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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對於薩滿的研究，泰半多是人類學者，人類學者對於原始信仰的探討，

將薩滿的研究範圍定義在野薩滿的框架裡，所謂野薩滿，指的乃具有通

天治病等能力的靈媒，而人類學者的研究取向，決定於人類學的歷史因

素。對於另外一種薩滿—家薩滿，因為這種薩滿行儀時也有通靈的狀態；

並且家薩滿與宮廷薩滿也脫離了只有語言和儀式的狀態，此兩種薩滿多

有神歌或文本的記載，且將其活動儀式記下，故人類學家也逐漸對家薩

滿或由家薩滿演變而來的宮廷薩滿展開研究。 

   隨著許多民俗學者的發現，日趨式微的滿族家祭近期有較之前多一些

的研究，但這種心態與保護即將消亡的文化手法類似，面對滿族漢化嚴

重，滿語成為將死語言的情況下，替少數民族保持既有的文化，似乎是

刻不容緩的事情。中共強調要讓少數民族有「當家作主」的權力，致力

推動民族區域自治
1；但實際上中共政權對滿族政策考量其民族特性與居

住狀況與其他五十四個少數民族而有所不同。滿族為中國第三大少數民

族，但至今民族區域自治的等級只停留在縣級，並且不曾有民族語言學

校的設立，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滿族入關之後大分散小集中的情況使然。

故在周恩來搶救古籍的號召下，滿族的家薩滿與薩滿神歌文本的出現，

讓民俗學者找到了保存滿族文化的方向，也讓即將消亡的家薩滿找到新

                                                
1 民族知識手冊編寫組，《民族知識手冊》（北京：民族出版社，1988 年）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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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契機。 

由野薩滿與家薩滿演變而來的宮廷薩滿，隨著清朝結束後已成為歷

史名詞，在清朝的宮廷中，宮廷薩滿的實質地位逐漸被皇帝取代，而存

在的本身也是象徵的意味濃於實質的功能，但不能就此認為宮廷薩滿沒

有實質功能。薩滿乃是一個民族信仰，然而伴隨著政治的力量，進入清

朝最高的政治中心，將〝家〞與〝國〞的宗教體制結合，卻又多所限制，

這種限制，直接反應在法律和典禮規範中。 

    筆者本身認為宮廷薩滿是一個有趣的題材，它的出現，可以看出薩

滿信仰制度化的過程，這並非如一般人所認為的，是一個雜亂無章，只

知通天治病的靈媒現象。並且在制度化的過程中看出政治如何的有效控

制宗教，並且巧妙地將之結合並保存在宮廷祭儀中。中國歷史中不只清

代有宮廷薩滿的設立，同樣是阿爾泰語系民族，民族信仰為薩滿的契丹

遼朝、女真金朝、蒙古元朝，也有宮廷薩滿的設立，這樣的情況，可以

看出非漢政權的朝代對宮廷薩滿的設立是別有用心的。 

 

第二節 研究主題與研究回顧 

一、 研究主題 

薩滿信仰是滿族傳統的信仰，早在滿族建立政權之前，薩滿信仰就

普遍的存在滿族人的生活當中。滿語稱薩滿為〝saman〞，意思為通神之

人。薩滿信仰的起源已經不可考，盛行於北亞和內陸亞洲，各地的發音

與稱呼不同，在醫藥和科學不發達的時代與地區，薩滿既是部族裡的醫

生也是部落裡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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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新覺羅氏建立政權之前，滿族的薩滿跳神活動，只有野薩滿和家

