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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朝入關前後宮廷薩滿的定制 

清太宗皇太極登上汗位後，對外不斷的結盟擴張，對內則制定規儀，

並定中宮為清寧宮，也將家族的神龕設在清寧宮中，並依歲置祭。於清

寧宮設神龕置祭的習慣，隨著滿人入關，定都北京入主紫禁城，薩滿祭

祀的風俗也一併帶入京城，並在坤寧宮設神龕致祭。清宮廷的祭祀型態

分為兩種，一種是不需殺豬宰牲的〝磕頭祭〞，磕頭祭不請薩滿，僅家人

供糕獻酒並磕頭祭似的小型祭祀；另一種則為〝使喚豬祭〞，這種祭祀型

態則需請薩滿跳神，並在祭祀之後，將祭肉分享全族的大型祭祀。1 

皇太極開始對致祭者身分、祭品、薩滿活動做了最初步的規定。這

些規定可說是乾隆時期頒行的《滿洲祭天祭神典禮》的雛型和基礎。 

第一節 覺羅氏家祭內容　   

清代宮廷薩滿的活動，其實可以被視為愛新覺羅家族家祭的延伸，

場域則從原來在關外的家族活動延展到入關後，關內的宮廷活動。既然

宮廷薩滿祭祀活動是愛新覺羅家祭的延伸，首先要釐清的是—哪些人可

以參加宮廷薩滿祭祀活動？是否只是愛新覺羅家的人才能參加？ 

   清高宗乾隆皇帝下令修訂《滿洲祭神祭天典禮》之前，在乾隆十二年

(1747)七月初九，下了一道上諭，上諭的滿漢文內容一樣，但就參與者的

部分，出現了不同的記載，以下為滿文上諭的羅馬拼音與漢文上諭的翻

譯： 

                                                
1 瀋陽市民委民族志編纂辦公室編，《瀋陽滿族誌》，（瀋陽：遼寧民族出版社，1991 年，

8 月），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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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 dergi hese 

abkai  wehiyehe  i  juwan  juwe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uyun  de. 

dorgi  yamun  ci  sarkiyame  tucibuhe   abkai   wehiyehe   i  juwan   yuwe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uyun de. 

         hese  wasimbuhangge.  musei  manjusa   daci banitai  ginggun  unenggi  gūnin  

       hing  seme  ofi. 

          abka 

          fucihi  endure  be  gingguleme  jukteme.  wecere  metere  torolon  be  umesi  ujelemb

ihebi.hala halai   manjusa  meni  meni  ba  na  i  doro  be  dahame. 

wecere   metere  tuiburengge. 

heni  tani  majige  encu  ba  bicibe  amba  muru  giyalabuhangge hon  goro  akū. 

ishunde  gemu  adalisambi.  meni giroi 
2
 hala  wecerengge  oci. dergi  booci  fusihun. 

wang gung  ni  boode  isitala. yooni  forobure  gisun be   oyonggo  obumbi. ……
3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上諭 

                                                
2 由努爾哈齊的父親這一支系而來的直系子孫稱為宗室，身繫黃帶子；《清文總匯》裡，

將覺羅定義為：六祖之子孫腰束紅帶子，此處只的六祖之子孫乃是祖覺昌安六兄弟的

後裔。清代除了借用帶子顏色來區別直系與旁系血緣的關係外，皇太極在天聰九年

（1635）規定遇太祖努爾哈齊的庶子具稱阿格，六祖子孫則具稱覺羅。參閱覺羅勒德

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錄》，卷 22，頁 6；覺羅在《大清全書》裡也稱為國族。在

順治九年（1652）時，順治皇帝就已規定皇室與宗室所生的子女，需列名並具冊將之

送至宗人府，以編列在黃冊上；順治十二年（1655）則議准纂修玉牒，十年一修。《八

旗滿州氏族通譜》裡面指出：覺羅氏：覺羅為滿州著姓，內有伊爾根覺羅、舒舒覺羅、

西林覺羅、通顏覺羅、阿顏覺羅、呼倫覺羅、阿哈覺羅、察喇覺羅等氏。其氏族蕃衍

各散處於穆溪、葉赫嘉木湖、興堪薩爾虎、呼訥赫雅爾湖、烏喇瓦爾喀、松花江、阿

庫里佛、阿喇哈達汪秦及各地方。參閱鄂爾泰等編，《八旗滿州氏族通譜》，冊 455，收

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北，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年），頁 225。《八旗滿州氏

族通譜》原意不在修纂宗室系譜，而是跨越旗分以姓氏為標準的滿州八旗為主要對象。

參見鄂爾泰等編，《八旗滿州氏族通譜》，冊 455，凡例，頁 3~5。 
3 轉引自劉厚生，《清代宮廷薩滿祭祀》（吉林：吉林文史出版社，1993 年 5 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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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隆十二年七月初九日，內閣抄出，乾隆十二年七月初九日奉 

