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竈神信仰的衛生教育意涵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摘要：竈神信仰的神道設教思想，是民間善書的重要內涵之一。筆者收存竈神信仰善書

三種：《司命竈君寶卷》、《司命寶訓》、《東廚司命真經》，均為篇幅極薄的小冊子，其著

造年代均為民國之前。本文簡析竈神信仰所衍生的廚房禁忌，認為這些禁忌可視為昔時

之廚房衛生公約，具有衛生教育意涵。 

 

關鍵詞：竈神信仰、善書、廚房禁忌、廚房衛生、衛生教育。 

 

 

一、前言 

我國竈神信仰由來已久。有關竈神察人功過的觀念，首見於鄭玄《禮記‧祭法》注：

七祀之神（包括竈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也。」說明至少在東漢時，竈神察人

功過的觀念已普遍流傳。到了東晉，葛洪在《抱朴子‧微旨》中，更作進一步延伸：「月

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一百日

也。」說明至少在東晉時，竈神的「司命」神格已建構成熟。 

竈神信仰的神道設教思想，是善書的重要內涵之一。善書的定義各家不一，鄭志明

認為，善書是「通俗性社會教育的教科書」。1專屬竈神信仰的善書，筆者收存《司命竈

君寶卷》、《司命寶訓》、《東廚司命真經》等三種。前兩者為極薄的小冊子，後者通常與

《太陽真經》、《太陰真經》等合輯。這些善書，庶民大眾每每視之為宗教性寶典，書中

所闡明的德目和禁忌，曾經對黎民百姓發生深刻影響。本文簡析上列三書廚房禁忌，認

為這些禁忌具有衛生教育意涵。 

 

二、《司命竈君寶卷》 

《司命竈君寶卷》，簡作《竈君寶卷》，翻印本卷首印有「歡迎翻印」及「竈君勸人

立願改惡從善消災減劫之法，各家宜置一編睦常講說，如能信守奉行，則臣忠子孝，國

泰民安，所作皆成，無願不遂。是書如自己不能講誦，即轉送他人，切勿束置高閣，致

於神譴。」歡迎翻（捐）印及請求轉送其他善信，是善書的重要屬性之一。正文先敘述

竈君來歷，再鋪陳受命為竈君的經過： 

                                                 
張之傑，字百器，作家，本會發起人，業餘研究科學史、科普、民間宗教、民間文學等。電郵：

zjzhang@seed.net.tw 

 

本文摘錄作者論文〈善書與醫療衛生〉第一節「竈神信仰與廚房衛生」，略加增刪損益而成，該

文刊《思與言》第 30卷第 4期，1992年 12月。 

 
1
 鄭志明《中國善書與宗教》自序，學生書局，198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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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說乾坤既定，彊域以分，人事繁雜，善惡紛呈，天神地祇，查察難周。爾時有一

真人，名曰妙行，敬奏玉帝：「下界人煙幅湊，善惡多端，諸神難於考察。南方崑崙山，

有一神人，姓張名單，坐在火石上，修練已久，靈通廣大，變化無窮，何不勅召下降，

使掌人間煙火，稽查一家善惡。」玉帝准奏，即敕真符召見……「竈君承旨，變化無窮，

做了各家竈神。玉帝大喜，因問用何治法，竈君手捧奏摺一本，呈上奏曰：「臣於接旨

之時，即在山中，敬擬禁約十二條，敬呈御鑒，是否有當，伏乞批示遵行。」 

 

這十二條禁約，就是竈神信仰的十二項德目，謹臚列於後： 

 

