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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薩滿的由來與類別 

第一節 薩滿的由來 

  薩滿，滿語讀為「Saman」，字根「Sa」意為「通曉、知道」，指的是能

夠通神作法、擁有超自然能力的人1；另一個對薩滿的意義解釋為「激動、

不安和瘋狂的人」，2「薩滿信仰」（Shamanism）或「薩滿教」正是因為

其巫師（Saman）而得名。薩滿信仰是否能夠稱為宗教，在學界一直是

個爭論的話題，在本論文中是否將薩滿信仰視為宗教，則不是論述的重

點，但稱為〝信仰〞是可以被接受的且保守安全的作法，故以下文章中

凡是提到滿族或阿爾泰語系民族的傳統信仰，皆以「薩滿信仰」稱之。 

    薩滿的由來現今已不可考，但回到神話與傳說上即可發現關於薩滿

來源的說法。「神話」的傳遞對部族的各種生活層面產生重要的影響，人

類學家—馬凌諾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對神話與部落的關係作了

                                                
1 Saman 的字根 sa 除被賦予宗教上的意義之外，另有一說是滿族的〝檔子〞由來，也

是透過薩滿產生，雖然這種受到神啟示刻木記事的紀錄，嚴格意義上不能算是檔案或

文字，但是在當時尚無文字記錄的滿族等北方少數民族，薩滿活動刻木記事的紀錄，

至少是後來檔案的雛形。據史料載，〝檔子〞一詞最初產生於薩滿教教務活動中。薩滿

教是我國北方滿、蒙、達斡爾、鄂倫春、赫哲、錫伯等少數民族共同信仰的一種原始

宗教。薩滿的正確含義是〝知道〞、〝曉徹〞，是溝通人神的勇敢智慧而有能力的使者。

它是由原始公社各氏族的〝司祭〞演變而來，繼而成為專門職業。通過一定的祭告形

式，召請善神，撫慰惡神，為本族祈福消災，求兒求女，保畜興旺，為氏族成員跳神

治病。為了達到這一目的，薩滿們還要使用他們別緻的服冠和法具，以起到護身和幫

助施展法術的作用。一般說來，其主要服具有：神衣、神帽、神鼓、神刀、神仗、法

具、神偶等。每個薩滿其請神能力、本領的大小將通過一種奇特的法具來區分，這種

具有神棒性質的法具口語叫作〝擋士〞(亦可譯為〝檔子〞)。這是一根長約五十公分、

每面寬達二十餘公分的四楞棒，刻有若干節，其上端配系著各種顏色的布條。薩滿每

次跳神時，請來幾個神，便在〝擋士〞楞角上刻下幾個豁口，以作為對於降臨諸神的

登記憑証。參閱王愛華〈滿漢文化融合與〝檔案〞詞源〉，《清史研究》，北京，1997

年 3 期（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1997 年 9 月），頁 72。 
2 秋浦編《薩滿教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年），頁 2。 



清代宮廷薩滿的職能與轉變 18 

 

以下的註解：「神話，乃部落的神聖知識。我們已經知道，神話是幫助原

始人強有力的工具，承先啟後，使其文化遺產的兩邊得以銜接。同時我

們又將發現：神話對原始文化的巨大貢獻，乃透過宗教儀式、道德力量、

社會原則而完成之。3」薩滿信仰因神人之間關連與心理情境不同而表現

出不同的多樣化特點，透過神話分析，呈現不同的意義而將當時的民族

情境表現出來4。 

　  阿爾泰語系的各族對薩滿來源的傳說皆有所不同，但整理之後可看

出五種典型：一、神變薩滿；二、鷹變薩滿；三、人變薩滿；四、神造

薩滿；五、鷹、人交媾後產下薩滿。 

 

一、神變薩滿 

滿族認為第一個薩滿為女性，滿族稱為音姜格格，阿布卡赫赫5（abkai 

                                                
3馬凌諾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著，《巫術、科學與宗教》朱岑樓譯，（臺北：協

志工業叢書，民國 67 年 9 月），頁 77。 
4孟慧英，〈薩滿教的認識論基礎〉，《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年第 6

期（北京：中央民族大學，2000 年 12 月），頁 68。 
5 阿布卡赫赫為滿語 abkai hehe 的漢字音譯。滿族稱天母（女性天神）為阿布卡赫赫，

在創世神話「天宮大戰」（貳腓淩）裡記載滿族創始神阿布卡赫赫的產生與世界的由來：

「世上最先有的是什麼？最古最古的時候是什麼樣？世上最古最古的時候是不分天不

分地的水泡泡，水泡漸漸長，水泡漸漸多，水泡裡生出阿布卡赫赫。她像水泡那麼小，

可她越長越大，有水的地方，有水泡的地方，都有阿布卡赫赫。她小小的像水珠，她

長長的高過寰宇，她大得變成天穹。她身輕能漂浮空宇、她身重能深入水底。無處不

生，無處不有，無處不在。他的體魄誰也看不清，只有在小水珠才能看清他是七彩神

光，白亮湛藍。他能氣生萬物，光生萬物，身生萬物，……阿布卡赫赫下身裂生出巴

那姆赫赫（地神）女神，上身裂生出臥勒多赫赫（希里女神），好動不止，周行天地，

司掌明亮……阿布卡氣生雷雲，巴那姆膚生穀泉，臥勒多用阿布卡赫赫眼發生順（太

陽）畢牙（月亮），那丹那拉呼（小七星）。三神永生永育，育有大千。」滿族認為第

一位天神乃是女性，在不分天不分地的混沌宇宙中，由水而生，這與科學家認為生命

乃是由水所孕育的概念是一樣的，在許多民族的創世神話中，都有提到生命由水生的

概念。參見王宏剛、于國華合著，《滿族薩滿教》（臺北，東大圖書公司，民國 91 年 6

月），頁 12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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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e）派她到世上搖動神鼓，鬥邪惡、救苦難迫使鬼王放回兩名已死的

幼童靈魂。她自己雖被殺死，卻給世上留下了神鼓和薩滿信仰，後世的

女薩滿都自詡為音姜的化身。6 

滿族史詩《烏布希奔媽媽》裡面記述著一則人間第一個薩滿由來的

傳說：宇宙初始，天母阿布卡赫赫打敗了惡魔耶魯里，派下了身邊的鷹

首女侍從臥勒頓做了人間第一個女薩滿，將混混沌沌的天穹抓下一大

片，給他做成天穹的神鼓……敲了第五聲神鼓，才慢慢地、慢慢地生出

了生靈萬物與人類。7 

二、鷹變薩滿 

　  滿族神話傳說〈白鷹〉裡提到，鷹是薩滿的靈魂，有一天薩滿想到

陰間走走，靈魂出竅前，囑咐家人七天內不可火化他的身體，七天已過，

家人見薩滿的身體依然僵硬，以為薩滿已死，故將其身體火化。薩滿的

靈魂化為神鷹，見其身體遭到火化，俯衝下來想奪取身體，但火勢太大

無法成功，只好飛走。
8 

    〈女丹薩滿的故事〉記述神鷹化身為女丹薩滿，但是女丹薩滿遭到

喇嘛的陷害，被皇帝令人扔到西方的一口井中，並用茶碗口粗的鐵鍊壓

滿在上面，女丹薩滿因而死在井中。女丹薩滿死亡之後，天地間漆黑一

片，皇帝於是令一位善射的將軍向天空射箭，但除了一根巨大的鷹羽之

外，並未射下什麼，這根羽毛相當大，要用一輛大車才拉的動，原來女

                                                
6 楊治經、黃任遠合著《通古斯—滿語族神話比較研究》，頁 162~163。 
7王宏剛、于國華合著，《滿族薩滿教》，頁 23。 
8楊治經、黃任遠合著《通古斯—滿語族神話比較研究》，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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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薩滿是鷹神所變。9 