上諭：  我滿洲稟性篤敬，立念肫誠，恭祀天、佛與神，厥禮均重。惟姓氏

各殊，禮皆隨俗。 

凡祭神、祭天、背燈諸祭，雖微有不同而大端不甚相遠。若我愛新覺羅姓

之祭神，則自大內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辭為重。……
4
 

漢文上諭乃是從滿文上諭而來，由原先的滿文上諭裡面可以發現，宮廷

裡祭神參與者的範圍，不僅限於愛新覺羅本家，宮廷祭祀的家族範圍其

實更大，凡是「覺羅」氏（meni giroi hala ）的宗室皆有資格參與宮廷祭

祀活動，但漢文譯文為參照滿文來，「愛新」二字是後來加上的。但是宮

廷薩滿祭祀活動是否僅限於宗室呢？《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的規定

可以看出規定的具體範圍： 

坤寧宮祭神仍用覺羅司祝祭祀外，若紫禁城內居住之皇子祭神，則於上三

旗包衣佐領下之覺羅或異姓大臣官員、閒散滿洲人等妻室內，選擇為司

祝……。
5
 

除了皇室與宗室覺羅之外，上三旗包衣佐領及其下之覺羅，伊爾根覺羅、

錫林覺羅皆在參與規定裡面，並非只有皇室才能參與。準確來說，宮廷

薩滿祭祀活動乃是以愛新覺羅為主體的宗室覺羅與其他覺羅姓氏參與的

宮廷薩滿祭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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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冊 657，〈上諭〉，頁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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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史

料叢刊》（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 55 年 10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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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羅氏重要祭祀： 

（1）堂子祭 

「堂子祭」從滿族的薩滿祭祀來看，雖不能說與滿族的源流一樣古老，

但亦不應相差太遠。它經歷了自然崇拜的薩滿野祭到以天神、祖先宗崇

為主的薩滿氏族祭以至家祭的歷史發展階段。6 

根據《清史稿》對「堂子」7的解釋為：「清初起自遼瀋，有設杆祭

天禮。又於靜室總祀社稷諸神祇，名曰堂子。」8早在女真時期，各部落

或各姓主持者總穆昆處設有〝恩都力包〞9（神堂），恭放闔族譜碟及本

氏族神位，神諭、神器、祖神影像等。由於狩獵的生活方式決定，所以

每到一地，宿營即設神位，便於攜帶，造成「神隨人遷」的特殊宗教習

慣。10滿人起先祭天，乃所至之處皆可舉行，並無一定處所的規定，在努

爾哈齊於壬子年十月（明萬曆四十年，1612）克金州城安營後，「十月初

一日，太祖出營，以太牢告天祭旗。」11，在努爾哈齊的時代，滿人的「堂

子」祭祀即已存在。滿人隨著半農半牧的定居形式和神匣的普及，遂安

設專用的祀神之所—堂澀。有的大部落設〝總堂澀〞，各首領又設〝分堂

                                                
6 姜相順〈清宮薩滿祭祀及其歷史演變〉《清史研究》，1994 年 01 期，頁 71。 
7 堂子為滿語 tanse 的漢語音譯，或有漢字譯為堂色、堂澀或唐舍。滿族民間長篇英雄

故事—《兩世罕王傳》裡面，息倫四部之一的哈達部，其首領萬罕，在其母董爾吉媽

媽八十壽誕時，息倫四部及建洲左右衛首領均曾率眾拜哈達部的「俠倡唐舍」，為万罕

之母祈壽祝福。所謂「俠倡唐舍」，就是萬罕所統領哈達部的「堂子」。參見富育光著，

《薩滿教與神話》（遼寧：遼寧大學出版社，1990 年），頁 134。 
8 趙爾巽等編，《清史稿》（臺北：樂天書局，民國 70 年），卷 85，頁 2553。 
9 「恩都力包」應是滿語 enduri boo 的漢語音譯。 
10 白洪希，〈清宮堂子祭探賾〉，《滿族研究》1995 年第 3 期（瀋陽：遼寧民族研究所出

版，1995 年 7 月），頁 61。 
11 今西春秋注釋，《注音滿洲實錄》，卷 3，轉引自柳智元，《清初滿族薩滿教演變及其

文化性格》（國立臺灣大學歷史研究所，民國 81 年），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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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12隨祭的堂子與固定的堂子切確出現的年代無可考，但可以確定的

是，廟堂化的堂子與隨行而祭的狀況有一段時間是重疊且共同存在的。 

「堂子」對在關外時女真人來說，在締盟結約、發兵出征或是告神祭

祖時，扮演重要角色，也是一個氏族繁衍存在的象徵。努爾哈齊因不滿

尼堪外蘭害死祖父，故「同族寧古塔諸祖子孫至堂子立誓，亦欲害上以

歸尼堪外蘭。」13努爾哈齊率眾擊敗興兵來犯的葉赫等九部後，廢去各部

的堂子，並掠祖像神碟于貝勒馬前，改以愛新覺羅氏堂子所祭祀的神祇

取代，這僅止於敵對的各部，對於自動來附效力的友好部族，努爾哈齊

則讓各部繼續保有其堂子。 

皇太極時期，一連串的法令，讓原本只屬於愛新覺羅氏的家祭，擴

大到國家政治與宗教活動的結合，天聰元年（1627），皇太極派阿敏征朝

鮮，凱旋而歸，皇太極興奮之餘想親自出城迎接，阿敏得知以後，派龍

什勸皇太極不要親自出城迎接，〝但宜出城拜堂子〞。皇太極未接納龍什

的勸阻，出城八里，親自迎接，並採納了拜堂子的建議〝至瀋陽，謁堂

子，入城，詣太祖榇宮前，哀痛行禮〞
14。皇太極的幾道命令：「凡官員

庶民等，設立堂子致祭者，永行停止。」15並「每年元旦，皇帝率親王以

                                                
12 白洪希，〈清宮堂子祭祀研究〉，《民族研究》1996 年第 4 期（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研究所出版，1996 年 8 月），頁 78。 
13 覺羅勒德洪等編，《大清太祖高皇帝實錄》，卷 1，（臺北：華聯出版社，民國 53 年），