第一：一禁約，怨寒暑，呵風駡雨。天與神，地與祗，禮敬宜誠。 

第二：一禁約，逆父母，不敬翁姑。兄與弟，夫與婦，俱宜和睦。 

第三：一禁約，虐子女，打駡婢妾。待媳婦，待卑幼，當言慈心。 

第四：一禁約，輕尊長，不祀先靈。妯與娌，姊與妹，宜有恩情。 

第五：一禁約，敲鍋竈，擲毀器皿。遇米穀，見字紙，敬惜宜勤。 

第六：一禁約，貪口腹，妄殺生命。牛與犬，雁與鱧，永勿煮烹。 

第七：一禁約，露身體，歌唱哭泣。廚房中，新產婦，更宜迴避。 

第八：一禁約，提尿屎，竈前打駡。廚竈下，小孩童，不宜放置。 

第九：一禁約，毛與骨，入竈焚燒。穢柴草，亂頭髮，俱宜撿棄。 

第十：一禁約，豬圈廁，逼近廚房。臭穢氣，能除盡，神明歡喜。 

第十一：一禁約，踏竈門，廚中纏腳。穢鞋襪，溼衣衫，勿烘竈裡。 

第十二：一禁約，廚竈上，夜放物件。飯畢後，收拾淨，焚香敬禮。 

 

因為烹飪之事大都由女子為之，所以這十二條禁約的勸化對象以女子為主。第一至

第六條，偏重婦女人際關係與倫理教化；第七至第十二條，可說是廚房禮儀，或廚房衛

生守則，試以衛生教育的角度，分析於後： 

第七條禁約在教化婦女不可在竈前赤身露體、歌唱哭泣，亦禁止產婦在廚房中出

入。廚房溫度較高，如赤身體露，既不雅觀，又容易感冒，並容易被沸油濺傷。禁止婦

女在廚房唱歌、哭泣，可解釋為情緒過於激動時，不宜下廚烹飪，以免廚藝失誤，或因

心神不集中而誤傷自己。產婦禁止下廚，可解釋為產婦惡露未止，近竈將褻瀆神明；亦

可解釋為產婦體弱，不宜下廚勞作。 

第八條禁約在教化婦女不可將屎尿提入廚房，不可在竈前打罵孩童，亦不可將孩童

放置竈下。屎尿等穢物不但惡鼻薰人，也容易經由接觸將其中的病原體感染食品，故禁

止入廚。禁止在竈前打駡孩童，是因為廚房中有鍋鏟、菜刀等器具，如一時失手，將釀

成大禍。再者，飯前打駡孩童，會影響母親與子女的情緒，有礙消化。不可將孩童放置

竈下，是因為害怕為火所傷，或為失手掉落的刀、鏟等器物所傷。 

第九條禁約在教化婦女不可將毛骨、穢草、亂髮入竈焚燒。毛骨、穢草、亂髮入火

都會產生異味，不但會薰染食物，也將影響操廚者健康。 

第十條禁約在教化婦女（及家人）不可將豬圈、廁所設於廚房近處，以維護廚房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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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舊時農家大多養豬，廁所常與豬圈為鄰。為使廚房遠離豬圈、廁所，故有此項禁約。 

第十一條禁約在教化婦女不可腳踏竈門，不可在廚房纏腳，不可在竈上烘烤鞋襪、

濕衣。腳踏竈門既不雅觀，又容易摔傷，導致危險（特別是懷孕時）。廚中纏腳有礙衛

生；在竈上烘烤鞋襪衣物，會產生異味。 

第十二條禁約在教化婦女不可於夜間在廚竈上放置物件，吃過飯後應將廚房收拾乾

淨。廚竈上堆置物件，易遭蟑螂、老鼠破壞、污染，所以必須洗刷乾淨，歸還原位。 

上述六條禁約，可說是利用神道設教所訂定的廚房衛生守則。在竈神信仰深入人心

的傳統社會，這六條守則在衛生教育上的社會功能不可等閒視之。 

 

三、《司命寶訓》 

《司命寶訓》翻印本卷首印有「羊城學院衙對門廣文堂藏版」及「如不喜看，轉送

他人，祈勿褻瀆，敬惜字紙，功德無量。」內容共分八章，係竈神假一童子之手著造而

成，依次為敬天奉神、奉祖孝親、和睦六親、敬惜五穀、痛惜生靈、戒食牛犬、敬惜書

字、教訓婦女。在〈教訓婦女章〉，也有和十二禁約意義相類似的文字，謹將此章前段

抄錄於後： 

 