薩滿2，野薩滿俗稱「跳神」為「跳大神」，主要功能為消災、祈福、占

卜、治病等；家薩滿主要作用在於家祭時，主持祭祖、祭天的工作，宮

廷薩滿則由家薩滿演變而來。清朝政權建立，嚴格禁止他姓祭堂子，並

大力掃除他姓的堂子，將堂子祭祀提升為國家祭典，凡出征凱旋等國家

大事，行動前皆須先祭堂子。皇太極在位，開始取締民間薩滿跳神治病

的活動下令：「永不許與人家跳神拿邪，妄言禍福，蠱惑人心，若不遵者，

殺之。」3，雖然取締薩滿跳神祭祀活動，但皇太極定中宮清寧宮，將清

寧宮建築為滿族傳統的居住樣式，在清寧宮裡舉行傳統滿族家祭，將家

薩滿活動延伸至宮廷。 

    宮廷薩滿的形成伴隨著政治體制，由民間的傳統滿族信仰演變成在

清朝宮廷官僚體制內，並隨著入關前後的政體而有所演變。更在乾隆年

間，頒訂了對宮廷祭祀的定制4，自此，清代宮廷薩滿的活動可說完全定

型，喪失了原本的功能，雖然薩滿進入宮廷以不再有民間薩滿祭祀的活

力，但宮廷薩滿存在確有象徵的意義。薩滿的功能最後成為皇帝祭堂子

與坤寧宮祭祀中的祭祀團體，享有俸銀，並授與官位。宮廷薩滿的產生

與野薩滿和家薩滿有很大的差異，宮廷薩滿是由覺羅氏族裡的女人中選

取，不是從小培養的。 

                                                
2 何溥瀅，〈滿族三種薩滿辯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0 年第 4 期（北京：中央

民族大學出版，2000 年 8 月），頁 77。 
3 《清太宗實錄稿本》卷 14，轉引自鐵玉欽編《盛京皇宮》（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年），頁 273。 
4允祿、允祹等編，《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阿桂、于敏中等譯，收入沈雲龍主編《近

代中國史料叢刊》，(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 55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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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藉由探討清朝宮廷薩滿的職能與轉變，來看清朝薩滿信

仰在宮廷中所扮演的角色，且討論薩滿信仰原有的實質功能在宮廷中的

象徵意義。姑且不討論薩滿信仰是否能成為宗教的問題，對於滿族傳統

的薩滿信仰隨著清朝的政權建立而進入宮廷中，一般人認為薩滿信仰成

為清朝國教似乎是合情合理的，但事實上，清朝律法中卻在入關前就對

傳統的薩滿信仰有所規定，甚至限制。清朝皇帝因政治因素或各人喜好，

除了傳統薩滿信仰之外，還與佛教等其他宗教親近，但不論與那個宗教

接近，禁止施行巫術和假宗教之名行聚眾之實皆是清朝歷代皇帝一貫的

政策。 

    宮廷薩滿是由家族薩滿演變而來，可以說是愛新覺羅氏的家族薩

滿；家族薩滿的主要功能在於家祭的主持和主祭。但宮廷中舉行祭祀時，

卻不是由家族薩滿做為主祭，主祭者為皇帝或皇帝祭祀的委託人，薩滿

只成為祭祀群裡的工作人員。 

傳統的薩滿跳神野祭至今已經很難確實知道他們的活動，目前發現

最完整有關薩滿的記載，應該是《尼山薩滿傳》。這本書有三個版本，內

容為尼山薩滿解救員外的兒子，過陰追魂的故事，薩滿降神時，口誦神

歌，由札立繙譯與應和，尼山薩滿的故事是很珍貴滿族的口頭文學，故

事內容有強烈的自然崇拜的痕跡，也有滿族的宇宙觀。原文為滿文所寫，

現已有漢文譯本，《尼山薩滿傳》是很典型的薩滿信仰的記載，以《尼山

薩滿傳》做為宮廷薩滿形成前的滿族薩滿信仰面貌的探索，有助於瞭解

宮廷薩滿形成的脈絡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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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回顧： 