 西伯利亞的布里雅特人傳說天地間第一個薩滿是由神鷹所變，起因

於人類遇到為災難，天神令神鷹化為薩滿到人間幫助人類。但因人類不

懂薩滿的語言，所以神鷹只好把薩滿的稱號傳給他遇到的第一個人類。10 

 

三、人變薩滿 

滿族的創世神話—「天宮大戰」裡提到兩則薩滿由來的神話： 

阿布卡赫赫派神鷹哺育女嬰，使她成為世上第一個大薩滿。神鷹受命後

令神鳥銜來太陽河中生命與智慧的神羹餵育薩滿；用臥勒多赫赫的神光

啟迪薩滿，使她通曉星卜天時；用巴那母赫赫的膚肉豐潤薩滿，使她運

籌神技；用耶魯里自生自育的其功誘導薩滿，使她有傳播男女媾育的醫

術。女大薩滿才成為世間百聰百伶百慧百巧的萬能神者，安撫世界，傳

替百代。11 

 

四、神造薩滿 

雅庫特人傳說神鷹在人間選定了一個具備薩滿條件的孩子，它把孩

子的靈魂吃掉，朝著太陽升起的東南方向飛。落在一棵樹上，築巢產卵。

鷹卵孵化出一個孩子，這孩子是神鷹的後代，由眾野獸撫育成人，這神

                                                
9金啟孮，《滿族的歷史與生活—三家子屯調查報告》（黑龍江，黑龍江人民出版社，1981

年 2 月），頁 89~91。 
10楊治經、黃任遠合著，《通古斯—滿語族神話比較研究》，頁 161。 
11王宏剛、于國華合著，《滿族薩滿教》，頁 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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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的後代便是人間第一個薩滿。12 

 

五、鷹、人交媾後產下薩滿 

在「天宮大戰」裡提到另一個薩滿產生的神話： 

……不知又過了多少億斯萬年，北天冰海南流，洪濤冰山蓋野，大地上

只有代敏大鷹和一個女人留世，生下了人類。這便是洪濤後的女薩滿，

成為人類始母神。13 

不論薩滿起源神話的哪個典型，在故事中，都可發現幾個存在的因素： 

1. 薩滿的存在乃在於幫助人類，拯救人類脫離災難。 

2. 薩滿是人間與天界的溝通橋樑。 

3. 薩滿具有神、人的雙重身分。 

4. 薩滿所有的技能都是由天神（包含天獸）所給予和傳授。 

薩滿起源的神話，點出了薩滿在世間的主要職能和身分的神聖性。

薩滿身分的特性在於集世俗與神聖二元性於一身。世俗性在於，薩滿本

身是個人，儘管血統是由神直接傳承或神、人結合而來，神技是由天界

傳下，但平常生活與一般人無異，並未享有任何特權。平時薩滿身體的

活動空間在人間，只有舉行儀式降神或靈魂出竅時，靈魂能通三界，此

時薩滿則具有神聖性，被視為神或神的代言人，因此薩滿也被稱為大神。 

 

第二節 民間薩滿 

                                                
12楊治經、黃任遠合著《通古斯—滿語族神話比較研究》，頁 162。 
13王宏剛、于國華合著，《滿族薩滿教》，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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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薩滿乃相對於宮廷薩滿而言。薩滿的活動空間原本活躍於一般

民間生活，但阿爾泰語系的民族建立政權之後，也將民間這種具有超自

然能力的人帶入宮廷中為皇室服務，所以就產生了相對於民間薩滿的宮

廷薩滿。民間薩滿是宮廷薩滿形成的基礎，而宮廷薩滿也是民間薩滿活

動場所的延伸。 

民間薩滿又可按照氏族社會的性質分為德勒庫薩滿(derekū saman)14 

和穆昆薩滿（mukūn saman）。15依照德勒庫薩滿的活動內容，亦有人稱

為〝野薩滿〞16或安巴薩滿1718。薩滿的跳神型態大約可分為三種 : 1.大神

跳神；2.家神祭祀；3.只叩頭燒香，不跳神也不唱誦神歌的啞巴頭祭祀。

19 

穆昆薩滿與德勒庫薩滿都採取傳承制度，但傳承方式不同。滿族裡

面每一氏族有本氏族專屬的薩滿，且世代相傳，其主要工作為專祀本氏

族所供奉的神祇，替所屬的氏族祈福，並為本族族人治病。穆昆薩滿替

本族人所做的一切活動，被視為義務，故不收取報酬。 

薩滿的身分與職能，常常被提到的是人神之間的仲介人或使者、神

的代表，職能上則有跳神占吉凶、除邪治病等總體職能。具體到滿族的

                                                
14 得勒庫薩滿為流浪薩滿之意，dere 在滿語意為方向、地方，後加上否定詞 akū 指的

是沒有固定方向或地方。 
15 穆昆薩滿是滿語 mukūn saman 的漢字音譯，為氏族薩滿之意。 
16 何溥瀅，〈滿族三種薩滿辯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頁 77。 
17 安巴薩滿為滿語 amba saman 的漢語音譯，意為大薩滿。滿族習稱跳神者為大薩滿或

大神，在旁翻譯大薩滿話語的甲立或札力、側立（jari）則稱為二薩滿或二神。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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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5。 
19宋和平，〈薩滿跳神的表演藝術〉，《黑龍江社會科學》1998 年第 2 期（哈爾濱：黑龍

江社會科學研究所，1998 年 4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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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滿，除上述職能全具備外，家薩滿和大薩滿各有其職，簡單且顯而易

見的是家薩滿是跳家神，大薩滿是跳大神。 

滿族舉行祭祀時，薩滿為主要的司祝，在母系社會時期最初原為女

性擔任司祝角色，但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後來父系氏族社會取代母系

氏族社會，祭祀主要的司祝角色，也由女性轉為男性擔任。父系社會藉

由父系血緣關係的確定和神化是作為實現父系體制和意識型態的重要基

礎，而加強和神化這個基礎是出自現實生活的必然要求。母系社會將生

殖崇拜作為統治的基礎，到了父系社會時期，男性則利用血緣繁衍下的

祖先或英雄作為神化自己的方法，使父權取代母權。薩滿信仰的男性對

祭祀、領神等宗教權利的爭奪同樣是社會轉變過程中的重大事件，父系

公社通過男性祖先靈魂信仰使男氏族薩滿代替女氏族薩滿，或以男氏族

薩滿為尊，從而實現了男性對宗教權利的控制。20 

 

（一）德勒庫薩滿 

薩滿信仰的核心是以巫術為本質的自然崇拜，這種自然崇拜的情況在德

勒庫薩滿活動裡更是明顯。薩滿信仰在萬物有靈的觀念下，飛禽走獸、

山川草石無一沒有神靈，存在這是間的各種神靈掌管一切萬物，而薩滿

正是神靈的使者，也是人與神靈的溝通者、保護者。 

德勒庫薩滿與穆昆薩滿領神的區別在於，穆昆薩滿領的是氏族或家

族的祖先神，而德勒庫薩滿領的則是個別遊散的神，因此德勒庫薩滿依

                                                
20 孟慧英，〈父系氏族公社的薩滿教〉，《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1 期（西寧：青海民族學院出版，2001 年 1 月），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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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所領的神，專治某些病症，解決某些問題。薩滿信仰將世界分為三界，

