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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論文目的主要是以新竹縣竹東鎮為例收集客家米粄食品應用於祭祀供品

之資料，並進一步探討客家祭祀文化與米粄祭祀供品的意涵，以及客家米

粄製作的沿革，並且闡述於多元飲食文化衝擊下客家米粄飲食文化之傳承

與沒落。 研究方法訪談八位耆老以田野調查訪談之口語化萃取資料為主，

輔以蒐集探討非口語之文獻資料，親身參與觀察當地客家歲時節慶祭典活

動以為佐證，我們彙整了客家米粄製品及客家民族中普遍存在之神靈信仰

之相關資料，並且探討客家米粄與神靈祭祀的相關性。 從我們的研究歸納

整理出客家米粄的意涵蓋了：歲時節慶家族情感的聯繫、對天地鬼神及祖

先最崇敬之意，以及隱藏著客家人對傳統文化與先人的懷念。客家米粄的

文化主要起源於靠山且刻苦的居住環境所養成之節儉以及農忙與休閒之點

心習慣，客家米粄應用於新生兒出生、節氣年節慶典、生日祈福、婚喪嫁

娶、寺廟祭拜等宗教活動時，不同節氣與不同祈福祭拜場合皆有不同的米

粄扮演主要角色，而這些米粄也有著各自象徵的特殊意義。然而隨著時代

的變遷，年輕族群對於接受客家傳統米粄的喜好與意願逐漸降低，客家米

粄製作正面臨著技藝傳承的困境。  

摘

要

(英) 

In this thesis, our goal is collecting data of significant data of variety of Hakka’s 

rice foods and how them being used in worshipping for specific religious beliefs. 

We further discuss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Hakka’s rice foods and religious 

beliefs, evolution of producing procedures of rice foods,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cline under the impact of multi-dimensional diet culture. The methodologies are 

mainly by knowledge extracted from oral data obtained from field investigations of 

eight grand old men, assisted with data from mining literatures. And the researcher 

participated the local religious activities to verify these obtained data. We collected 

variety data of Hakka’s rice foods and general religious beliefs in Hakka 

population, and we also discussed how these rice foods have relations with religious 

worshipping. From our research results, the meanings of Hakka’s rice foods covers 

emotion relation between families, respect to ghosts, gods and ancestors, the 

memor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cestors. The specific culture of Hakka’s rice 

foods originated from the living environment near a mountain, frugal customs and 

snacks for busy seasons for farmer. These rice foods can be used to celebration for 

newborn, birthday, solar term celebration and etc. The rice foods play different role 

and stand for specific meanings as them being used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However, 

with the change of time, the Hakka young people no longer favored traditional rice 

foods, the inheritance of Hakka rice foods faces with great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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