閱此章言難淺迅，仔細看大益身心。凡家長隨時看念，婦女們細聽分明。廚房中宜

當潔淨，上下竈手勢宜輕。第一件米穀當惜，米乃是養命之根。愛惜他神天感應，衣食

是家道咸亨。風雨多切莫抱怨，風雨過都是有神。兒童們未知天性，敲鍋竈唱喊連聲。

切不可佯裝不曉，欺貌吾罪於大人。與小兒或提屎尿，切不可竈前就傾。吾受觸災禍難

治，遭病苦服藥不靈。或小子廚中使性，切不可咒駡恨嗔。常言道父母口驗，受口毒疾

病纏身。廚房中不宜纏腳，最忌的露體赤身。穢污衣鞋襪等件，竈前烤冒瀆吾神。造飲

食柴草要潔，雞毛髮獸骨合薪。鵲蜂巢牀草穢物，切不可撩進竈門。廚房中進出恭敬，

勿喧嘩歌哭乖音。… 

 

《司命寶訓》正文結後，附有附錄數則，其中《竈前禁忌十二條》，與《竈君寶卷》

之十二禁約大致相同，其文曰： 

 

一、 禁不敬天地神祇，呵風駡雨，毀謗神靈。 

一、 禁不奉祀宗祖先靈，不孝父母敬公（翁）姑。  

一、禁不敬叔伯六親，鄉里不和兄弟不睦。 

一、禁不念五穀養命，任意拋撒穢污遭賤。 

一、禁妄貪口腹，恣殺生靈，即當養祭宰殺，亦勿對竈前。 

一、禁廚中笑語、歌唱、啼哭、怨恨，赤身露體進入廚中。 

一、禁小子（入）廚中，提屎尿，咒駡屈打。 

一、禁牛犬野物之肉，不許入廚烹煮。 

一、禁字書、雞毛、獸骨、破履、敝帚、頭髮，一切穢柴不得入竈焚燒。 

一、禁婦女廚中梳頭、纏腳，竈前開懷乳子，竈門烘腳或以腳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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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穢污衣服鞋襪，不許竈門烘炕（烤）。 

一、禁飯畢，（不）即將竈上、廚前、竈後灑掃清潔。 

 

同書另有〈補錄宜忌各條〉，抄錄於後： 

 

一、禁廚後安竈，井竈相對。 

一、戒殺以養慈心，勿以一切活物下鍋。 

一、鍋內每夜須注清水。 

一、禁竈內燃火燒香。 

一、禁近竈行淫，越竈取物。 

一、禁火鉗、筷子、刷帚敲竈、棍拍、刀剁、竈上於物過夜。 

一、禁水桶、腳盆等上竈，鍋內洗手。 

一、禁女側坐燒火，不可兩腳叉對竈門，產婦月內勿祀竈。 

一、禁糞箕掫竈灰，舊衣作拭布。 

一、禁雞犬宿竈前。 

 

上列禁忌仍大多與廚房衛生有關。 

 

四、《東廚司命真經》 

《東廚司命真經》有些翻刻本作《竈王真經》，含《司命寶誥志心皈依禮》、《竈王

神經》、《竈君降筆文》等部份，其中《竈王神經》的意義和上述禁約相同。經曰： 

 

竈王菩薩竈神經，竈神原來在天庭。 

只因人世心改變，玉帝差我下凡塵。 

親身下降察善惡，看民回心不回心。 

竈神本是一家主，莫把菩薩看得輕。 

竈王府中親察照，善善惡惡看得清。 

有等不賢潑婦女，全不把我放在心。 

竈上堆得不成樣，鞋襪於在上面存。 

主家之人不管說，穢物廚中周意烹。 

不論大小衣物等，滿竈薰得惡霧行。 

不管潔淨不潔淨，輕慢神靈罪不輕。 

牛犬畜肉放竈上，你看欺心不欺心？ 

守住竈前把人駡，哭得吾神不安寧。 

掃把打竈有大過，坐竈之人罪不輕。 

殺雞竈上來砍剁，哪有這樣膽大人？ 

年頭月尾不打掃，灰塵霧住吾的身。 

這樣把神來輕慢，可恨凡民太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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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 10頌，略） 