上界是神靈所居住的地方；中界為人間，也是人類與各種動植物的住所，

但是中界也被各種神靈、鬼魂和妖魔所包圍；下界則為死去的靈體、鬼

魂和妖魔的居所。21薩滿具有神力，能溝通三界、跳神治病、過陰追魂，

這種功能表達出薩滿的巫術的性質。《龍沙紀略》有一段對薩滿的記載與

描述： 

降神之巫曰薩麻，帽如兜鍪，緣檐垂五色繒條長蔽面。繒外懸二小鏡如兩

目狀，著絳布裙。鼓聲闐然，應節而舞，其法之最異者，能舞馬於室，飛

鏡驅祟，又能以鏡治疾。偏體摩之遇病則陷肉，不可拔一振蕩之骨節皆鳴

而病去矣。多魅為嬰孩祟者，形如小犬而黑，潛入土坐，惟巫能見之，巫

伏草間伺其入，以氈蒙突，執刃以待，紙封坐門，然燈於外，魅知有備輒

衝氈而出，巫急斬之，嬰頓甦；婦著魅者，面如死色，喃喃如魅語，晝行

有小犬前導，巫亦能為除之。
22
 

引文中的「薩麻」，就是薩滿的同音異譯，能舞馬於室、飛鏡趨祟、以鏡

治疾，藉此也說明在古代北亞地區薩滿除了擁有巫術之外，也兼有醫療

功能。吉林省的樺川與舊稱雞林的吉林，這種薩滿跳神治病的習俗一直

保留到二十世紀，《雞林舊聞錄》就有一段薩滿跳神治病的記載： 

舍嶺村西尤屯附近一帶居民，多屬鑲黃、鑲藍兩旗。常因小兒染病，或燒

太平香，以祈禱家中平安，向祖宗及神前許願，于某日某時祭祖燒香。舉

                                                
21 忠彔、佟中明，〈錫伯族的薩滿教神界、薩滿和薩滿神歌〉《西北民族研究》1994 年

第一期（蘭州：西北民族大學出版，1994 年 1 月），頁 201。 
22 方式濟著，《龍沙紀略》收入《史料叢編‧塞程別紀 寧古塔志 塞北小鈔 龍沙紀略》

（臺北：廣文書局，民國 57 年），頁 23。 



第二章　 薩滿的由來與類別 25

辨之前，先須預備豬酒果供，用車請巫者來 。通稱之曰「單鼓子」， 亦曰

「薩滿」。凡許此願者，事前向神言明，屆時請巫者數人，但至多不過八人，

只
23
少亦須六人。第一日，殺豬宰羊，招待來賓。晚間于院內擺長案，神位

供設祖宗。巫者一人手持皮鼓，一面擊敲，一面念神歌，餘者亂擊皮鼓，

作響聲以助之。眾巫列于神前念歌畢，將神案請于家堂之上。次日(即中間

一日，俗稱為正日子。）除親友贈送禮儀，主人設宴招待外，晚間更為熱

鬧。天將暮時，腰繫鐵串鈴，擊鼓嗚鑼，以請神主，名曰「請大位」。待神

來時，巫者亂跳亂叫，自報神名，用針刺兩腮，以顯其神靈之威。些許退

神，再請金花火神、牛神、馬神、虎神、狼神、豹神，繼續再請其他各神，

直至天亮而後已（狼神來時為狼叫，虎神來時為虎叫。）第三日白晝，照

常招待遠近賓客。晚間同樣燃燭明燈，巫者共同擊鼓，請神送鬼。事前先

備六、七人為鬼，屆時扮鬼者 穿鬼衣，戴鬼臉，形若真鬼，在屋中亂跳亂

鬧，由巫者以鼓棒擊之出 ， 直至半夜而後已。總之，此舉如婚喪之重，

至少須一耗至數百金。但行之者並不以為異，亦怪事也。
24
 

又《樺川縣志》： 

按古以舞降神為人祈禱者曰巫。呂氏春秋，巫彭作醫巫，咸作筮，他如巫

賢、巫陽，皆巫之著者也。晉之桑田，漢之建興，傳者或有附會。若跳神，

則欺人之尤者，余竊非之。樺川病輒請巫，旗族尤甚，往往更漏初移，鼓

聲鼕鼕，達於街巷，詢之，則曰某家跳神也。
25
 

薩滿跳神治病多在晚上，且鈴聲伴隨鼓聲，鼕鼕作響，又有人穿鬼衣、

                                                
23 「只」應為「至」的筆誤。 
24 魏聲龢著，《雞林舊聞錄》（吉林：吉林文史出版社，1986 年 6 月），頁 276。 
25 鄭士純修，《樺川縣志》（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17 年），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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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鬼臉，假扮鬼，與薩滿演出一場驅鬼儀式，更增添了夜晚的神秘的氣

氛。 

薩滿的選取一般來說有神選和人選兩種，神選的薩滿一般有一定的

徵兆，常見的有三種：一是出生時的異常現象；二是久病不癒；三是患

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具備其中一種徵兆，就有可能被選為薩滿。26凌純聲

所著《松花江下的赫哲族》提到在混同江北岸葛門嘎深27居住一個寡婦，

他有一個兒子名叫克木土罕，身患重病，於是請薩滿來跳神治病。薩滿

跳神之後，傳達神喻，指克木土罕的病乃是曾祖父的薩滿神作祟，克木

土罕若想病癒必須領其曾祖父的薩滿神。28 

薩滿領神又叫授神，領神的內容包括學習降神、跳神，祭神時的祭

歌禱詞且要熟悉神譜與力帶領其神的薩滿名，所以在知識不普及的時代

裡面，薩滿也肩負著傳達知識的工作，堪稱為當時的知識分子。每個氏

族薩滿與所領的神不一樣，所以領神的內容跟儀式也有所不同，凌純聲

的赫哲族田野調查報告書裡面，對薩滿領神有一段詳細的描述： 

做一個薩滿要學會許多的技術，這技術的傳授，漢語稱之為領神。赫哲族

的薩滿不是世襲的，也沒有某階級或某種人的限制，他們相信某人須做薩

滿，完全要憑神的意思。年齡在十五、六歲至二十四、五歲之間的人，害

了精神病，久而不癒，請薩滿跳神治病亦不見效時，乃由薩滿禱告許願云:

「如病人得癒，願教領神。」病人若果因此而得痊癒。即須至薩滿處謝神

                                                
26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歷史考察》，頁 28~29。 
27 嘎深為滿語 gašan 的漢字音譯，意為村莊。 
28 凌純聲，《松花江下的赫哲族》（臺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80 年 10

月），頁 65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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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願。再經過數月或一、二年後。許願領神者如又患病，是為領神時期的

