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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海：中國廣西靖西壯族末婆（meh moed）的 

儀式吟唱與宇宙觀 

 
 

 

 

 

〔摘要〕 

 

本文對中國廣西靖西壯族末婆(meh moed)在儀式旅程中，所經過的四種海之描

述，展現出「過海」對壯族個人、社會與儀式專家團體的延續，所扮演的關鍵作用，

以及相對應的宇宙觀，甚至歷史背景。這四種海，分別是龍花海(Haij Lungz Va)、

                                                      
這篇論文發表在shaman (2011第19卷第1,2期)上，原名為Crossing the Seas: Tai Shamanic 

Chanting and its Cosmology的文章。得到該期刊主編的同意改寫成中文並在台灣發表。這篇文

章原來是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人員胡台麗與劉璧榛的邀請下，於 2010 年 11 月

26-28 日，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的「巫師吟唱與象徵再現」國際研討會上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amanic Chants an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所發表的論文。感謝

她們的邀請，讓筆者有機會把這個一直有興趣進一步探究，但一直沒有深入的題目完成。感

謝筆者的評論人魏捷茲給筆者意見，讓筆者把會議論文初稿修改成期刊論文出版。文中壯文

的拼寫與壯語的翻譯有賴鄭淑珍與廖漢波的協助，沒有他們的幫忙，筆者無法更進一步且正

確地理解壯語儀式唱詞。陸曉芹一直是筆者在廣西靖西跑田野時的好姐妹與夥伴，2010 年她

陪伴筆者回訪從1998年以來，筆者曾經住過的幾個壯族家庭與來往較密切的儀式專家，讓筆

者有機會可以更深入的訪問一些跟這篇文章相關的問題。2012與2013年夏天，陸曉芹與筆者

也一起到廣西那坡縣就男性儀式專家爸成七月十五日的儀式進行記錄。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是要感謝所有耐心跟筆者解釋儀式過程與唱詞的專家們。這篇文章若能增加筆者們對壯族宗

教文化的理解，都要歸功於上述的前輩與朋友們，若有任何錯誤則是本人要負全部的責任。

關於壯語（這裡指的是德靖土語）的拼寫系統，請見筆者博士論文中的附錄(Kao 2010)，或者

廖漢波（2009）的文章。文中的拉丁字母拼寫均是壯文拼寫，筆者並不在每個拼寫後做任何

標示。除了第一調不標示外，其他幾個符號 z、j、x、s、 h、r為調號，均不發音，另外以每

個音節為單位標音。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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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中海(Haij Taem Gyang)、花王海(Haij Yah Va)與祖師海(Haij Zoj Slay)。對

末婆來說，過海一方面是展示其儀式能力，另一方面也是加強其法力。對壯族整體

社會來說，過龍花海、湖中海與花王海，能確保壯族個人生命的延續與順利地傳承，

過祖師海是確保儀式專家團體的法力可以強化與延續。在分析為什麼是用漢借詞

「海」隱喻著危險的空間，或可以獲得威力或法力的地方，筆者建議要思考整個區

域的歷史，才能獲致對壯族儀式吟唱更全面的理解。 

 

〔關鍵字〕：末婆(meh moed)、宇宙觀、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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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 the Seas: Mehmoed’s Chanting in Jingxi, 

Guangxi, China and its Cosmology 

 

Kao Ya-ni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four seas that are traversed by memoed (female ritual specialists) 

during rituals among the Zhuang in Jingxi, Guanxi, China. It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crossing seas” to Zhuang individuals, Zhuang society, and Zhuang ritual 

specialists. At the same time, it discusses how “crossing seas” plays contributes to the 

continuity of the Zhuang people as a group, and represents important parts of their 

cosmology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four seas are Haij  Lungz  Va, 

Haij  Taem  Gyang,  Haij  Yah  Va, and  Haij Zoi  Slay. For memoed, crossing seas 

demonstrates their ritual ability and is a means to strengthen their powers. For Zhuang 

society, the first three seas serve the role of guaranteeing safety through transitions and the 

continuity of the Zhuang people. The fourth sea is where the power of ritual specialists is 

strengthened and renewed. In analyzing the choice to use the borrowed Han Chinese term 

“hai” (sea) as a metaphor for a dangerous place or a place where one can gain strength and 

power, I argue one must consider the context of the area’s history before we can have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Zhuang ritual chanting. 

