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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陳⾱仲

        本⽉的主題為「⽂化」，先後以愚⼈節以及清明節作為本系刊的
主軸，並透過本⼟傳說故事來講述清明節的歷史與背景。對⼀個族群
來說，⽂化不緊緊讓數個世代有連結的管道，世代承襲的儀式也讓我
們更能夠了解先祖的⽣活背景與認同理念。


          或許，有⼈覺得⽂化只圍繞在節⽇上，⽽我卻覺得，⽂化都藏⾝
在詩的字裡⾏間。


        「⽂化，令⼈赴湯蹈火」。


          中國有時透過詩歌傳遞⽂化鏈結，使我們可以得知某些⽂⼈的⽣
命丰采。這些⽂⼈或許官場失意，但⽣活灑脫。他們將所有的真摯注
入在詩歌裡，使後⼈能夠感受並起敬畏。還記得《蘭亭集序》裡「不
能喻之於懷」的亂世末年嗎？還記得《江城⼦》中「⼗年⽣死兩茫茫」
的痛徹⼼扉嗎？


          接著，本篇系刊會有其他更多精彩的介紹等你們⼀探究竟。


⚠ 現在為疫情非常時期！出⾨要記得戴⼝罩哦！



 

⽂化訪談—陳韻如教授曾留學阿根廷

◆當社會價值觀與傳統⽂化出現衝突 

          三峽的傳統⽂化習俗—賽豬公，以養肥⼤豬公來敬畏神明，但
如今出現了動保團體的抗議，認為養豬公的⽅式並不⼈道，教授對
於這樣的事件的看法為何？延續傳統⽂化是必要的，可以藉由不同
的⽅式去進⾏，可以有神豬的存在，但不是以⽬前的⽅式飼養，除
去不⼈道的⽅式，就好比原住⺠的刺猴祭習俗，以草猴代替真正的
猴⼦。


◆ 當傳統⽂化祭典帶動了商機，成為商⼈賺錢⼯具，是否扭
曲了⽂化本質？ 

          如今任何⽂化活動皆需要經費，背後當然需要有資源來源、經
濟交易以助於組織整個活動，任何⾏為都需要有經濟基礎，能因著
⽂化促進經濟，都是在可接受的範圍，但若是過度消費、利⽤則另
當別論。




◆ 阿根廷在地⽂化分享 
        《花⾞遊⾏》、《潑⽔節》，區域性⽂化習俗。類似於當地的
狂歡節，與宗教有關，各地慶祝⽅式不同，吸引⺠眾共襄盛舉。


◆ ⽂化衝突（差異）的部分 
         ⼈與⼈肢體接觸，在阿根廷的社交距離較近，在台灣相對較
遠。



愚⼈節與組織社會學
作者：徐⼦翔


           4 ⽉1 ⽇是愚⼈節 ， 在這⼀天 ， 會出現很多惡作劇或是玩笑，
甚⾄有些⼈會在這⼀天或下⼀些賭注或是去做⼀些不敢做得事，反
正失敗了也能利⽤愚⼈節當藉⼝，just kidding！但其實這個節⽇與
科層體制是有關係的喔。

          或許⼤家都喜歡這個
節⽇，卻沒有思考過這個
節⽇的由來，這個節⽇的
由來有蠻多種版本，但都
可以追朔到非常早期的時
候，其中得⼀個就跟資訊
傳播是有關係的。中古歐
洲所⽤得曆法是來⾃古羅
⾺時期凱薩⼤帝所創的儒
略曆（Julian Calendar）， ⽽儒略曆的過年時間點是落在每年的 4
⽉1⽇，然⽽這個曆法的誤差相較現在使⽤的格（Gregorian calen-
dar）   每3030年會出現⼀天的誤差 ， 儒略曆每128年就會出現⼀天
的誤差相較於此就顯得遜⾊許多 ， 也因此教宗決定將每年的新年改
成1⽉1⽇，但在那個整個歐陸世界幾乎都被基督教掌控的環境下，
因此曆法更改的消息也很難被傳遞給所有⼈了解與週知 ， 也因此有
些⼈仍然在慶祝4⽉1⽇的新年時，就會取笑這些⼈是「四⽉的蠢蛋
（April Fools）」，   從此以後， 每年到了4⽉1⽇時就會有⼈拿這些
⼈出來調侃，因此約定俗成了愚⼈節。