徵兆。那時前次代他許願的薩滿為之預備領神的手續。在病人已入於昏迷

狀態的時候，扶之坐在坑上。一老人為「甲立」，坐在他的背後，雙手扶

其兩肩。在炕前地上，正對病人供一愛米，燒「僧其勒」香草。薩滿穿戴

神衣神帽。坐在炕沿上，擊鼓請神，口中念念有詞，先報他自己的裝束及

所用神具，大意云:「十五根神桿，桿下一對朱林神，還有飛的神鳩，大

的神鷹。身掛十五個銅鏡，背後護背鏡；頭戴五叉神帽，胸前掛銅的布克

春神，鐵的薩拉卡神。服神衣，穿神袴，束腰鈴，圍神裙，手套神手套，

足登神鞋，取鼓槌，執神鼓。鼓聲起，神四佈。」報至此再擊鼓三聲，繼

續報他所領的神名，大意云:「騰雲駕霧的老爺神，娘娘神，在雲城上和

霧城上盤旋。在三個山峰的中峰坡下有個愛敦神、鹿神。在天河中大石城

內的神桿下臥著一虎神。鄂倫春人那邊的柞樹神和石頭朱林神。在北海島

上石門屋伏著一對虎神。南海中三個山峰坡下的神，烏蘇里江南岸水漩處

的鰉魚神，七星嶍子坡下九個門前的娘娘神。」如薩滿所報之神名及神具

為領神的病人所當領的神，那時病人的雙肩乃不斷的微微震動，甲立即報

說：「抖了」。否則不震動，甲立即報說:「不抖」(嘎爾當人用)或(富克錦

人用)。薩滿便須改變其詞為之另找某某神或某某神具，在南海或北山或

某湖畔，或某河邊，各處去請神。並須一樣一樣的細細報告，直至說中發

生影響於病人為止。薩滿見病人的雙肩微微顫動，身亦漸漸隨之而動時，

知諸神快要降臨，乃更向神祝禱云：「室內已燒起了僧其勒香草，倘使你

是真正的愛米，不要害怕，快快附入你的主身。」到了此時，領神的病人

顛動全身，向炕前移動，愈顛愈甚，至炕沿則兩足垂下，兩手張開作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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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跳向炕上愛米撲去，那時便入於昏倒狀態。旁人將其扶起，並將薩滿的

腰鈴及神裙解下為之繫上，薩滿授之以鼓及槌。領神的病人自會擊鼓跳

舞，此時跳動若狂，必須兩人扶著。跳行數週，愈跳愈急，鼓聲亦愈大，

扶者強之安睡炕上稍息。他休息片刻，喘息稍定，神智亦得恢復。他們相

信此時愛米已離去其身。神智定後，薩滿乃將方才請神的咒語與他發生關

係的一種，從頭至尾一句一句再述一兩遍，領神者須牢記在心。授神的儀

式，即算終了。此種儀式都在晚間舉行。自此以後，即為練習時期，為期

九日。
29
 

錫伯族的薩滿領神也大同小異，通常來說要過三關—神靈的選定、

薩滿的教授、上刀梯的考驗。30所謂神靈的選定是指由神靈感召而非自小

就立志當薩滿，並且從小或青春期就表現出不同平常人的徵象，例如：

恍惚、昏厥、精神狀態不穩、久病不癒或是喜獨自在村外曠野遊歷等。

薩滿的教授就是由一資深薩滿收為徒弟，凡師父外出跳神治病、主持儀

式，都將徒弟帶在身邊學習，並將珍貴的《薩滿神書》（錫伯語為 zharin 

bithe）與「薩滿神圖」取出，讓徒弟抄繪一份，珍藏供奉。最後一關上

刀梯，則是檢證是否有資格成為真正的錫伯族薩滿的儀式，舉行上刀梯

儀式前，大約十天前就需要開始精心準備，在徒弟家的家院劃出一個方

形的空間，稱為「聖潔的薩滿大院」，聖潔的薩滿大院四周，四角還要拉

起大杆，用繩索將大院圍起，並在繩索上繫上各色的布條、色紙、羽毛、

弓箭等，為以防止妖魔鬼怪的入侵。 

                                                
29 凌純聲，《松花江下的赫哲族》，頁 114~116。 
30 忠彔、佟中明，〈錫伯族的薩滿教神界、薩滿和薩滿神歌〉《西北民族研究》，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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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刀梯的前七天，開始架設刀梯，刀刃向上且銳利，每一級刀刃上

面墊一張或兩張黃裱紙。刀梯的級數視上刀梯者而定，但不能少於十七

級也不能多於四十九級，紮刀梯多由上刀梯者的親友擔任，且刀梯紮完

後即淨空大院，並需有人日夜看守不許其他人進入，以防有仇家或其他

人蓄意破壞，造成傷害。著喪服與經期婦女禁止觀看薩滿上刀梯儀式，

因為他們被認為不潔，會帶來不測。上刀梯到最上一階時，需要由空中

仰面倒下到下方拉起的大網裡，若是不敢即下刀梯，只能成為法力弱小

的薩滿，若是成功倒下到大網裡，又用手從滾燙的油鍋裡撈起油餅，請

大家分食，即可通過認證，成為法力高強的薩滿。 

薩滿跳神是薩滿信仰最主要且最基本的宗教儀式，主要目的在祭

祀、取悅神靈並博得神靈的保佑與賜福，在科學尚未發達的年代，人類

無法預知並掌控自然的突然變化，藉由薩滿—神與人之間的中介者—跳

神，取悅神靈。薩滿熟知本族歷史和神話，深諳人世風俗，按著一定曲

調，傳唱歷史故事、英雄事蹟或是即席創作。薩滿除了是神的使者外，

同時也是一名歌手、舞者、故事家和知識傳遞者。
31 

（二）穆昆薩滿： 

穆昆薩滿主要的工作在於舉行氏族祭祀的祭典時，擔任司祝的角

色，在平常氏族裡有人需要請神或治病時，穆昆薩滿也需要提供氏族成

員所需的服務。 

《瀋陽縣志》裡對家祭的薩滿有一段記載： 

                                                
31 陳伯霖，〈北方民族薩滿跳神的原始娛樂功能〉《黑龍江民族叢刊》，1995 年第一期（哈

爾濱：黑龍江省民族研究所出版，1995 年 1 月），頁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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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滿俗奉祀神杆由來已久，後漢書三韓諸國邑名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為天

君，立蘇塗建大木，以懸鈴鼓，事鬼神，滿俗凡家祭，設司祝（即跳神之

巫，俗稱伯衣薩滿
32
），與一人主祭者相合。又滿語稱神杆為索摩

33
，與蘇

塗音亦相近，鈴鼓亦具，惟司祝用之，不懸於神杆耳。又遼金亦有拜天之

俗，滿州源流暨欽定盛京通志，俱引前說，據此則索摩之制，蓋兼祀天神

人鬼矣。
34
 

穆昆薩滿的產生與德勒庫薩滿雖然一部份都有神選的成分，但是這

兩者產生的方式還是存在著不同，其中最大的差異是有一部分的穆昆薩

滿是由助手到正式薩滿經過層層訓練而產生。要成為掌管一個氏族祭祀

活動的薩滿，其訓練考核最少有以下五個等級： 

第一級：稱為「阿濟格側立」35年齡在 10~15 歲之間，舉行祭祀活動時傳

遞祭器等簡單工作為主要內容。 

第二級：稱為「德博勒側立」36年齡在 20 歲左右，主要工作內容是舉行

祭祀時傳遞供品。 

第三級：稱為「阿西罕側立」
37，年齡在 25 歲左右。 

第四級：稱為「按木巴側立」也叫〝按木巴色夫〞38，年齡在 35 歲左右。 

第五級：稱為「薩克達色夫」39，年齡在 40 歲以上。 

                                                
32 伯衣薩滿是滿語 booi saman 的漢字音譯，意為家薩滿。 
33 索摩為滿語 somo 的漢語音譯，意為還願神杆。 
34 《瀋陽縣志》卷一一〈禮俗〉（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6 年），頁 5。 
35 阿濟格為滿語 ajige 的漢語音譯，側立為滿語 jari 的漢語音譯，也有翻成札立或甲立，

