義、台灣省長宋楚瑜 (12/3)。

1995

台灣

1996 台灣

二二八紀念碑落成，李登輝代表政府向受難者遺族謝罪 (2/28)。
李登輝訪問美國母校康奈爾大學並演講 (6/7)。

舉行第一屆直接民選總統，李登輝當選 (3/23)。
李登輝、連戰就任第九任總統、副總統 （05/21)。

1997

台灣 國民大會決議廢台灣省 (7/18)。

1997

中國 鄧小平去世(02 月)。

1999

台灣

2000

台灣 陳水扁、呂秀蓮就任第十任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 (5/20)。

2004

台灣 陳水扁、呂秀蓮就任第十一任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5/20)。

2008 台灣

李登輝發表兩國論 (7/9)。
九二一大地震 (9/21)。

馬英九、蕭萬長就任第十二任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5/20)。
蔡英文就任民進黨第十二任黨主席(5/21)。

全球金融大海嘯。
07.15～07.26 高雄市舉辦第八屆世運會(國際世界運動會)
2009 全球
08.08 莫拉克颱風，有史來最嚴重八八水災，造成小林村滅村
悲劇。

2010 全球 10.25 台灣五都首長上任(高雄、台南、台中、台北、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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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台灣本土文化─海洋文化
《討論一》台灣文化佮中國文化的關係
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主要的一部份）
台灣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一部份
（說明）
台灣文化
主體文化：南島文化
外來文化一：吸收荷蘭、西班牙的歐洲文化
外來文化二：吸收明鄭王國的越族文化（開創性、海洋性）
外來文化三：吸收大清帝國的漢族文化（保守性、大陸性）
外來文化四：吸收日本帝國的東洋文化（建築、公學校教育、現代化）
外來文化五：吸收國民政府的中國文化（中國語文、中國歷史、地理）
外來文化六：吸收美國援助的美國文化（西裝、可樂、麥當勞、7-11、搖滾樂）
台灣文化：主體文化佮外來文化互相透濫、學習、競爭、成長，經過 2000 外年
的文化融合，所形成的文化。：
結論：中國文化無南島文化、荷蘭歐洲文化、日本東洋文化、美國西洋文化等，
所以中國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抑是重要的一部份）

《討論二》啥物是海洋的性格？
俗話說：「大海納百川／海龍王無辭水」
海洋的特性有：
(1)吸收、(2)包容、(3)接納、(4)開放、(4)曠闊、
(5)自由、(6)謙虛(虛懷若谷)、(7)活跳跳(生命力)等。
(8)多元。

主題：台灣誕生沉東京浮臺灣(福建)
☉地球發展史，若以 100 分鐘的影片來呈現。
．一開始出現的是「岩漿」 46 億年前
．第 10 分鐘才出現「海洋」 41 億年前
．第 89 分鐘才看到「陸地」 5 億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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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8 分鐘才看到「古老台灣」 1 億年前
．第 99 分 55 秒才看到「今日台灣」50 萬年前
• 地球：臺灣母親的名
•

地球：46 億年的歷史

•

地球的地殼：5 億年的歷史

•

「地球」46 億年前(誕生)，出現的是地表沸騰的「岩漿」。

•

「地球」41 億年前(5 億歲)，地球因逐漸冷卻而出現「海洋」，地球成為
汪洋一片，看不到任何陸地。

•

「地球」5 億年前(41 億歲)，「陸地(地殼)」才冒出海面，成為地球的一
員。

•

對地球而言，陸地可以浮起，當然陸地也可以下沈。

‧ 沉東京浮臺灣(福建)
•

46 億年前：地球誕生成形

•

5 億年前：地球出現陸地(地殼)

•

1 億年前：古台灣島第一次浮出水面

•

8,000 萬年前：古台灣島第二次浮出水面

•

6,500 萬年前：古台灣島第三次浮出水面

•

1 千萬年前：古台灣島第四次浮出水面

•

600 萬年前：發生「蓬萊造山」運動。形成「火山島鍊」。

• 台灣拉鍊─花東縱谷
•

300 萬年前：今台灣島面貌的初胚(雛型)完成。此時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
各自獨立。