1.薩滿由來與屬性 

前人對薩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類學的範疇，人類學藉由田野調察的

方式，瞭解薩滿的活動，但是人類學所研究的薩滿，都是現存的薩滿，

也藉由人類學的調查，大家開始知道薩滿的活動，甚至將薩滿活動列為

世界性與普同性的共同文化現象。 

「Shamaniam」5到底能不能稱為一個宗教，至今仍有紛爭，最早提出「薩

滿」為普遍的文化現象者，是 Eliade。Eliade 為宗教學者，利用不同宗教

作宗教特點的比較，原始信仰裡巫術是重要的內涵，所以當 Eliade 提出

薩滿的出神與瘋狂為部落信仰的共通現象時，「Shamanism」是否成為宗

教開始出現爭論。 

典型的薩滿教概念是以一個女性或男性為中心，表現型態是恍惚，能控

制靈魂，靈魂能到其他世界，薩滿出神可以上天下地也能找到其他的靈

魂，這種說法大多是 Eliade 創造的，Nowak 跟 Durrant 循著 Eliade 的說法，

列出五個典型薩滿信仰的特色： 

1. 可以自己進入一種出神狀態，但不是癲癇。 

2. 一群人相信薩滿非物質的部分會離開自己身體，且薩滿是替另外一個

世界服務。 

3. 薩滿被社會認可之前，需要通過一段時間的鍛鍊，進入瘋狂的時期，

這個時期稱之為預備期。 

                                                
5 筆者用 Shamanism 不是將薩滿視為一個宗教，但因這一節討論薩滿的前人研究，所以

為避免爭端，不用「薩滿教」或「薩滿信仰」，而直接採用 Sham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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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神不是個人的動機，而是社會的動機。 

5. 基本上有一個對社會的修正概念，且認為紛亂的世界必然存在一種宇

宙性的規則6。 

Nowak 跟 Durran 贊成 Eliade 的觀點，認為凡是符合薩滿現象的文化現

象，皆能稱為 Shamanism。有些研究者受到文化普同性的影響，贊成這

種說法，甚至將 Shamanism 直接視為是一種宗教，大陸學者富育光就說：

「滿族薩滿教只是整個薩滿教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說是一個分

支。眾所皆知，不僅僅是滿族，和他所從屬的通古斯語各族，乃至這個

語族所從屬的阿爾泰語系各族—突厥語族、蒙古語族之各民族信仰薩滿

教，歐洲的北部、西伯利亞、中亞和西亞，乃至北美、南美、非洲、南

亞的某些地區也都有薩滿教的影跡。薩滿教室整個世界的文化現象。」7，

贊成這種文化普同性的說法者，有兩個特點：1. 認為薩滿的出神狀態，

瘋狂行徑，是所有世界上原始部族宗教活動裡共通的；2.「Shamanism」

是一種宗教。 

「Shamanism」是一種以出神或靈魂出翹為概念的薩滿教的說法，其他的

學者覺得薩滿確實以出神概念為中心，但他們拒絕薩滿教為宗教的概

念。
8 

相對於文化普同性與將「Shamanism」視為一個宗教的觀點，有些學

                                                
6Durran Stephen and Nowak M., The Tale of the Nisan Shamaness: A Manchu Folk Epic,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7, pp. 28-29. 
7 富育光、孟慧英和著，《滿族薩滿教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1 年 7 月)，

頁 1。 
8 Udry, Stephen Potter . Muttering Mystic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Manchu Sham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0.p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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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持反對態度，他們認為薩滿的由來，起於東北亞，文化因生活環境