意為助手，阿濟格側立就是小助手之意。 
36 德博勒為滿語 deberen 的漢語音譯，德博勒意為崽子，用來指稱不成熟的助手。 
37 阿西罕為滿語 asihan 的漢語音譯，阿西罕為青年的意思，意為青年助手。 
38 按木巴就是安巴的同音漢譯，色夫是滿語 sefu 的漢語音譯，意為大助手或大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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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三級青年助手開始，都可以從事主祭儀式，如震米、領牲、做供品

等，也都有充當薩滿的資格，但能否成為主要的薩滿主要還是看助手掌

握祭祀技術的熟練程度。 

薩滿的祭祀活動除了以上所說的側立助手以外，還有一種助手—鍋

頭，主要籌辦祭品與殺豬、煮肉的工作，但是鍋頭卻沒有成為家薩滿的

資格。40「薩克達色夫」是最具權威的薩滿，氏族裡的穆昆薩滿就是由這

個階級擔任。「薩克達色夫」不僅是祭祀活動中配合穆昆達的組織者和領

導者，而且薩克達色夫與穆昆達同時也是認定誰能在家祭擔任家薩滿角

色的仲裁者。薩克達色夫相較於其他薩滿，有一個特點值得重視—除了

祭祀活動以外，薩克達色夫也要參與族內事務性工作，且在他去世之後，

會跟大薩滿一樣，被奉為祖先神，受全族人祭祀，這一特性可以說明之

後滿族祭祀活動裡神權與族權相結合的理由。滿族的薩滿活動女性原是

祭祀的主角，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父系氏族社會代替了母系氏族社會，

祭祀者也由男性代替了女性。女性薩滿社會地位下降，脫去神衣就被認

為是不潔淨的人，同其他婦女一樣被排斥在祭祀活動的主體之外。因此，

穆昆薩滿往往選族中有聲望的人或由族長擔任,
41而家薩滿的最高薩滿稱

為薩滿達42。 

薩滿的選召和養成有其嚴格的一套程序，不論德勒庫薩滿或是穆昆

薩滿，都必須經過一連串的神選確認或是家族會議，等確定之後，由大

                                                                                                                         
39 薩克達為滿語 sakda 的漢語音譯，意思是老者，薩克達色夫就是老師傅的意思。 
40 宋和平譯注，《滿族薩滿神歌譯注》（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年 10 月），

頁 3~4。 
41 鐵玉欽主編，《盛京皇宮》（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 年 8 月），頁 273。 
42 薩滿達乃從滿語 samanda 音譯而來，意為薩滿長。 



清代宮廷薩滿的職能與轉變 32 

 

薩滿或薩滿達為新產生的薩滿作培訓的工作。民間的家薩滿在實習或培

訓的各階段，都有一批人共同學習，這一批正式的薩滿、薩滿實習者、

札立助手與鍋頭可以視為是各司其職的家祭薩滿團體。 

滿族的穆昆薩滿，他們服務的對象都以氏族為對象，薩滿本身屬於

哪一個哈拉穆昆，43那麼他所服務的對象也是同一個哈拉莫昆。又因氏族

的遷徙和繁衍的不同，所以各氏族的薩滿需要的數量也不同，各姓薩滿

的人數多寡，主要取決的條件有四點44: 

1. 本族的族脈繁衍和分布情況。有些氏族居住地過於分散，因

此支系繁多分布區域廣大的氏族就需要多一些的薩滿；相反

的情況下薩滿的需求量相對的減少。 

2. 依照各族的經濟狀況而定。薩滿祭祀所需的祭品、祭器、祭

祀活動都需要花費辦置，富裕的氏族則能講究操辦，相反的

只能從簡，因此薩滿的盛衰也離不開經濟實力。 

3. 本姓薩滿自身的意願。本姓薩滿達是主管宗教活動的人員，

他本人若願意投身培養薩滿，則薩滿人數就多，否則就少。 

4. 氏族聯席會議的議定。薩滿人數的多寡最終掌握在氏族會議

的決策，會議由穆昆達，
45召集各系長老、薩滿、和本族中一

些有威信的人參與、選擇、定酌。因為培養薩滿不是個人的

事，而是全族的大事。 

                                                
43 哈拉穆昆乃滿語 hala mukūn 之漢字音譯，意為氏族之意。 
44 富育光、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教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 1991 年 7 月），

頁 105。 
45 穆昆達乃滿語 mukūn da 的漢字音譯，意為族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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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論氏族會議最終決定如何，選出來的薩滿血緣上都必須是本姓本族的

人，女薩滿也不例外，本姓不婚的女兒也可以當薩滿，對於要出嫁到外

氏族的女人，本氏族的人們不願意培養或確立其薩滿資格，何況當女性

嫁到其他氏族之後，若想祭祀自己的氏族神靈還會受到許多限制，甚至

受到排斥，所以要嫁出的女兒則沒資格入選為氏族薩滿，但若原本已經

領神的女薩滿，他所領的神無法被他的兒女繼承，該神靈只能成為他個

人的保護神。相對於本族的女兒來說，外姓嫁入的媳婦則情況不同，由

外姓嫁入本氏族之後，媳婦則被視為該氏族的人，所以可以擔任本族薩

滿的工作。滿族認為就算女薩滿已出嫁到其他穆昆，但她的靈魂在死後

則依然會回到本族裡，不會留在夫家；滿族也認為當薩滿容易絕戶，因

此也形成獨子不當薩滿的習俗。 

（三）薩滿的配備與工作： 

3.1 配備： 

薩滿跳神除了口頌神歌之外，祭祀活動裡的各項神器也不可缺少。薩滿

祭祀活動時所需要的一切器物、服裝廣義的來說，都可被視為神器。薩

滿祭神時，需穿戴神帽、神衣、閃緞神裙外，還需配戴神鏡、腰鈴，手

持神鼓、神刀等(附圖 1)。 

神帽(yekse)：神帽的上方多綴有裝飾物，以神鳥、彩帶和銅鏡最為常見，

神鳥的數目用以象徵薩滿能力的高低或是天的層數。滿族的《尼山薩蠻

傳》裡描述尼山薩滿過陰追魂時，穿戴的是： 

ibagan i etuku , si�a hosihan be etume hūwaitafi uyun cecike yek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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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ujude huk�efi…。
46
 

穿戴鬼怪的神衣，腰鈴、女裙，頭上戴了九雀神帽 

神帽的裝飾物象徵薩滿能力高低，滿族以九為最高級數，但在黑龍江寧

安縣的調查中，也曾出現有十三隻鳥的神帽，47另外也有以神帽裝飾物作

為薩滿派別的標誌。凌純聲所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裡即提到，薩

滿的神帽代表兩種意義，一是品級，另外則是薩滿的派別。赫哲族的神

帽以鹿角做裝飾，以鹿角的叉數多寡而分品及的高下。薩滿派別則因鹿

角的裝飾不同而分為：（一）河神派；（二）獨角龍派；（三）江神派。河

神派的神帽上的鹿角左右各一枝；獨角龍派的神帽左右各兩隻鹿角；江

神派的神帽鹿角左右各三枝。
48有時神帽上會掛有小神鏡，其目的在保護

頭，故又稱為護頭鏡。49 

 