 

上述「經」文鄉土味十足，將不肖婦女在廚房中的情緒、行為寫得生動鮮活，堪稱

民間文學佳構。但在衛生教育上，也是上佳的宣導教材。在絕大多數婦女都不識字的傳

統農村社會，這種歌謠體善書，易學易記，浸染既久，就成為牢不可破的道德規範。 

 

五、結語 

竈神信仰所衍生的廚房禁忌，可視為昔時之廚房衛生公約，具有衛生教育意義。教

育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人類的各種需要可劃分為五個層次，依次為：生理的需要、安

全的需要、愛與隸屬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及自我實現的需要。下層需要滿足後，才能產

生上一層的需要。以神道設教，趨吉避凶，滿足安全上的需要，與衛生教育上的學習與

行為改變的理論隱然相合。2
 

《司命寶訓》等三書的著造年代，都在民國之前。《司命寶訓》原名《敬竈章》，重

刻本有〈敬竈章原序〉，後署「道光二十年歲在庚子五月定遠縣國學黃新魁謹序」，可知

著造年代為道光二十年（1840）。《司命東廚真經》的著造年代已不可考，翻印本文末有

「九天東廚司命竈王府君於同治十年九月二十五日臨壇校正經文」字樣，可見在同治十

年（1871）已有經文行世。《竈君寶卷》的著造年代更不可考，中央研究院藏本題有「光

緒十年孟冬新鐫」3，可見此書至遲為清末產物。 

從《東廚司命真經》、《司令寶訓》及《司命竈君寶卷》這三部善書中，隱約可以看

出廚房禁忌的發展次第。廚房禁忌最早見於《太上感應篇》，但只有不可「對竈吟詠及

哭」和「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兩則。《太上感應篇》約作於南宋初年4，善書中的種

種德目，大多可見於此。從前引十二項禁忌來看，《東廚司命真經》尚未歸納為條文，

在三部竈神善書中，成書年代可能最早。《司命寶訓》已歸納為條文，但長短不一，尚

未定型。《司命竈君寶卷》最為嚴整，其成書可能最晚。 

復次，在《司命寶訓》中，對十二項禁忌僅稱為「竈前禁忌十二條」，其產生方式

並無說明；在《司命竈君寶卷》中，則稱為「禁約」，並言明係竈君所擬，「玉帝覽畢，

大喜曰：『准卿所奏，可將此十二條禁約，頒示人間，照律制施行…』」，既為玉帝所頒

布，其權威性不容置疑。因此，《竈君寶卷》之十二條禁約，可視為廚房禁忌的終極形

式。但對民間來說，這些禁忌早已深入人心，成為生活的一部份，是否訂定為嚴整條文，

並無關宏旨。 

 

主要參考文獻 

《司命竈君寶卷》，民間翻印本。 

《司命寶訓》，民間翻印本。 

《東廚司命真經》，民間翻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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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志明〈竈君寶卷中的竈神信仰〉，《中國善書與宗教》學生書局，頁 162。1987 年。 

4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國書刊行會，第四章。1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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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alth Education Implications of the Chinese 

Kitchen God Faith 

 

Zhang Zhijie 

（Member of CAHS）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Kitchen God faith is one of the connotations of shan-shu (folk 

"urge-to-do-good" books). The author collects 3 booklets about Chinese Kitchen God faith, all 

written before 1912. In this paper, we try to analyze the kitchen taboos of Chinese Kitchen 

God faith according to those 3 booklets. We find out that having profound health education 

significance, these taboos can be seen as the kitchen hygienic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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