 

Keyword:female ritual specialist (meh moed), cosmology, crossing the 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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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一個夏天的深夜，在中越邊境壯族聚居的小山

村，兩位末婆與一幫道公班子，在農姓人家的干欄房內進行

「殺豬祭祖」的儀式。1道公班子在臨時設立於屋中正堂裡的

儀式神台前，念誦著中文書寫的經書；兩位末婆，坐在正堂

後面空間裡安置象徵馬鞍的坐墊上，進行著儀式性的旅行。

到了清晨六點了，兩位末婆正在進行儀式中「過海」的旅行。

2我為了取得好的攝影角度，把攝影機放在末婆的臨時祭壇旁

邊。當過海的旅行結束後，在一旁觀看儀式的婦人，好心的

提醒我，末婆把我的魂召喚了回來。 

 

2013年的暑假，我跟隨著一群末公的支持者，來到廣西

最西邊的那坡縣，參加爸成每年七月十五日的燒衣儀式。當

天爸成所有的支持者、契子女，以及來投靠爸成的外亡者之

家人都來參加燒衣儀式。在這個儀式中，爸成也進行了過海

的儀式旅程把所有儀式參與者的靈魂收回。過完海，他用代

表馬匹的銅鏈，在每個人的雙手上繞了一圈，代表著把魂魄

與身體拴在一起。 

 

                                                      
1末婆，靖西壯話叫meh moed，是口頭傳承的一種女性儀式專家，用當地話進行儀

式的吟誦。男性的稱末公，靖西壯話叫ges moed 或 moed daeg，人數上比末婆少。

道公壯族社會中會使用道教科儀與經典的男性儀式專家，在靖西，他們用西南官話

念誦經文。 
2過海指的是在儀式旅程中穿越某種水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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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ij 

Lungz Va Haij Taem Gyang Haij Yah Va

Haij Zoj Slay

    

〔2003〕

 

 

1. Rasmussen 〔1929/1995〕  

   

2.  

3.  

4. Lèvi-Strauss 〔1963〕 C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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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ah mbos vaengz naemx

 

 

    

 

 

 1999 2005

 

 

〔大甲鄉 1999〕

〔大甲鄉 1999〕 〔安德鎮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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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滿儀式吟唱中的海與生育 

    

Rasmussen 

〔1929/1995〕 Iglulik

Lèvi-Strauss Cuna

 

 

    

 〔Bacigalupo 2007； 

Brewer 2004；Thomas & Humphrey 1995〕 

〔Rasmussen 1929/1995〕 Cuna

〔Lèvi -Strauss 1963〕

Cuna

〔Lèvi-Strauss 1963：186 187〕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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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kerson 2007〕  

 

    

〔Fox 1989〕

 

壯漢互動的簡史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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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50

 

 

     

 

                                                      
3羈縻制度開始於唐代。司馬遷在《史記》中對羈縻的定義：「羈」指的是「馬絡

頭」，「縻」指的是「牛繮」。在嶺南的桂西地區，這個政策大規模地落實到那些

漢化較少的人群。然而，這個政策的影響卻是有限的，那些有權威的部落酋長仍

然繼續擴大其勢力範圍，且對中央王朝構成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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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景與壯族末婆的儀式性旅行 

    1950

〔黃光學 2005〕 4

〔范宏貴、顧有識1997：1〕

 

 

    

 

 

                                                      
4在1965年周恩來把「僮」改為「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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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的祖母在陽台上刺繡時，看到一個英俊的男人從家門口

經過。就這樣她就消失了。整個家族找她找了幾天，但都找不到。後

來他們就去問一個道公，他建議到安德龍王洞，然後丟一個竹製的米

篩到水裡頭去。非常神奇地，我祖母的屍體就這麼浮了上來。（2005

年3月，訪談仙娥姨記錄) 