閃緞神裙（alha hosihan）：滿族的神裙有兩種形式，一是直接用彩色的布

縫製而成；另一種則是以白色或其他顏色為底，裙子上面縫上飄帶。若

有人藉由薩滿祈願成功，就會在薩滿的神裙上縫上飄帶，用以表達對薩

滿的感謝與還願，薩滿也可藉此證明法力。 

 

腰鈴（si�a）:腰鈴多為銅製或鐵製，也有骨製，一串腰鈴大約十幾個到

二十幾個，故重量不輕，所以縫製在皮上。腰鈴的作用在於薩滿降神舞

                                                
46 莊吉發譯著，《尼山薩蠻傳》（臺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6 年 3 月），頁 73。 
47 宋和平譯注，《滿族薩滿神歌譯注》，頁 11。 
48 凌純聲，《松花江下的赫哲族》，頁 105~106。 
49 凌純聲，《松花江下的赫哲族》，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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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時，搖擺身體，能與手中神鼓相應。 

 

神鏡（toli）：傳說薩滿的神鏡乃由閃電所變，其目的在保護薩滿跳神時，

不受邪靈惡術的侵擾；神鏡的由來另有一傳說，天地創始時，一片混沌

黑暗，天神阿布卡恩都里用火煉製了神鏡，神鏡起初的用途是照亮大地，

去除黑暗邪惡。50薩滿跳神時，身上會配有許多神鏡，最重要的一枚是配

在胸口的鏡子，又稱為護心鏡，薩滿相信，護心鏡與神靈是在一起的，

所以護心鏡若是遺失或損壞，薩滿會認為災禍即將降臨。51薩滿身上的神

鏡越多，越能加強法力，且更能有效的抵禦邪靈的干擾。 

 

神鼓（imcin；yemcen）：神鼓為薩滿神器裡是最重要的一項，不同部族

的薩滿，神鼓的大小不一樣，神鼓薩滿請神時，除了是神器外也是樂器，

薩滿需仗賴鼓聲，有節奏的舞蹈與歌唱。在傳說薩滿神鼓乃是雷神的化

身，在薩滿與妖魔鬥法時能鎮攝妖魔，神鼓也可以作為薩滿上天下海，

過陰追魂的代步工具，《尼山薩蠻傳》裡提到尼山薩滿到陰間，想要渡河

卻沒有擺渡者，於是他將手鼓拋到河上，站在上面，駕著手鼓旋風似的

渡河。
52 

 

3.2 工作： 

                                                
50 王孝廉著，《東北、西南族群及其創世神話》（臺北：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民國 81 年），頁 40。 
51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歷史考察》，頁 44。 
52 莊吉發譯著，《尼山薩蠻傳》，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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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薩滿跳神祭祀，若是跳野神，通常不需祭品，只需薩滿降神與

札立彼此問答，替詢問者解決問題，若真需要降神時的祭品，則由請求

降神者提供。《尼山薩蠻傳》53裡面，巴爾杜巴顏員外（baidu bayan yuwan 

wai）心愛的兒子在打圍時，魂魄被鉤走，因而身死，員外找上法力高強

的尼山薩滿幫他救回兒子的命，裡面記載尼山薩滿兩次降神，可以看出

祭品準備的情況： 

saman hendume tuktan jihebe dahame emu mudan tuwambureo gūwa niyalma 

oho bici ainaha seme tuwarakū bihe sefi dere yasa obufi,hiyan deren 

faidafi, muheliyen tonio be muke de maktafi, falan dulin de mulan 

teku be sindafi saman beye ice galai yalai yemcen be jafafi hashū 

galai hailan moo gisun be halhifi teku de teme yemcen be torgime 

geyeme baime deribuhe hocohūn jilgan hobage be hūlame den jilgan be 

dahinjime yayame baifi weceku be beyede singgebufi…。
54
 

薩蠻說：既是初次來的，給你看一次吧！若是別人，斷然不看。說後洗了

臉眼，擺設香案，把大圓棋拋到水裡，房子中間放了板凳。薩蠻自己右手

拿了男手鼓，左手盤繞榆木鼓推，坐在座位上，敲著男手鼓，咕咕地開始

請著，美妙的聲音唱著火巴格，
55
高聲反覆喊著德揚庫，喋喋地請著，使神

祇入於己身。 

                                                
53 《尼山薩滿傳》是滿族唯一用滿文紀錄的民間文學作品，這與單一口頭形式流傳的

民間文學有所區別。《尼山薩滿傳》的珍貴性不僅在於它的內涵廣泛和歷史久遠，而且

在於《尼山薩滿傳》流傳於不同地區，不同民族；不同文本和內容但描述同一個主題。  

宋和平，〈《尼山薩滿》語言藝術論析〉，《民族文學研究》1999 年第 1 期（北京：中國

社會科學院少數民族文學研究所，1999 年 2 月），頁 40。 
54 莊吉發譯，《尼山薩蠻傳》，頁 53~55。 
55 hobage（火巴格）是薩滿等所唱神歌之尾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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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顏員外來詢問兒子死亡之事，這裡薩滿降神除了擺設香案以外，未有

預備任何祭品。但後面當尼山薩滿要入陰間解救員外之子時，她吩咐員

外需備妥幾種東西—犬、雞、醬、紙： 

ni�an saman hendumen sini boode ere jui i emu inenggi banjiha indah

ūn bi, geli ilan aniya amila coko, misun jergi amba muru bodoci bidere 

seme fonjirede。…ni�an saman coko indahūn be kutulefi misun hoo�an 

be meiherefi geren weceku �urdeme dahalafi bucehe gurun i baru ilmun 

han be genere…。
56
 

尼山薩蠻問說：你的家裡有和這個孩子同一日生的犬，以及三年的公雞、

醬等，大概算來有吧！…；尼山薩蠻牽了雞、犬，扛了醬、紙，跟隨在眾

神的周圍，往死國去找嚴羅王。 

相對於薩滿跳野神來說，家薩滿祭家神的工作並不施行昏迷術，不

進入昏迷狀態，
57進行的是一連串繁複的祭祀工作，相對之下規儀就顯的

繁複許多。滿族所謂祭家神，就是祭祀神案與祖宗匣子裡的祖先神，神

案是家神的畫像，與祖宗匣子並列。祖宗匣子一般放置在神龕裡，神龕

通常在滿族家屋裡的西牆，滿族以西牆為最神聖，故家神案子與神龕就

設在西牆。祭家神時有些家族先祭家神案子，再祭祖宗匣子裡的祖先神；

有些則先祭祖先神再祭家神案子。 

滿族在祭家神前，需要準備許多工作與祭品，這些工作通常由正式

或實習的薩滿團體籌備。北京圖書館藏有一本珍貴的《滿洲西林覺羅氏

                                                
56 莊吉發譯，《尼山薩蠻傳》，頁 61~63、79~81。 
57 宋和平、孟慧英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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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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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書》，此書寫成乃因滿洲各姓氏不同其祭饗禮儀也各不相同，又恐世