頁 6。 
14 覺羅勒德洪等編《大清太宗文皇帝實錄》，卷 11，（臺北：華聯出版社，民國 53 年），

頁 31-32。 
15 托津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卷 892，（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 80 年），

頁 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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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來朝王等，詣堂子上香，行三跪九叩頭禮。」16這

些規定，徹底結束讓異姓滿洲擁有本族堂子的歷史，同時也讓覺羅氏的

堂子從家族範圍擴大到國家的範圍。皇太極禁止他姓設堂子致祭，大力

推廣覺羅家祭的的發展，親王以上皆為覺羅氏族之人，隨皇帝祭堂子本

屬應當，但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的大臣，多為異姓滿洲，且外藩來朝

的諸王也不屬於覺羅家族的人，隨皇帝祭堂子主要表示政治上的服從。

皇太極繼位以來，每年元旦親率諸王大臣詣堂子後，再回到盛京故宮接

受百官新年朝賀，堂子祭的儀式可以說是滿族在關外時期所保留的最重

要的薩滿信仰儀式。17 

隨著滿人入關，祭堂子的活動也一起帶入關內，北京的堂子建於長

安左門外、玉河橋東，18為祭天、誓師等政治活動的場所，北京的堂子實

為盛京與老城的堂子再現19，至乾隆年間固定以「堂子」作為稱呼20；清

朝皇帝入關前與入關後，每年的正月初一、命將相出征、軍隊凱旋時會

親自詣堂子行禮，但也有例外。在清世祖順治元年(1644)四月，清政權決

                                                
16 《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92，（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 84 年），頁 6145。 
17 《大清太宗文皇帝實錄》卷 2 提到：天聰元年（1627）正月初一，〝黎明，上率諸貝

勒大臣詣堂子拜天，行三跪九叩頭禮。〞這裡可以看出，每一年新年天剛亮的黎明時

分，整個國家新年的第一件事是詣堂子拜天，且由皇帝帶領行三跪九叩頭禮，堂子的

地位在皇太極時期，應是很受重視的宗教場所。 
18北京堂子正確來說是「堂子的建築群」，其規模為—享殿三間有圍廊，闊五丈三尺五

寸，深三丈三尺，簷柱高一丈二尺六寸。八角亭一座，圍二丈六尺五寸，簷柱高一丈

七寸。收儲舊饗神房二間，闊一丈七尺，深一丈五尺五寸，簷柱高一丈。殿門一間，

闊一丈三尺五寸，深一丈五尺，簷柱高一丈一尺二寸。祭神八角亭一座，為二丈二尺，

簷柱高九尺四寸。大門三間，闊四丈，深二丈，簷柱高一丈八寸。圍牆外神廚房三間，

闊三丈五尺，深二丈，簷柱高一丈。參閱《清世祖章皇帝實錄》卷 8。 
19閻崇年，〈滿洲文化對京師文化的影響〉，《北京聯合大學學報》1999 年第 2 期（北京：

北京聯合大學，1999 年 6 月），頁 4。 
20傅同欽，〈清代的祭堂子〉，《北京考古集成》（北京：北京出版社，2000 年），頁 95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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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舉入關攻明，初八日，攝政王多爾袞率多鐸、阿濟格、孔有德、耿

仲明、尚可喜、羅洛宏、尼堪、博洛、滿達海、博和托、沈志祥等滿漢

王公、大臣及八旗固山額真、梅勒章京等〝詣堂子〞，奏樂行禮。又陳列

八纛，向天行禮〞。21 

清朝在關外的時候，祭堂子的活動滿漢大臣皆可參加，但是入關後，

自康熙十二年（1673），清廷下令取消漢族官員隨往，專由滿族王公大臣

扈從皇帝去堂子街，22自此，隨皇帝祭堂子成為滿族貴族專屬的權力。 

 

(2)祭神杆 

　  神杆滿語為（somo），故又稱為「索羅杆」或「索摩杆」，滿族立神

杆其目的是為了祭神或祭天，至今仍爭議不斷，但可確定的是，滿族很

早就有祭神杆的習俗。吳振臣所著的《寧古塔紀略》裡面，提到：「凡大、

小人家，庭前立木一根，以此為神。逢喜慶、疾病、則還願。擇大豬，

不與人爭價，宰割列於其下。請善頌者名〝叉馬〞，向之唸誦。家主跪拜

畢，用零星腸肉，懸於木竿頭。」
23「尊狗敬鴉」的滿族人將祭肉掛於杆

上，讓鴉鵲來啄食，稱為神享。凡遇喜慶或家有人患病者，則舉行跳神

祭神杆的活動，但因經濟力的不同，故舉行的次數與規模也會有不同。「滿

人並輕服藥，而重跳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

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跳之先，樹丈余細木于牆院南隅，置斗

                                                
21覺羅勒德洪等編《清世祖章皇帝實錄》（臺北：華聯出版社，民國 53 年）卷 4，頁 43。 
22 張杰〈清代滿族薩滿教祭祀神杆新考〉《社會科學輯刊》2003 年第 5 期（瀋陽：遼寧