會產生地域性，每個地區皆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和發展，不可因為皆有巫

術或昏迷術的狀況，稱為世界文化的共同現象。莊吉發撰《薩滿信仰的

歷史考察》裡即說：巫覡信仰雖然可以說是世界性的一種文化現象，但

是各地區襲用的名稱，並不相同。滿族薩滿信仰只是東北亞文化圈的一

種文化現象，若因世界各地都有巫覡，遂認為北美、南美、非洲、南亞

的某些地區也有「薩滿教」的影跡，確實不妥。」9德國學者 Jöorg Bäckeer

則認為，「滿族薩滿教雖與西伯利亞諸民族薩滿教有相同的起源，但滿族

薩滿教在發展的過程中受滿族社會特別是政權的干預，與西伯利亞薩滿

教形成了溫和、舒緩和野性、瘋狂之間的反差。」10 

薩滿的由來眾說紛紜，大陸學者趙展認為，薩滿源自於西伯利亞，因為

古代西伯利亞為通古斯民族的主要活動地點，薩滿一詞又是由通古斯語

而來，所以薩滿應源自西伯利亞。11但俄國學者 Shirokogoroff 認為滿族薩

滿信仰的起源是從南亞而來，Shirokogoroff 認為薩滿信仰乃源於佛教，原

因有兩個一是滿族的祖先在遼朝時，就與佛教接觸，所以佛教宗教型態

影響了滿族的薩滿信仰，另一個原因則是他認為「saman」這個字乃是從

梵文的「�ramana」來的
12。但是另一位學者則反駁 Shirokogoroff 對薩滿由

來的說法，原因很簡單，就是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saman」這個自是

                                                
9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歷史考察》，（臺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5 年），頁 2。 
10德］瑤百舸（Jöorg Bäckeer），〈家薩滿與白薩滿—從對西伯利亞幾個民族的比較中看

滿族薩滿的社會與宗教特徵〉，《黑龍江民族叢刊》，2000 年第 1 期，（哈爾濱：黑龍江

省民族研究所出版，2000 年 1 月），頁 85。 
11 趙展，《滿族文化與宗教研究》，(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1993 年)，頁 317-318。 
12 Sergei M. Shirokogoroff, 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and Co., 1935. pp.28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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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梵文「�ramana」，且薩滿在通古斯語裡面比滿洲和藏傳佛教更早出

現，滿族接觸佛教是十七世紀以來的事13。 

    薩滿信仰是否為宗教一直是學界爭論的議題，雖然有爭議，但這不

啻為是一個好現象，因為宗教教義的表述與詮釋受到具體歷史、時空、

文化乃至語言的限制。就此而言，信仰與教義在與時並進的歷史過程中

受到內部的質疑或外在的批評毋寧都是正常的，甚至可喜的現象。， 因

為透過不斷的質疑與批評才能「苟日新，日日新」地向不設限的神聖境

界開放。14 

2.薩滿信仰的內容與宗教理論： 

研究薩滿的學者對薩滿出神時的心裡狀況和所處背景的文化複雜性

具有高度的興趣，薩滿除了出神以外，薩滿信仰留下來的還有傳說故事、

口頭文學、家譜、神歌讚詞、音樂舞蹈等。近幾年來大陸大量收集滿族

薩滿文本，薩滿文本的珍貴處在於，它是薩滿書寫、珍藏、傳播，是薩

滿文化最直接的第一手資料，大陸學者孟慧英近幾年著力於繙譯薩滿文

本裡的神歌與傳說
15。 

除了薩滿文本之外，滿族的神話傳說也是滿族文學重要的一環，楊

治經、黃任遠合著《通古斯—滿語族神話比較研究》16分為上下兩篇，上

                                                
13 Nicola Di Cosmo, Manchu shamanic ceremonies at the Qing court, in MeDermott, Joseph P. ed.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pp.366-367. 
14 孫效智，《宗教、道德與幸福的弔詭》，（臺北：立緒文化事業出版社，民國 91 年 4

月），頁 17。 
15 宋和平、孟慧英和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臺北：中華發展基金管理委員會、五

南圖書出版公司聯合出版，民國 86 年 11 月），頁 3-5。 
16楊治經、黃任遠和著，《通古斯－滿語族神話比較研究》，（臺北：中華發展基金管理

委員會、紅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聯合出版，19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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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主要通古斯—滿語族的各類神話，來源有傳說、神喻、祭祀神歌、說