遠人湮詳細規條莫能記憶，且無書籍可考，故成此《滿洲西林覺羅氏祭

祀書》，此書記載祭家神基本的幾項工作有淘米、震米、打糕、做糕、供

糕、抓豬、踩豬、領牲、殺牲、擺件、燎毛豬等。58
 

淘米：淘米的材料為黃米，第一次淘米先用淨水洗米，後將淘好的米蒸

熟成飯，用淨罈盛裝，放在西坑神下，待其自發成就酒釀。59第二次淘米

在祭祀前兩日開始，將要祭神用的米、豆等物洗淨濾乾，用鍋炒熟備用，

若需碾成細麵以做餑餑的米、豆等物，也需以淨籮裝盛，並以淨布覆蓋。

60淘米不論洗米或洗滌祭神用的碗、碟、盅等祭器，均強調潔淨，需用剛

打來的泉水或井水—即「金河水、銀河水」，不能用水缸裡的水，清洗後

的髒水也不能隨便亂倒，需倒在固定的地方。61
 

 

震米：在裝盛黃米的容器如缸、槽、盆等旁邊，家薩滿手持神鼓跳神，

一方面通知神靈祭祀的消息；另一方面在用鼓聲震跑災殃邪祟。
62
 

 

打糕、做糕：打糕的時間是祭祀日的五更開始，63有薩滿團體的由薩滿團

                                                
58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北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

卷，冊 44。《西林覺羅氏祭祀書》裡薩滿的工作，因家族裡沒有薩滿所以由氏族裡潔淨

的男女擔任，此書作者因年愈七旬，恐子孫日後不習祭祀之儀，以致任意簡瀆，獲罪

匪淺。此書未提及薩滿，但與其他資料相對照之下，其工作與其他家薩滿祭祀前後所

需準備的工作，大致上是一樣的。 
59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11。 
60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11~12。 
61 宋和平、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77。 
62 宋和平、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77。 
63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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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預備，若沒有薩滿的則由家族裡的潔淨婦女預備，但打糕時這些預備

者都會被要求必須穿著潔淨的衣服，並要洗臉、盥手、漱口。打糕指的

是將黃米放入蒸籠蒸熟，再由兩人一組舞動榔頭，輪流在打糕石上將黃

米打成麵糊狀為止，榔頭舞動時在胸前還要畫「∞」字形。做糕就是將

打好的黃米，放在舖有一層黃豆麵、鹽的炕桌上做成餑餑，樣式有圓有

長，作法有籠蒸有油煎，各姓氏不同形狀和作法也有所不同。64
 

 

供糕：供糕就是將做好的餑餑擺設在神靈前面，供糕裝盤時由第一盤、

第二盤…到第八盤順序不可錯亂。裝盤之際令薩滿或潔淨男子洗手恭請

神匣
65，並請薩滿唱神歌。供糕時強調所供的餑餑需要新、淨、好，藉此

表達對神的誠心與敬意。66
 

 

抓豬：抓豬指的是從豬圈裡趕豬、捆豬的儀式，滿人祭祀用的豬需是純

黑無雜色的豬，雌雄不拘
67，需由祭祀人家自己飼養，從小選定好的豬，

便割耳做記號。民間有「窮死滿州」的俗話，68指的就是滿人所飼養的豬，

不上街賣，只供祭祀的情形。抓豬時，將豬的嘴和雙腳綁住，放到供桌

西南坑，也就是堂屋做飯的地方，頭向外，腿嘴朝北。 

 

踩豬：薩滿手敲神鼓並由助手輔助，腳踩在豬身上走來走去的一種跳神

                                                
64 宋和平、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77。 
65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13。 
66 宋和平、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78。 
67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14。 
68 宋和平、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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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這個儀式的意義在於讓豬老老實實，心甘情願的成為神靈的祭品。 

 

領牲：領牲指的是神靈接受獻牲的儀式，領牲前，薩滿先跳神唱神歌，

並把剛取來的泉水或井水灌進豬耳，豬若搖動豬頭或整個身體搖顫，表

示神靈接受；若豬沒有反應，則表示神靈不領此牲，薩滿需要再次跳神

唱神歌，直到神靈願意領牲為止。69
 

 

殺牲：殺牲是指宰殺所獻的牲品。操作殺牲工作的人是薩滿團體裡的鍋

頭，殺牲期間眾人與操刀者不許言語出聲，
70殺豬時鍋頭左腿單跪，左手

拿刀，一刀入牲，立即斃命。71殺豬時需有一潔淨之人拿盆在旁待命，等

鍋頭刀出時，立即接豬血，並要急速環攪，以待灌製血腸。 

 

擺件、燎毛豬：豬被宰殺之後，將豬刮毛或剝皮，力求潔淨。豬內臟的

苦膽則取出懸掛在媽媽神的原位上，其餘依照需要的件數切割，在煮熟

之後擺回全豬形，稱為擺件。通常豬頭算一件，則四個豬蹄割開，加上

豬頭，稱為擺四件；若要擺八件，則豬頭、四蹄加上後背一件、左肋一

件、右肋一件。燎毛豬指的是宰牲完的豬，直接用火烤至熟，祭神時不

需擺件，直接全豬上供桌。不論擺件的祭豬或是燎毛豬，祭神時皆須豬

頭向神，豬尾向外，72豬背上都需插一把刀，意思是請神靈享用。73
 

                                                
69 宋和平、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80。 
70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18。 
71 宋和平、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80。 
72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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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神完畢全族人則要一起吃阿木孫肉，阿木孫肉又稱為大肉飯，由

鍋頭將煮熟的肉直接撈起，切成片狀與族人在屋裡分食，吃祭肉時不上

桌，按長幼或蹲或坐在鋪布單的地上，客人可坐在坑上，以白鹽沾肉而

食，以表敬意；剩下吃不完的祭肉，則再做與小米合煮成小肉飯。婦女

吃肉飯時在屋裡吃，男子則可以在庭院吃，所有的祭肉，全族人需要全

部吃完，不可有剩。《西林滿洲覺羅氏祭祀書》裡面提到，家薩滿在舉行

家族祭祀時，全程需用老清語，並口頌「鄂羅」。74
 

 

第三節 宮廷薩滿 

薩滿活動的主要內容乃是以巫術為主體而發展的文化現象，雖然薩

滿信仰乃是以亞洲北方阿爾泰語系的諸民族為典型，但巫者的活動在各

民族中，卻是普遍現象。巫者在宮廷裡面活動並非始於清朝，早在《周

禮》〈春官〉就已記載巫者與宮廷互動的記錄： 

男巫，掌望祀族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

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女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若王后弔，

則與祝前。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
75
 

滿族的先祖—女真人所建立的金朝對於薩滿在宮廷的活動記載也屢見不

鮮。《三朝北盟會編》裡有一段記載用來說明女真人崇尚巫祝： 

粘罕善用兵好殺，骨捨剛毅而強忍，兀室奸猾而有才，自製女真法律文字，

                                                                                                                         
73 宋和平、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80。 
74 鄂羅意為進之意，指的是勸神進肉進酒，《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則稱鄂囉囉。鄂

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27。 
75 《周禮》 (臺北：新興出版社，民國 55 年) 卷二十六，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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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一國，國人號為珊蠻。珊蠻者，女真語巫嫗也，以其變通如神，粘罕