省社會科學院，2003 年 10 月），頁 100。 
23 吳振臣，《寧古塔記略》，清光緒間順德李氏鈔本，臺北：國立中央圖書館縮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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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上，謂之曰〝竿〞。祭時著肉斗中，必有鴉來啄食之，為之神享。」24 

　  滿族一般人家將神杆立在庭院中，皇室則將神杆立於堂子前，皇帝

至堂子致祭時，皇帝為主祭，其他親王、權貴為陪祭；當皇太極下令禁

止他姓私設堂子之後，也一併禁止私祭神杆，就算王公貴族在堂子或家

裡能立杆致祭，也有所限制—「凡春秋二季立杆致祭，親王、郡王、貝

勒，每家各祭三杆；貝子、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杆；鎮國、輔

國、奉國將軍各祭一杆。」25所謂祭幾杆，指的是在堂子或家中一個月內

進行薩滿祭祀的次數，這個規定，能將權勢、位階的高低藉由祭祀次數

表現出來，而權貴們顯然也願意藉此展現自己的地位和權勢。然而那些

沒有權力在堂子立杆致祭的滿洲官民們，因其風俗可在家院立一杆致

祭，但這種立杆致祭不能稱為「祭天」只能稱為「外祭」26。 

　  這種象徵權勢的祭祀現象到後來卻演變成「爭祭」，這一來，使的皇

太極將祭祀時間更嚴格的規定下來—「其每月致祭日期：初一日，大內

致祭。初二日以後，親王、郡王、貝勒各以次輪一日致祭。各府應祭之

日，若遇大內致祭，則應祭之家停祭。貝子、公等以次致祭。」
27貴族祭

祀，依照官爵高低，致祭次數不同，時間也不同，但是當臣下與皇帝祭

祀日期衝突時，則應祭之家停祭，這個規定確保了愛新覺羅氏的至高地

位。 

雖然皇太極試圖用一些相關規定遏止爭祭現象，但無法立即有效的

                                                
24 楊賓，《柳邊紀略》（臺北：廣文出版社，民國 57 年），頁 23。 
25 托津等編《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卷 892，頁 6866-6867。 
26 姜相順、佟悅、王俊合著，《遼濱塔滿族家祭》（遼寧：遼寧民族出版社，1991 年），

頁 76。 
27 《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卷 892，頁 6867-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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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天聰、崇德年間權貴們「違例多祭」的現象依然層出不窮，於是

皇太極又做了一些更仔細的調整：凡祭三杆之家，於定期內各祭一杆。

過十一日後，再各祭二杆。或致祭日，有兩三家同祀祭神者，仍依次俟

先祭之家祭畢，次祭之家方祭。如諸王貝勒於定期致祭之日有事不得祭，

予期知會禮部，另次祭之家致祭，其有事者，隨便補祭。28此時王公權貴

之家致祭時間不只被定下來，還需由禮部來協調並控管其他致祭時間，

不可再隨意致祭，若「再有違例多祭並爭祀神者，議處」29。 

清入關後的祭神杆活動，大致上是依循著皇太極在關外時的規定，

只是將堂子立杆大祭的時間和禮儀做了更全面的安排。順治二年(1645)，

定堂子立杆大祭的時間是「每年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俱立竿，皇帝

親詣致祭。」30，入關以後，北京堂子立杆大祭與在關外的盛京相比，排

場更加宏大，祭儀的內容與參與者的工作，規定的也更加詳細。《欽定滿

洲祭神祭天典禮》裡面詳細規定堂子立杆大祭的準備工作在祭典前一個

月就需開始準備： 

每歲春秋二季，堂子立杆大祭所用之松木神杆，前期一月派副管領一員，

帶領領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隸延慶州，會同地方官於潔淨山內砍

取松樹一株，長二丈、圓徑五寸，樹梢留枝葉九節，餘俱削去製為神杆，

用黃布袱包裹賚至堂子內，暫於近南牆所設之紅漆木架中間，斜倚安置。

立杆大祭前期一日立杆於亭式殿前中間石上，祭期預於饗殿中，間將鑲紅

                                                
28 《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卷 892，頁 6867-6868。 
29 《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卷 892，頁 6848。 
30 《大清會典：雍正朝》，卷 92，頁 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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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金黃緞神幔…。31 

立杆祭所選的松木需由特定場所砍取，且樹梢需留九節，滿族傳統天的

觀念，以九為最高的級數，故留九節。取回的松木，也需受到妥善安置，

到祭祀結束這中間的細節都不可馬虎。 

 

（3）（背燈祭）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圖書館裡面藏有一本《祭祀全書巫

人誦念全錄》，此書為滿族薩滿祭神禮儀的手抄本，為舒舒覺羅哈拉的薩

滿常青在乾隆三十六年（1771）所寫的。全書以滿漢文兩種文字寫成，

滿文部分主要是舉行祭儀時薩滿所唸誦的神歌，這部分日本學者赤松智

城曾請滿族人恭正將之譯成漢文；漢文部分主要是對祭祀禮儀過程的敘

述和說明，書中還穿插關於祭祀時的白描插圖，此書的插圖與滿漢文說

明相互對照，滿族薩滿祭祀活動，將可更清楚且具體的呈現。32 

背燈祭所祭者為祖先神，民間多在冬令祭祖宗之日的夜晚舉行，供以餑

餑、豬肉、香碟等物，白天需先將供品備妥煮熟，等到日光盡暝、滿天

星斗的時候方可舉行。舉行祭典時，有孕的婦女、不潔之人，及所有家

畜家禽皆須遠避，不得輕犯，後將屋門掩上。
33因背燈祭在夜晚舉行，舉

行的時候，皆不可出聲也不可涕漱，需將所有燈光爐火熄滅，後要執燈

籠遍照清靜。《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裡有兩張關於背燈祭儀式的插圖

                                                
31允祿、允祹等編，《欽定滿州祭神祭天典禮》，阿桂、于敏中等譯，收入沈雲龍主編《近

代中國史料叢刊》，頁 121-122。 
32 《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轉引自黃強、色音和著，《薩滿教圖說》（北京：民族出