唱文學、英雄史詩等；下篇則將通古斯—滿語族的各類神話與漢族神話

作比較。本書上篇有一章專門討論薩滿神話，這一章對本論文薩滿的由

來和功能多所助益。 

    薩滿與神話有密切的關係，筆者研究薩滿象徵時，最主要採取神話

學者 Joseph Campbell 的神話學理論和宗教學者 Eliade 的宗教學理論。

Joseph Campbell 認為，象徵是一種神話性的隱喻，它一隻腳涉足於此，

另一隻腳則處於無限之中。因此它是指向於超越的，而符號卻是單純地

指向此間某個特定的事物。17薩滿作為滿族薩滿信仰的代表人物，他所具

備的，除了外在顯而易見的條件與行為外，薩滿的意涵與象徵卻是研究

薩滿的學者很少提及的。Joseph Campbell 認為神話裡的英雄是一種隱喻，

都是涉及永恆的面具，終極真實本身的字義已說明它是超越一切語言與

藝術。神話也是上帝的面具，是表示藏在可見世界背後事物的一個隱喻。

18Eliade 的主要研究趨向為比較宗教與宗教現象學，他認為宗教是經驗的

表徵，並提出了兩個研究幅度，一是歷史性（即經驗性）的幅度；另一

個是系統性（即理論性）的幅度。Eliade 提出人有宗教經驗（神聖），對

宗教對象（情境）有皈依感，這是最根本的經驗，所有宗教皆然。19宗教

皈依感可以用來說明薩滿信仰雖然遭到壓抑，但滿族依循這種宗教經驗

                                                
17 Joseph Campbell 著《神話的智慧—時空變遷中的神話》李子寧譯，（臺北：立緒文化

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5 年），頁 200。 
18 Joseph Campbell《神話》，朱侃如譯，（臺北：立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4 年），

頁 27。 
19 Mircea Eliade 著《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臺北：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90

年），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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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認同找到心理上的皈依感，這種歸感也創造出，薩滿傳說結果的不同

變化。 

 

3.直接相關研究 

以往對薩滿的研究，宮廷薩滿在算是少數的議題了。 Stephen Potter 

所著的 Muttering Mystics: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Manchu Shamanism in 

the Qing Dynasty .應該是與筆者研究最直接相關的論文，這是一本博士論

文，探討堂子與坤寧宮祭典的內容，裡面大量採用中國歷史文獻，用以

說明滿族堂子祭與坤寧宮祭典在宮廷祭祀的差異，但主要研究為祭祀內

容，未對薩滿身分有深入的研究，也未使用第一手資料，這是比較可惜

的。本研究針對在清代的制度下對宮廷薩滿的職能轉變作探討，這樣的

研究能對後續研究薩滿的人，提供除了野薩滿和家薩滿之外的研究方

向，並且對研究清代宗教制度的後續者，提供宗教與政治互相依存並巧

妙結合的例證。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 

本論文採用的文獻主要為滿漢文史料 

（1） 滿文史料： 

　 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有一批發現於內閣大庫，三十八年跟隨國軍來

台的《滿文原檔》。天命年間，皇太極令人以無圈點滿文（又稱老滿文），

採編年體記錄後金國所發生的事，到天聰年間則已改革過的加圈點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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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稱新滿文）記錄，這一批《滿文原檔》除了以滿文書寫外，還參有

蒙文與漢文。入關後清高宗諭令重新整理關外時期的這批檔案，分別以

加圈點和不加圈點的滿文重抄這批乾隆年間重抄的檔案稱為《滿文老

檔》，分別藏於北京和盛京故宮，而原來隨國民政府來台的這一批無圈點

檔案稱為《舊滿洲檔》。本論文中關於清太宗皇太極時期的滿文史料，皆

從《舊滿洲檔》裡尋找，加以配合日本學者神田信夫等人繙譯的《滿文

老檔》做徵引研究。 

（2） 漢文史料： 

關於宮廷薩滿祭祀最重要的就是清高宗年間所編的《滿洲祭神祭天

典禮》，此書原為滿文，後大學士阿桂、于敏中等人將之繙譯為漢文。除

了阿桂等人所譯的《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之外，覺羅氏的普年也依

照滿文本繙譯出《滿洲跳神還願典例》，此書繙譯較接近滿族的用語，也

有《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所沒有還願祭儀，此書主要為筆者補充《欽

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資料不足之處。 

清朝幾位皇帝的實錄也是本論文大量採用的史料，清朝延續唐舊

制，前一位皇帝駕崩後，從宮內調取上諭、奏摺等資料，開實錄館修實

錄，所以實錄館是一個臨時機構，不是常設機構。除了實錄之外，《大清

會典》也是本論文尋取資料的來源，《大清會典》內容主要為政府裡面各

部門的職掌、政令、職官、禮儀等，其形式則包括會典、則例、圖說。 

本論文所採的第一手資料除了《滿文原檔》之外，還有宮中檔奏摺

原件，與覺羅氏家祭的手抄書。臺北故宮博物院整理宮中檔奏摺，並出

版了《宮中檔康熙朝奏摺》《宮中檔雍正朝奏摺》《宮中檔乾隆朝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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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筆者所採的是咸豐朝與光緒朝的奏摺。民間關於薩滿祭祀的史料，以