•

130 萬年前：台灣進入「冰河時期」。

•

50 萬年前：板塊再度擠壓，促成「海岸山脈」佮「台灣本島」併為一體，
與「中央山脈」相連，留下一道「花東緃谷」
，今日台灣的面貌於焉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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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山脈屬菲律賓海板塊

•

台灣本島(中央山脈)屬歐亞大陸板塊

台灣過新年
☉沉海說─年獸說
臺灣過年的由來，是源自「沉海」的傳說。
中國過年的由來，是起源「年獸」的傳說。
過新年
正月新春過新年，家家戶戶貼春聯，
圍爐攑香拜祖先，祈求平安閣團圓，
親情朋友來拜年，恭喜恭喜笑微微，
囡仔提著硩年錢，歡歡喜喜到明年。
‧ 燈猴：古早時代無電火，家家戶戶使用油燈，民間傳說管油燈的神明叫「燈
猴」。
‧ 民間傳說，佛廳紅架桌頂的燈猴(燭臺)自認為規年迵天替台灣人照光，功
勞較大天，但民眾逐年祭拜的時攏無共看在眼內，家己干焦徛佇紅架桌
頂，目睭金金看其他眾神享受信徒民眾的祭品，怯恨在心。
‧ 燈猴揣機會向玉皇大帝奏歹話，指控台灣人民忘恩負義毋知感恩。
‧ 玉帝聽著片面之辭，一時憤怒，按算欲處罰台灣民眾，決定佇廿九暝過暝
後欲共台灣島沉落海底。
‧ 灶君（祭拜灶神準備紅豆甜湯，回天庭說好話）速速落凡間通知台灣鄉親
這項歹消息，另外私下懇請觀世音菩薩向玉帝求情。
‧ 百姓知影台灣島隨時會毀滅，就佇沉島進前將厝內所服祀的神明送回天
庭，以免眾神遭受連累，這是廿四送神的由來。
‧ 到了廿九暝彼工，家家戶戶就刣雞、刣鴨祭拜以告別祖先，紲落共雞鴨祭
品做一番料理，規家伙仔食最後的暗頓，這就是祭祖、圍爐的由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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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頓食了，厝內序大將所有錢銀分予厝內大細漢囡仔，這是「硩年錢」(壓
歲錢)之由來。
‧ 廿九暝彼暗規家伙仔毋敢睏，目睭金金聽候台灣島沉落海中，共赴黃泉，
這是「守歲」由來。
‧ 到了半暝台灣島並無沉落海底，原來是觀世音菩薩向玉帝求情開赦，免除
台灣島沈海，所以家家戶戶放炮慶祝。
‧ 一直到天光猶原平安無代誌，百姓足歡喜，出門拄著人喝「恭喜」慶祝重
生。
‧ 有的鄉親相招到寺廟拜拜，感謝神明保庇，這是初一「行春」「拜神明」
風俗的由來。
‧ 初二透早出嫁的查某囝趕路轉去後頭厝探望爸母有平安無，這是「轉外家」
風俗的由來。
‧ 到初四台灣人確定島嶼安全，所以將眾神迎接厝內祭拜服祀，這是「初四
接神」民俗的由來。
‧ 初五所有的慶祝活動都告一段落。初六民眾開始挑水肥灌溉，恢復正常的
穡頭工課，這是「初五隔開、初六舀肥」之由來。

主題：海洋台灣
多族群．多語言．多樣化
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平埔媽)
有平埔公無唐山媽(平埔媽)
有紅毛公無唐山媽(平埔媽)
14

15

•

噶瑪蘭(Kavalan)：花蓮、宜蘭

•

凱達格蘭(Ketagalan)：台北縣市、基隆市、桃園縣。(雷朗 luilang)

•

道卡斯(Taokas)：新竹、苗栗及台中縣西北角地區

•

拍瀑拉(Papola)；台中縣的海岸平原

•

巴則海(Pazeh)：豐原、潭子、神岡、后里、石岡、東勢、新社、埔里。

•

貓霧捒／巴布薩(Baouza)：大肚溪以南濁水溪以北

•

宏安雅(Hoanya)：雲林、嘉義。

•

西拉雅(Siraya)：台南、高雄、屏東。

西拉雅平埔族：(1)西拉雅本族、(2)大武壠群社、(3)馬卡道群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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