版社，2002 年 2 月），頁 95-96。 
33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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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圖 3），分別是獻祭時打鼓、搖腰鈴和打扎板，附圖裡未有很明

確的說明，插圖 3 則為獻牲，背燈祭也需獻牲，雖然這一張附圖上未有

滿文說明，但很清楚的是獻牲的場景。背燈祭需行禮三次，除叩頭有聲

外，皆不可出聲，三次行禮完畢後，全族俱起，呼燈四至，照耀光明，

將西炕供桌上的燈燭點起，撤去供牲出屋，再將供牲刮淨煮熟，與全族

親朋一起分食。 

    宮廷裡的背燈祭，春夏秋冬四季皆舉行，因季節不同，所獻的祭物

也不同。《滿洲祭神祭天典禮》提到：「初我滿洲在本處圍場既近，所獲

之獸可乘其鮮好，背鐙以祭，迨入京師圍場既遠或所獲之獸以越晝夜，

或係多傷或已取去腑臟，因其不全不敢祭獻…現在，大內凡新得鮮果鮮

蔬既恭獻神位，而舊例曾以雛雞鮮魚之類背鐙以祭者，請嗣後南苑等處

附近畋獵…。至時新鮮物，臣等按其時令，請每歲春季以雛雞各二；夏

季以子鵝各一；秋季以魚各一，冬季以雉各二背鐙以祭。」34宮廷裡背燈

祭所祭的神，與一般夕祭所祭的神一樣，是祖宗神、英雄神等，祭詞內

容則為求福祝辭。 

背燈祭對舉行的時間在夜裡，對參與祭祀的人員與祭品都有很大的

限制與禁忌，所以背燈祭在所有滿族的祭典裡面，一直蒙上一層著神秘

的面紗。 

 

（4）（還願祭）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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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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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裡面，並未列出還願祭的儀注與祝辭，但是

在西林覺羅氏與舒舒覺羅氏的祭祀書裡，都記載著還願祭的祭儀內容。

還願祭之前通常會有個許願祭，凡家裡某人遇到不幸或生病，或是對神

有所求，需要求神庇佑保護或完成心願，則舉行許願祭。而後許願祭時

所許的願望實現，則需舉行還願祭祖、跳神酬謝的祭典以表感恩35，還願

祭也可以說是家祭的一種。 

   《滿洲西林覺羅祭氏祀書》裡關於還願祭的祭祀條例提到： 

滿洲姓氏有祭天之說，俗又云還願。推其本原，夫天非凡人宜祭也，必天子

始可祭天，諸侯則祭山川，何敢僭越如此？況我滿洲姓氏，賦性淳厚、崇儉

守分，諸凡遵古重道，此非份之事，斷斷無也。蓋因俗傳訛，不可更易，復

查其祭牲，既非太牢，而又究其祈禱讚頌之言，不過是四時祭賽，報答神明，

仰賴神靈眷佑，但願夫婦偕老，子孫昌盛，祿享悠久，壽屆遐齡，安居樂業，

福祉康寧之辭云耳。並無僭妄越分之念，實存中心感激之誠。是以備牲祭祀，

以仰答其中心願耳，故云還願。則知其非祭天，乃祭天神也。36 

由以上可以發現還願祭在某些滿洲人的習俗裡，將之誤傳為祭天，但在

《滿洲西林覺羅祭祀書》裡很清楚的說明，只有天子可以祭天，還願祭

所祭者為祭天神，所以還願祭的本質還是祭神。 

依照《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與《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還願祭也

需殺豬做為祭品，並且一切祭辭皆需以老清語唱誦，若因「清語生疏，

                                                
35 富育光、孟慧英合著，《滿族薩滿教研究》，頁 70-71。 
36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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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讚頌，而聘請來者，又無竭誠潔淨之人」37，就請家長點香默禱，誠

敬叩頭地舉行儀式即可。《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記錄了還願祭共有三

次交祭的儀式，配合《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薩滿或讚頌者行禮交告

完畢，拿起斧頭或神刀輕擊牲頭三下，意為點牲。之後鍋頭將要獻神的

牲獸抬至宰牲案上或庭院的西牆處。宰牲時要將牲獸頭向南，嘴跟腿向

西的擺放。宰牲時牲畜的血照例不可落地，需拿潔淨的盆子接牲血，再

將牲肉煮成阿木孫肉，全家族人同吃。38 

《祭祀全書巫人誦念全錄》關於還願祭禮儀的部分，附圖著重於「宰

牲」、「獻牲」和「分食祭肉」（附圖 4、5、6、7、8、9），由此看來，這

部分應該是還願祭的核心部分。 

 