手抄書最為珍貴，本論文蒐集到兩本覺羅氏的祭祀書，一本現今藏在日

本東京大學裡面的《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此書為舒舒覺羅長青所

著，收在《薩滿教圖說》裡面，此書珍貴之處是，薩滿祭祀的內容以滿

漢文寫成，還附有以滿文附註白描插圖，本論文在覺羅氏薩滿祭祀的部

分採用此書的附圖與內容。另一本手抄書則為《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

書》，此書藏於北京圖書館，內容為西林覺羅氏的家祭內容，可惜的是內

容沒有薩滿活動，只有家族祭祀的規則與祭品備辦，但以此書配合《祭

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則可以看出一般覺羅氏的家祭狀況。 

除了以上漢文史料之外，故宮藏有同治年間，清穆宗大婚時禮部所

記錄的《大婚禮節》鉛印本，此書可說是清朝四位皇帝五次大婚裡面，

最為詳盡的資料。另外，一般有關東北的縣志、雜記等書也是本論文採

用的資料。 

 

二、研究方法 

1. 研究範圍： 

時間範圍：自清代入關前努爾哈齊開始，至清入關後制訂漢文本《欽定

滿洲祭神祭天典禮》為止。 

空間範圍：清代盛京與北京兩處故宮。 

研究主題：包括上述時間、空間範圍內有關宮廷歲祭與愛新覺羅家族祀

典相關的歷史記載，並以宮廷薩滿在其中擔任的角色與政治規範下所展

現的功能，探討宮廷薩滿在政治與宗教衝突與調和下所顯現的職能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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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歷史學： 

以歷史學作為出發的研究，多在清史的範疇裡，「薩滿」只是清史研究裡

微乎其微的一個點。做為清史的宮廷生活裡的薩滿研究，目前所能找到

的文章，清一色都在研究祭祀的內容，或是皇帝大婚時的禮節。對於曾

經存在過的「宮廷薩滿」這種身分的人詳實的研究，並未見到。 

 

(1)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是以現有的文獻記載為資料，作

進一步的整理與分析，這種方式是從事歷史研究的重要來源。整體而言，

文獻資料可使研究者省察過去相關的事件與研究，其優點在於研究者可

非介入性地針對某一時段發生的過程進行研究，而缺點是會被侷限在已

經記錄好的內容裡，
20因此研究者必須對文獻的撰寫背景及其過程有所瞭

解，以作為應用研究材料時的考慮因素。 

文獻分析法在本研究主要應用在分析滿漢文對宗教禮儀與歷史事件的論

述、著作與相關歷史研究，藉此瞭解清代入關前後宮廷宗教制度的轉變

過程。 

（2）歷史研究法 

綜觀歷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的論述，乃是以時間變遷為縱軸，不

                                                
20 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李美華等譯，（臺北：時英出版社，民國 87 年），

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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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間點下所發生的事件或社會現象為橫軸，將研究所涉及歷史時期內

的詳細資料加以整理，以嚴謹的的方法去分析、歸納其前因後果進而對

事件本身建立的認識、描述與解釋，並分析其所呈現的意義。可供歷史

研究所使用的資料是無窮的，在開始的時候，歷史學者可能已經報導了

研究者想檢視的東西，而他們的分析也給予其關於這個主題的基礎，一

個深入研究的起點。21史學家所用的資料來源包括各種文字記錄，諸如：

法律、公家記錄、報告、報紙、相關人物傳記、回憶錄等各種文獻。22歷

史研究法在本研究主要適用於第三章，將宮廷薩滿定制以《欽定滿洲祭

神祭天典禮》做劃分，依據時間的演進，分析薩滿職能的轉變。 

 