 

          不過從愚⼈節的由來，我們可以推論出基督教組織在傳遞曆法
更改上，出現了「傳播失靈」，所謂的傳播失靈，是指特定社會系
統下由於結構性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資訊缺乏、失真或扭曲，進⽽導
致資訊溝通不暢、資源配置無效率或組織治理出現困境的狀況。⽽
傳播失靈很有可能會導致政府失靈或是市場失靈，就現代組織社會
學的觀點來說，當代政府組織多半都是以⾱伯（Max Weber）的科
層組織為主流，雖然科層組織保證了組織的效率，但在由上⽽下的
層級制科層組織當中，資訊往往被曲解，也使得傳播失靈成為科層
體制的內在特徵，尤其是在科層組織龐⼤且權⼒集中的社會主義國
家更是可能發⽣，由這個觀點去回觀過去中古歐洲的基督教會，基
督教會雖然與社會主義無關，但以羅⾺教廷為中⼼且教會組織遍及
全歐洲的基督教會來說，其組織組成以及權⼒分布都與科層體制以
及集權中⼼的權⼒結構⼗分相似，也因此當教廷中央要更改曆時，
就發⽣有市⺠不知道曆法更改⽽慶祝了錯誤的⽇期所形成的笑話。

          在現代社會來說，或許愚⼈節就只是⼀個利⽤惡作劇或是笑話
拼湊⽽成的節⽇，但細究其原因，或許就能知道這個節⽇是跟科層
體制當中的盲點是有關係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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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清明節⽂化

作者：許惠婷


          對於祭祀祖先會因為各個
國家⽂化背景及宗教信仰的差
異⽽有所不同，像是⽇本的盂
蘭盆節，會將先祖們的靈魂迎
接到⾃⼰的家中，供奉他們表
⽰感謝；法國的萬靈節，這⼀
天他們會去墓碑獻鮮花，紀念
已故的親⼈⋯⋯等，⽽台灣的
則是清明節。


          當提到清明節時你會想到什麼？我想 廣為⼈知的就是掃墓。
⽽⼜有多少⼈知道掃墓的由來？相傳在秦朝末年，漢⾼祖劉邦取得
天下，光榮返回故鄉的時候，想去祭拜⽗⺟親的墳墓，卻因為連年
的戰爭，使墳墓長滿雜草，⽽無法辨認碑上的⽂字。雖然部下幫他
找遍所有的墓碑，但還是沒找到他⽗⺟的墳墓。 後劉邦從衣袖裡
拿出⼀張紙，⽤⼿撕成許多⼩碎片，然後說：「我把這些⼩紙片拋
向空中，如果紙片落在⼀個地⽅，風都吹不動，就是爹娘的墳墓。

」說完劉邦把紙片向空中拋，真的有⼀片紙片落在⼀座墳墓上，不
論風怎麼吹都吹不動，劉邦跑過去仔細看模糊的墓碑，果然看到他
⽗⺟的名字。劉邦⾺上請⼈整修⽗⺟親的墓，並⽽後的每年清明節
都到⽗⺟墳上祭拜。後來⺠間的百姓，也和劉邦⼀樣每年的清明節
都到祖先的墳墓祭拜，並且⽤⼩⼟塊壓幾張紙片在墳上，表⽰這座
墳墓是有⼈祭掃的。⽽「清明」 早只是⼀種節氣的名稱，其會變
成紀念祖先的節⽇與寒食節也有相當⼤的關係。傳統上寒食節、上



⺒節與清明節相距甚近，清明本來沒有太多的⽂化內涵，後來清明
吸收了寒食及上⺒的風俗儀式，三個節⽇結合⽽成為現今耳熟能詳
的清明節。這也使清明從原本⼀個單純的農業節氣轉⽽為中國傳統
四⼤節⽇之⼀。