（5）（坤寧宮祭祀） 

清入關以後，標榜朝廷制度是「承明制」，但事實上並非所有制度都

是承襲前朝而來，以坤寧宮為帝后洞房與祭祀場所，就是一個例子。清

初乾清、坤寧等宮皆殘破，順治十年(1653)，開始修葺坤寧宮，並按照瀋

陽清寧宮的形式加以改造，直到順治十三年，才將坤寧宮由原來的中間

開門的正殿改為現在的—既隔首間次間的東暖閣與五間祭神所，宮門偏

開的口袋式房。
39 

坤寧宮的朝祭夕祭是宮廷裡的常祭，宮廷祭祀的諸神，平日安置在

                                                
37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56。 
38 鄂爾泰氏修，嚴奉寬鈔本《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59-61；《祭祀全書巫人誦念

全錄》轉引自《薩滿教圖說》，頁 98-102。 
39 劉潞，〈坤寧宮為清帝洞房原因論〉，《故宮博物院院刊》，1996 年 3 期（北京：故宮

博物院出版，1996 年 6 月），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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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寧宮，「每歲十二月二十六日恭請神位供於堂子。是日，屆時金黃緞衣

內監十六人，舁二黃緞神輿進內左門…堂子人員，每日朝夕點香二次。」

40每年正月初二日，再自堂子恭請神位入宮。將坤寧宮設為常祭的場所，

除了是延襲關外的「祖制」以外，另一個原因是在宮內，方便皇帝朝夕

親祭。 

坤寧宮朝祭所祭的神為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和關聖帝君；釋迦牟

尼佛和觀音菩薩、關聖帝君皆供以香碟、淨水和糕，朝祭三神雖都受供，

但不同的是供奉關聖帝君時也宰殺供豬，佛與觀音菩薩則沒有，當司俎

太監抬豬入門前，需先將供佛與觀音菩薩的淨水撤走，並將香碟移走。41

坤寧宮夕祭所供奉的神為薩滿信仰濃厚的自然神、祖先神、英雄神等。42

夕祭的神祇也供以香碟、淨水和供豬等物。 

　  坤寧宮除了朝祭、夕祭外，於正月初三與每月初一日舉行例行性的

月祭，祭祀內容與朝祭、夕祭大同小異。 

 

第二節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定制前： 

皇太極時期的宮廷祭祀乃是以薩滿活動為主，每年春節正月或出征

皇太極都要率領諸王貝勒、文武大臣謁堂子。皇太極在位期間就對隨祭

人員、祭品、薩滿活動等開始做了一些規定，這些規定在皇太極之後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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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5-46。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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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75-76。 
42劉厚生著，《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5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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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都加以擴展，但整體來說，清代宮廷薩滿祭祀活動的種類、程序、

禱詞、歌舞等都是在清太宗皇太極時期奠定模式的。43 

 

1. 隨祭人員與承祭人員 

皇太極藉著一連串的規定，連結祭祀活動與政治權力，賦予參與國

家祭典的人員在政治意義上不同以往的象徵。隨祭的王公權貴藉以展現

權力和皇室的親疏關係，操辦祭祀的承祭人員，則從原來的家族體系延

伸成為政治階層。 

堂子祭： 

堂子的廟堂化改變了滿族因生活習慣造成神隨人遷的習俗，探求其

原因，一則因為半農牧的定居生活，二則因為政治上廢除他姓堂子的規

定，堂子祭列為國家祭典，另一方面也是覺羅氏家祭的延伸，但在皇太

極崇德元年之前，祭堂子沒有齋戒沐浴的習慣，但崇德元年（1636）開

始，皇太極規定：「每月初一，親王以下到貝子以上，每府派一人齋戒一

日，詣堂子供獻。」
44由詣堂子前齋戒一日的規定可以看出，滿族宗教習

慣的改變，皇太極在位時期，對堂子祭祀出現了不少漸進式的規定，齋

戒的規定是否受到其他宗教習慣的影響，至今仍有討論的空間，但由這

項規定可以看出皇太極極重視堂子祭，也可以說，在關外時期，堂子祭

是滿族皇室薩滿信仰裡最重要的一個。 

滿族王公大臣在關外時，每年元旦第一件是就是隨皇帝詣堂子，但

                                                
43 姜相順〈清宮薩滿祭祀及其歷史演變〉《清史研究》，頁 74。 
44 雍正《大清會典》卷 92，頁 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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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所有貴族大臣都能當陪祭人員，皇太極於崇德元年（1636）規定，「每