 

    

 

 

    

5

                                                      
5當著儀式專家的面稱呼meh moed、ges moed或moed daeg並不禮貌，這幾個稱呼

是間接稱謂，直接稱謂通常將他們統稱為 zoj slay，即祖師的漢語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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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h moed

 

 

    

 

 

 

deih deenx meiz go dao lamh max  

地方 這裡 有 量詞 棕櫚樹 綁 馬  

這裡有一棵桃樹可以綁馬 

 

bak dou meiz gveiq hval lamh leyz nar 

口 門 有 桂花樹 綁 驢 虛詞 

門口有桂花樹可以綁驢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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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 beeng max

 

 

    

 

〔高雅寧 2002；Kao 2011〕

 

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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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engf Vangf Daq Haiv

2-3 4-6

7-8

9-12

15-17

18-19  

 

 

der       gvas loh gauj      

將近 過 路 九      

 Veenf  Lanf gvaq haij nor langz  har  

 文蘭(人名) 過 海 虛詞 男孩 虛詞  

           我們要走到第九條路，文蘭，過海啊，男孩啊 

 

1 

dur dur dur       

(馬嘶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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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lioz gyamx mak gak mak gam   

頭 船 雕刻 量詞 八角 量詞 柑橘   

           船頭有雕刻八角與柑橘的雕刻 

 

2 

tang lioz gyamx fuengq hval fuengh hval   

  尾 船 雕刻 鳳 花 鳳  花   

           船的尾端是用鳳凰與花的雕刻裝飾 3 

         

air lioz dos rengz gor air    

感歎詞 船 共同 力量 虛詞 虛詞    

 or air dos lioz air dos lioz  

 虛詞 虛詞 共同 船 虛詞 共同 船  

           我們同舟共濟啊，同舟共濟啊 

 

 

4 

demj daeng gvas ngiomz ndaem ngiomz ndaem   

點亮  燈 過 岩洞 黑 岩洞 黑   

           點亮燈過黑岩洞 

 

 

5 

zvang lab gvaq ngiomz byongs ngiomz byongs   

安置 蠟燭 過 岩洞 穿透 岩洞 穿透   

           點著蠟燭穿過中空的岩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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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ngz naemx ues gvas geyr     

下達 水  轉 過 這裡     

    dangs lioz dangs lioz  

    不同 船 不同 船  

下到水裡，轉到另一艘船 

 

7 

kuenj maek dos bae geyr     

上去 乾 共同 去 這裡     

  dangj max air hair dangj max  

  停下 馬 虛詞 虛詞 停下 馬  

一旦上到乾的地方停下馬 

 

8 

         

naemx lej lvay loengz gvas doyj    

水 虛詞 流 下達 過 在… 

底下 

   

  lunh kao pumj  kao pumj   

  說 白 表示顏

色鮮豔 

白 表示顏

色鮮艷 

  

    流過船底下的水是白花花的 

 

9 

loengz doyj lioz kao pyayj kao pyayj   

下達 在..底下 船 白 表示顏

色晃眼 

白 表示顏

色晃眼 
  

船下面的水是白亮亮的  

 

10 

bya mbaen haet ndang nyaoh ndang nyaoh   

魚 飛躍 做 身體 蝦 身體 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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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與蝦在水中跳躍 

 

11 

bya nyaoh haet ndang aen ndang aen   

魚 蝦 做 身體 量詞 身體 量詞   

    魚與蝦在水裡跳躍 12 

         

kvaenj deenx gar aen mbos aen mbos   

階梯 這 是 量詞 泉 量詞 泉   

    這個台階是泉水 

 

13 

langz gur maz gvas hoj gvas kaem   

男孩 也 來 過 艱難 過 困苦   

男孩在這一台階是要克服艱難與困苦 14 

         

kanj teen gar aen kyays aen kyays   

量詞 石頭 是 量詞 蛋 量詞 蛋   

    這塊石頭跟蛋一樣大 15 

         

vid der taeng vid ndaek vid ndaek   

愈 將要 抵達 愈 深 愈 深   

    水越來越深 

 