之下，皆莫能及，大抵數人皆黠虜也。
76
 

薩滿的工作不只替皇室祈福禳除，醫病問卜，有些女薩滿，甚至成為皇

室後宮裡的后妃。《金史》裡記載一段金熙宗怒殺皇后裴滿氏，另納一女

薩滿入宮的史料：「十一月癸末，殺皇后裴滿氏，召胙王妃撒卯77入宮。」

78 

薩滿因能降神，並通三界，故於宮廷裡，皇室不免藉由薩滿的特殊能力，

尋求幫助，其中又以皇嗣繼承的問題為重，金朝皇室曾面臨無子嗣繼承

的困難，於是招薩滿通神，《盛京通志》則記載了一則薩滿替金朝皇室求

子，延續皇室血脈的紀錄： 

      金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通神語甚驗，乃往禱焉。巫良久曰：男子之魂至

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受之，生則名之曰烏可迺，是為景祖。

又良久曰：女子之魂至矣，可名之曰五（亞鳥）刃。又良久曰：女子之兆

復見，可名曰幹都拔。又良久曰：男子之兆復見，然性不馴良，長者殘忍，

無親親之恩，必行非義，不可受也。昭祖方念後嗣未立，乃曰：雖不良亦

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繼而生兩男兩女，次第先後皆如巫之

言。
7980

 

                                                
76 徐夢莘著，《三朝北盟會編》（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 51 年）卷三，頁 10。 
77 薩滿（saman）在《欽定遼金元三史國語解》裡漢字寫作撒卯或撒抹。參閱《欽定遼

金元三史國語解》遼史語解，卷八，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北：臺灣商務

印書館，民國 72 年），頁 93。 
78 脫脫編，《金史》卷四，收入《百納本二十四史》（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6

年 7 月），頁 14。 
79 崔南善，《薩滿教剳記》（韓國，民俗苑發行，1992 年 1 月），頁 83。 
80 關於這一段史料的記載，除了《盛京通志》外，在《金史‧烏古出傳》裡面也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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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金定都瀋陽，太祖努爾哈齊保留祭堂子、祭神竿、祭天等薩滿祭

祀活動，因此藉由家族勢力與國家政治的結合，將民間的薩滿活動一併

帶入清廷中。盛京皇宮中薩滿祭祀的活動地點主要在清寧宮中，清寧宮

位于盛京皇宮中軸線北端 3.8 米的高臺正中，以巍峨高聳的鳳凰樓為門

禁，與〝關雎宮〞、〝麟趾宮〞等東、西四宮構成一獨立院落。清寧宮面

闊五間，進深三間，前後之方形廊柱有別于其它殿宇，宮前丹陛石階六

級，單檐覆以琉璃瓦，硬山式大屋頂。東次間開門，東稍間闢為暖閣，

暖閣內隔成兩間，北設“龍床＂為帝后寢居，南設炕以饗客及處理政務。

西外四間相通為堂屋，內有方形檐柱六根圍砌于環形炕沿。堂屋內空間

寬敞，南北對開吊搭式直欞窗；門口設俎案，北灶台內置大鐵鍋兩口。

屋頂滿繪方格彩畫龍鳳天花。按照滿族習俗，這裡為薩滿祭祀之所。81 

清寧宮作為盛京皇宮的家祭場所，其特色也與滿族的生活習慣緊密

連結。清寧宮仿造建州老營的「平山築城三層，啟建樓台」的建築風格，

以平地夯土起台，外立磚貼砌，於平台上建築寢宮。再與其他四宮連成

一個四合院，這種北方四合院，依據長幼尊卑所居位置不同，既可辨別

                                                                                                                         
段類似的記載，記載如下：初，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乃往禱焉。

巫良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若生，則名

之曰烏古迺，是為景祖。又良久曰：女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鵛忍。又良久曰：女

子之兆復見，可名曰斡都拔。又久之，復曰：男子之兆復見，然性不馴良，長者殘

忍，無親親之恩，必行非義，不可受也。昭祖方念後嗣未立，乃曰：雖不良亦願受

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女，其次第先後，皆如巫之言。遂以

巫所名名之。景祖初立，烏古出酗酒，屢悖威順皇后。后曰：巫言驗矣，悖亂之人，

終不可留，遂與景祖謀而殺之。部人怒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奈

何殺之？欲殺景祖。后乃匿景祖，出謂眾曰：為子而悖其母，率是而行，將焉用之，

吾割愛而殺之，烏古迺不知也，如輩寧殺我乎？眾乃罷去。脫脫著，《金史》卷六十

五，頁 4。 
81 白洪希，〈盛京清寧宮薩滿祭祀考辨〉《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 年第 2 期(北京：故

宮博物院出版，1997 年 4 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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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幼次序又可形成安全舒適的居住環境。 

東北因為冬天天氣嚴寒，內屋特有的特徵是三面環炕，以清寧宮來

說東次間開門處左側為俎案，沿俎案南、西、北三面連成「匚」字形大

炕，這種建築稱為口袋房、萬字炕。屋外西北角地面上壘起煙囪，清寧

宮的建築特色乃是取自東北民間宅居，民宅特點應用于宮殿建筑形式的

一個例子。又因清寧宮需要跳神祭祀，故牆垣籠壁率皆以木門，皆向東

的習慣，擴大了室內空間，便於祭祀時供肉與跳薩滿，給宮廷薩滿祭祀

創造了一個寬綽的「舞台」。82 

清寧宮西炕為賓客的位置，且不開窗門，西牆面積大，又為尊位故

成為供神之處，清寧宮又因三面環炕，除了屋內能禦寒保暖之外，也為

祭祀時分食祭品提供了方便的條件，因為這幾項特點，所以清寧宮可以

明顯的看出滿族「人神同舍」、「世代饗祭」的宮廷宗教特色。 

清寧宮的祭祀除了一般家祭時貢獻糕酒之外，還要殺豬領神，薩滿

則扮演司祝角色完成宮廷與氏族祭祀的活動。清寧宮的祭祀活動有例行

的朝祭、夕祭、背燈祭等。而祭祀對象有天、地、眾神、始祖、祖先等；

另外還有佛陀、菩薩、關帝等。祭祀對象的融合顯然是後來與外族接觸

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響。 

    清寧宮的祭祀在盛京皇宮時期可稱為主要的宗教活動，且清寧宮是

滿族入關前帝、后的起居寢宮。在清寧宮設神龕進行薩滿祭祀活動，將

家祭和宮廷祭祀做結合，這樣的手法也沿襲至滿族入關後，在北京皇宮

                                                
82 白洪希，〈盛京清寧宮薩滿祭祀考辨〉《故宮博物院院刊》，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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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坤寧宮設神龕進行薩滿祭祀活動。 

薩滿在清寧宮裡家族祭祀的內容與一般民間家祭薩滿的內容實則大

同小異，更正確來說，宮廷薩滿乃是身分上的名稱轉變，事實上所進行

的工作，就是家族祭祀的工作，如果真要討論家薩滿或宮廷薩滿的工作

有何不同，應該將重點放在祭祀內容上面：堂子、祭神杆、皇帝大婚、

朝祭、夕祭、還願祭…都有不同的內容，藉由探討這些內容的不同，看

出宮廷薩滿載宮廷裡所擔任的工作與角色，這一部分，將放在第三章做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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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1)民間薩滿跳神時所穿戴的神衣與神器 

引自《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轉引自黃強、色音和著，《薩滿教圖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