年元旦，皇帝率親王以下，副都統以上及外藩來朝王等詣堂子上香，行

三跪九叩禮。」45崇德元年元旦隨皇帝至堂子上香的官員上從親王下至副

都統，官階低於副都統的官員，沒有資格參與元旦堂子上香的活動。到

了崇德六年（1641），將元旦隨皇帝至堂子上香活動的官階又向上提高

至：「每年元旦早，親王以下貝勒以上赴堂子挂紙錢，貝子以下不挂。」

46此時能參與元旦堂子上香並有資格卦紙的最低官皆已升至貝勒。順治元

年（1644）在長安左門外，御河橋東始建北京的堂子，到了順治二年（1645）

清入關首次在北京祭堂子，滿漢大臣、外藩來朝的王公大臣皆是參與者，

但並非所有的大臣皆能成為隨祭人員： 

順治二年定，親王以下貝勒以上，外藩來朝親王以下貝勒以上，俱赴太和

門齊集，鹵簿大駕、樂器陳設如常儀。乘輿出，王等在午門內金水橋分翼

排跪，候駕過隨行。貝子以下鎮國將軍以上，諸公、侯、伯、都統、精奇

尼哈番、滿漢尚書、漢武官一品以上等官，及外藩來朝貝子以下都統以上，

俱在東長安門齊集，俟駕出跪，候過隨行。皇帝致祭行禮，王以下各官隨

行禮畢，皇帝還宮，其不隨往文武各官俱朝服，在午門外齊集，候駕往還

時，俱排跪送迎。47 

這種情況與立杆輪祭的規定一樣，因官階高低祭杆的次數也不同。元旦

隨皇帝赴堂子上香卦紙的最低限制到了雍正年間則維持在郡王以上，郡

王之下的貝勒不挂。到了雍正元年（1723），皇帝親詣堂子的行禮規格再

                                                
45 雍正《大清會典》卷 92，轉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49。 
46 雍正《大清會典》卷 92，轉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49。 
47 雍正《大清會典》卷 92，頁 6148-6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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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變成： 

元旦皇帝詣堂子行禮時，親王以下一品大臣以上，俱預赴堂子柵欄內大門

外西邊排立，候駕至跪接，候過隨入，行禮畢，親王以下貝子以上，騎馬

在侍衛後隨行。48 

順治年間皆排跪迎送，未有見騎馬者，到了清世宗雍正年間，親王以下

貝子以上，則騎馬在侍衛後隨行。 

        元旦隨皇帝祭堂子，從關外延續到入關，原本只以官階高低作為分

別，但到了康熙十二年（1672），清聖祖即命：「嗣後堂子行禮，漢官不

必隨往。」自此，隨行祭堂子成為滿洲王公貴族的特殊權利，官員祭堂

子的分別也從只有單純的官階分別，到因民族身分的不同有所差異。 

頒佈《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之前，對堂子祭的承祭人員未有很

清楚的規定，但在順治二年（1645）定下了「守衛堂子七品官二人，八

品官二人，由禮部補選。」49的條規，這些人不是祭典時的神職人員，只

是一般的守衛。雖然未有史料清楚指出清高宗之前堂子祭的承祭人員有

哪些，但由於後來《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是照著滿族舊有習俗而來，

非一朝一夕生成，只是各姓不同，但大同小異，所以對於承祭人員的採

用，於後一節有較多探討。 

 

立杆大祭： 

皇太極依照官爵規定祭杆次數，無爵宗室不得祭祀神杆，在皇太極

                                                
48 雍正《大清會典》卷 92，轉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50。 
49 《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轉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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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王公貴族若遇上皇帝祭杆的日子，只能隨祭，並於次日或在則及

日另行補祭。祭杆隨皇帝祭杆的爵位則有：親王、郡王、貝勒、貝子、

鎮國公、輔國公、鎮國將軍、輔國將軍、奉國將軍。清世祖順治皇帝入

關後，一切典章制度、禮儀排場也更加講究與繁複，順治二年（1645）

規定： 

春秋立竿大祭，排場禮儀則有「祭日鹵簿大駕全設。內掌儀司官設皇帝行禮

坐褥於堂子正殿內一，前圓殿一。皇帝具禮服乘輦出，王以下，入八分公以

上在午門內金水橋兩翼排跪，候駕過，隨行。未入八分公以下及文武官員俱

在午門外排班跪送。皇帝降輦，入至殿中，向東坐於所設褥上。王、貝勒等

在丹陛上坐。貝子、入八分公等在丹墀內坐。皇帝於正殿及圓殿兩處行一跪

三叩頭禮。諸王大臣俱排立，不隨行禮。祭畢，皇帝在丹陛上西旁正坐，公

等以上亦在丹陛上分翼排坐，進福胙、飲福酒。畢，皇帝升輦，作樂還宮。

午門外齊及各官排班跪迎。王、貝勒、貝子、入八分公以上隨至太和門，候

皇帝還宮，俱退。」50 

又定： 

春秋致祭，讚祀所用朝衣及請神位至堂子所用黃輿、御仗、衣帽，均於各

該處領取。51 

到了順治年間，皇帝至堂子行立杆大祭時，只有皇帝祭杆，其他諸

王大臣雖然隨行，但不隨行禮，此時，春秋立杆大祭遇皇帝祭杆的日子，

只有皇帝擁有祭杆的資格，雖然其他王公權貴依然保有在堂子前立杆的

                                                
50 雍正《大清會典》卷 92，頁 6150-6153。 
51《大清會典事例》，轉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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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利，但已經不能在皇帝立杆致祭的日子隨祭，只能隨侍在旁。 

    但是到了順治二年（1645）時，從文獻上看出已經有「讚祀官」出

現，讚祀官，在《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中稱為司祝，即是薩滿；薩

滿在清世祖甚至更早之前，在宮廷裡成為一種官職，而不只是民間家祭

時的工作人員。 

 