宗教學： 

本論文採取 Eliade 的宗教現象學作為薩滿象徵的分析： 

（1） 歷史性（即經驗性）的幅度：在各民族、部落、地方等，廣泛地

收集歷代的神話、象徵、禮儀、秘思、地理環境……，配合實際

的調查，觀摩，找出事實發生的前後脈絡與關聯。
23這種歷史性幅

度的研究方法，適用於本論文的第二章與第四章，但美中不足的

是，宮廷薩滿已經消失，留下的皆為文獻與傳說等書面資料。 

（2） 系統性（即理論性）幅度：使用「型態學」的方法建構其理論。

主張在宇宙中各處皆可見其聖顯，如天、地、河流、樹木、石頭、

                                                
21 Earl Babbie 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李美華等譯，頁 515。 
22 Peter J. O'Connell 著，《社會學辭典》，彭懷真等譯，（臺北：五南出版公司 民國 80 年）， 

頁 394。 
23 Mircea Eliade 著，《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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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地方的、神話、象徵……，對它們的崇拜亦普遍發生在

所有人類上。以上的各種型態接根植於人類的宗教需求上，經由

不斷地重複呈現今日宗教的豬多面貌。24此方法適用於第四章討論

薩滿祭祀崇拜的動物崇拜上。以上兩個方法配合則會呈現 Eliade

認為的有互動關係的「象徵體系」。 

 

3. 研究限制 

資料蒐集的限制 

關於東北薩滿的研究，除中國大陸外，日、俄、韓亦由於地理、歷

史、戰略等因素，而從事該方面研究或保存歷史資料，諸如：俄國學者

「史祿國」（S. M. Shirokogorov）對於滿洲地區的氏族做過一番研究，日

本的「神田信夫」、「內藤 虎次郎」、「羽田 亨」翻譯滿文老檔，其中有

些部分涉及滿族薩滿。在日、俄，韓等國家檔案中多有涉及滿洲相關部

分，但礙於研究者對日、俄、韓文不熟悉，因此無法直接閱讀以該語文

發表的文章著述，而僅能就翻譯成中文的內容加以分析，因此尚未出現

中譯文的日、俄、韓文資料就成為研究資料不足之處。 

並且在英法聯軍與八國聯軍之際，許多珍貴的滿文史料流落法國與

英國的手中，並藏在該國家的圖書館與博物館中。礙於經濟問題與該國

家圖書館不隨便借閱這批原檔史料，所以這一部分也成為遺珠之憾，只

能寄望法國或英國史學家對這批史料加以整理，將來出版，以補資料的

                                                
24 Mircea Eliade 著，《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頁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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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足。 

 

資料內容的限制 

本研究係以清朝宮廷薩滿為研究主題，參考資料主要為滿文老檔與

東北地方縣志、筆記並輔以清代律例與奏摺、善本、皇帝起居注冊等為

歷史資料。而清代這些史料不論滿漢文都為官方制訂的內容，所以在帝

治時代言論尺度相對嚴格的情況下資料呈現三種傾向：一是受政治干預

的影響史料立論過於一致缺乏對人物及事件的多元論述；二是對於政治

制度實行的內部權力考量與缺失採取合理化或避重就輕的記載；三是滿

漢文史料的差異，滿文史料與漢文史料在記載上會因看者為誰的態度，

採取不同的選取態度。因此，本研究在資料上分析必須反覆的推敲與考

證，以不同的角度檢視文獻內容，避免陷入官方資料一言堂的窠臼中。 

 

國際薩滿學會出刊了一系列有關薩滿的書籍，但當中卻是以野薩滿

文論述對象，且採行文化普同性的觀點，廣泛的對各洲有巫術現象的地

區做田野調查與討論，在台灣目前能蒐集到的薩滿學會專書自 1997 年開

始到 2001 年止，內容為有關西伯利亞地區薩滿、人類學裡的的泛靈信

仰，東方與西方的薩滿信仰比較等等，這樣的資料對研究早期薩滿活動

或定義薩滿活動有幫助，但對於宮廷薩滿則只能作為薩滿轉變前的資

料。並且西伯利亞地區的薩滿是否能與東北地區的薩滿作對比，還是個

值得商榷的問題。所以薩滿學會雖是一個有利的資料來源，但偏重於人

類學式的論題，對一個屬於歷史題目的宮廷薩滿來說，直接的助益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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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