        「慎終追遠」  是清明節所要傳達的⽂化精神 ， 因為受到傳統⽂
化的洗禮，我們極其重視家族、祖先，在清明節這天，我們會⿑聚
⼀堂緬懷已故的祖先，保持對先⼈的尊敬及感恩之⼼，從⽽增進了
我們的認同感及凝聚⼒。我們透過追思上了⼀堂⽣命倫理教育，學
習懷著虔敬的⼼感恩祖先所傳承下來的功業。

          不過隨著時代的演進，傳統社會的⼀些祭祀⽅式⾯臨著調整與
更新，像是近年環保意識逐漸⾼漲，開始避免燒⾦紙這種會汙染環
境的傳統禮俗，但隨著科技⽇新⽉異，網路技術在⼀定程度上彌補
了這項缺憾，⼈們開始會再網上虛擬祭祀來滿⾜情感的需求，這也
為那些旅居國外⼯作學習，無法及時回到家鄉祭拜的⼈提供了新的
途徑。或許有些⼈會認為這樣就失去清明節原本的傳統意義，但其
實這些外在形式不是 重要的，重要的是內⼼對於祖先的那份感恩
及敬畏之情。



 

北⼤美食—古都燒⾁飯

作者:黃極


簡評:

          這家屬於便當店類型是北⼤附近第⼀推薦！⼝味是中上⽔準  （有
些朋友覺得稍嫌油膩）， ⽽且價格非常符合學⽣的需求 。 ⼜⼤⼜厚的
碳烤雞排，四樣實在的配菜，只要85元，CP值絕對滿分。更讚的是，
⼀般便當店都有附湯 ， 但是都非常隨意   （根本只喝到⽔跟幾片紫菜 ！
氣噗噗！  ），古都的湯卻是滿滿的料 ！ （有時候是酸辣豬⾎湯或味噌


！真的太爽啦～）⼝說無憑，去試試看就知道啦！


🍱推薦餐點: 古香燒⾁飯$70/碳烤雞排飯$85


Tips:1.內⽤可加半碗或⼀碗⽩飯，通通免錢喔! 
Tips:2.晚餐通常營業到7點就會賣完!

🍙 位置:三峽區三樹路203號 
             (正⾨出去第⼆條⼤德路右轉到底) 

🍙 評分:⼝味  🌕 🌕 🌕 🌕 🌗  
             CP值   🌕 🌕 🌕 🌕 🌕   
             環境  🌕 🌕 🌕 🌕 🌕  
🍙 優點:價格親⺠，份量爆表，味道不錯 
🍙 缺點:內⽤座位有限、營業時間較短 



 

⺟語⼩辭典—台語vs客語

〈清明節〉 

｜臺｜

清明節

🗣  tshing-bîng-tseh/

      tshinn-miâ-tsueh


踏青節

🗣  tap̍－tshing－tsiat


｜客｜

清明

🗣  qiangˊ miangˇ（四縣）

🗣  ciangˋ miang（海陸）


〈掃墓〉 

｜臺｜

掃墓

🗣  sàu-bōng／sàu-bōo


挂紙

🗣  kuì-tsuá


｜客｜

掛紙

🗣  gua ziiˋ（四縣） 

🗣  guaˇ zhiˊ（海陸）


〈例：你清明節要去掃墓嗎？〉 

｜臺｜

你清明節敢欲去掃墓？

🗣  lí tshing-bîng-tseh／tshinn-miâ-   

       tsueh kám beh khì sàu-bōng／

       sàu-bōo?


｜客｜你清明愛去掛紙無？

🗣  ngˇqiangˊ miangˇ oi hi gua ziiˋ   

       moˇ（四縣）

🗣  ngi ciangˋ miang oiˇ hiˇguaˇ zhiˊ 

       mo（海陸）




COMING SOON

🔍社學營 

   🔍班際盃

敬請期待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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