16 

vid der taeng vid vaengz vid vaengz   

愈 將要 抵達 愈 危險 愈 危險   

    水越來越危險 

 

17 



70              第 33 期 2014年 4月 

         

doengh deenx kuenj deih mboek deih mboek   

田野 這 上去 地方 乾 地方 乾   

    上到田野裡這塊乾的土地  

 

18 

doeg lioz ler kuenj deih lengx deih lengx  

拉 船 虛詞 上去 地方 乾 地方 乾  

    拉船上岸到乾的土地 19 

 

    

 

 

    

aen gyeong

 

 

    

 

 

 

vaenz geyr byag lioz va hoyj tois yor langz  

天 今天 分別 船 花 讓 返回 虛詞 男孩  

今天，讓他們離開花船，回來吧，兒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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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 ndun ndayj sleis haj      

年 月 有/得 四 五      

        有一個是四十五歲 

 

bei ndun ndayj sleis slam ar     

年 月 有 四 三 虛詞     

        有一個是四十三歲 

 

    

 

 

 

baengh nih hoyj du baet voz reiz  

邊 你 給 量詞 鴨 脖子 長  

      妳的夫家送給一隻長脖子鴨 

 

meh nih hoyj du gays voz laiz  

母親 你 給 量詞 雞 脖子 花  

      妳的母親那邊給一隻花脖子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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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ng nih tai taem  gyang    

身體 你 死 湖 中間    

      你會死在湖中間 

 

ndang moyz tai taem  gyang    

身體 你 死 湖 中間    

      你會死在湖中間 

 

    

 

 

 

Hoir lor langz langz     

感歎詞 感歎詞 兒郎 兒郎     

啊，兒郎啊，兒郎 

 

slam ndun naemx tumj kvaet    

三 月 水 漫過 小腿骨   

          第三個月，水漫過小腿骨 

 

zaet ndun naemx tumj kaus    

七 月 水 漫過 膝蓋    

          第七個月，水漫過膝蓋 

 

gauj ndun naemx tumj voz    

九 月 水 漫過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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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個月，水漫過脖子 

 

sleep ndun naemx tumj bo tumj mbas  

十 月 水 漫過 (不明) 漫過 肩膀  

          第十個月，水漫過肩膀 

 

Hoir, ner langz langz     

感歎詞 感歎詞 男孩 男孩     

          啊，兒郎啊，兒郎 

 

ndok nir daoh doek fag caemr- caemr  

花 這 回來 掉落 蓆子 迅速  

          很快地，這個小孩就會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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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o 2009〕

 

 

 

gao gvas kuem  daih haj daih haj 

划 過 坑  序數前 

綴詞 

五 序數前綴

詞 

五 

划過第五區深水，第五區深水 
 

lah taen bah goek fouz goek fouz  

看 看 巴 根 符 根 符  

看到巴的符的根源 

 

lah taen buz6 goek fap goek fap  

看 看 布 根 法 根 法  

看到布的法的根源 

 

fap bah meiz gij kon gij kon  

法 巴 有 幾個 扁擔 幾個 扁擔  

                                                      
6Bah與buz指的都是末婆的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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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的符法有幾個扁擔 

 

fouz bah bay gvas haij gur o gur 

符 巴 去 過 海 也 厲害 也 

巴的符法用來過海也很厲害 

 

fouz bah bay gvas vaengz gur ak gur 

符 巴 去 過 深水  也 厲害 也 

巴的符法用來過深水也很厲害  

 

討論 

    



76              第 33 期 2014年 4月 

 

 

    ，

 

 

    

 

 

〔Holm 2009〕

〔Barlow 1987；1989〕

 

 

〔Ka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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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Fox〔1989〕

Kao 2011  

 

〔Fox 1989；Wagner 1977〕

〔2003〕

 

 

 

 

    

Cu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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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hern〔1996〕  embo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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