坤寧宮常祭： 

滿族入關後，坤寧宮成為皇室日常例行祭典的場所，坤寧宮屬皇帝後宮，

故王公大臣亦不得入，故沒有所謂大臣隨祭的狀況，但皇子未出宮前，

則參與坤寧宮的祭祀活動。一般例行性的常祭，通常皇帝、皇后親詣祭

祀，皇帝若不親詣即由司祝代為行禮，每次例行的朝祭、夕祭、月祭皆

有專門的承祭人員，順治初年定：     

大內每日祭神兩次，晨以丑、寅時，晚以未、申時，均用猪二。月朔皆陳果

九碟，余日陳糕十盤，一應造辦，均由祭神殿司俎官率各執事，首領太監率

太監，司香婦長率司香婦、掌爨婦、碓房婦祗承其事。其祭猪粢盛薪炭，及

造辦祭品，一應器皿，均由掌儀司照司俎官呈報移文各該處，敬謹辦進祭神

所用安春香每年一次移文會計司並內管領處，於口外采取。52 

滿族家祭時，負責祭祀工作的薩滿團體除了薩滿以外，還有鍋頭；鍋頭

負責操辦料理祭品，薩滿團體進入宮廷之後，依照所司的工作不同，分

工變的更細，以些工作甚至由太監操辦。 

                                                
52《大清會典事例》，轉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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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順治年間宮廷薩滿團體的規模與內容俱以成型，宮廷薩滿

團體在此時以出現—司祝（讚祀官）、司俎、司香、掌爨、碓房等。司祝

在民間薩滿祭祀時就是家薩滿，主要工作為上香、請神、祝禱、送神等，

進入宮廷後，宮廷增設了由婦人擔任的司香，將原本家薩滿的工作分出

去；司俎、掌爨、碓房，在民間家族祭祀實屬於薩滿團體的鍋頭部分，

司俎乃是祭神獻牲時載殺牲獸的人員；掌爨則是祭祀完烹煮阿木孫肉（大

肉飯）或小肉飯人；碓房則是用黃米打糕、預備祭祀餑餑的人，宮廷裡

這三種職能的人員，皆是家薩滿團體裡的鍋頭。 

承祭人員： 

順治元年（1644）在坤寧宮祭神殿的宮廷薩滿開始成為有組織的祭祀團

體，到了雍正四年（1726）關於宮廷薩滿團體的職掌與奉銀大抵上就不

再改變。《大清會典事例》裡面，有一處記載從順治到雍正年間，坤寧宮

祭神員役的情況： 

順治元年定，祭神殿即坤寧宮，設司俎官五人，司俎執事十八人，宰牲十

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贊祀女官長二人即司祝，贊祀女官十人均於

上三旗覺羅命婦內選取，司香婦長六人，司香婦二十四人，掌爨婦長三人，

掌爨婦十六人，碓房婦長六人，碓房婦三十一人，首領太監三人，內正八

品二人，未入流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監二十六人。 

          康熙二十年定，贊祀女官十二人，歲給官用緞二疋，紗綾綢絹杭綢各一疋。

其長二人，加給官用素緞一疋，均以歲十月于廣儲司領取。 

雍正四年奉旨：「祭神殿執事婦人皆賞給銀米。欽此。」遵旨議准，司香婦

長六人，各月給銀二兩、米二斛，司香婦二十四人，掌爨婦長三人，碓房



第三章　 清朝入關前後宮廷薩滿的定制 67

婦長六人，各月給銀一兩、米一斛二石五升。掌爨婦十六人，碓房婦三十

一人，各月給銀五錢、米一斛。銀于廣儲司、米于內管領處支取。如有增

減，據司俎官開報咨行。53 

依照以上文字製表如下 

順治到雍正年間，坤寧宮祭神員役的情況： 

 司祝 司香 司俎 掌爨 碓房 備註 

順治元年

（1644

年） 

讚祀女

官長 2 人 

讚祀女

官 10 人 

（均由

上三旗

覺羅命

婦內選

取） 

司香婦

長 6 人 

司香婦

24 人 

司俎官 5

人 

司俎執

事 18 人

宰牲 10

人 

掌籍 3

人 

 

長爨婦

長 3 人 

長爨婦

16 人 

碓房婦

長 6 人 

碓房婦

31 人 

服役 20

人 

首領太

監 3 人 

太監 26

人54 

康熙二十

年（1680

年） 

讚祀女

官長 2 人 

讚祀女

官 12 人 

司香婦

長 6 人 

司香婦

24 人 

 長爨婦

長 3 人 

長爨婦

16 人 

碓房婦

長 6 人 

碓房婦

31 人 

 

                                                
53 《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卷 895，頁 6965-6966。 
54太監雖然參與宮廷薩滿祭祀工作，但是否能將之視為宮廷薩滿團體裡的一員，仍有爭

議，故將其放在備註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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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四年

（1726

年） 

 司香婦

長 6 人 

司香婦

24 人 

 長爨婦

長 3 人 

長爨婦

16 人 

碓房婦

長 6 人 

碓房婦

31 人 

 

坤寧宮祭神員役表參照《大清會典事例》整理而來 

      薩滿祭祀團體，在宮廷裡領有俸銀，享有官階，形成一套官僚制度，

家族薩滿因血緣制度，成為家族裡的祭祀人員，但宮廷薩滿祭是家族人

員，也是皇帝的臣子，更形成鞏固皇權的工具。 

2. 祭品 

臺北故宮所藏的《滿文原檔》中，對研究滿人早期的政治經濟、文

化生活有極重要的價值。由滿文原檔的記載可以發現滿人使用滿文書寫

的文獻中，最早的祭祀活動與祭品。薩滿祭祀的大型祭品並不止限於現

在所知的豬，在皇太極之前現祭所用的牲獸除了豬以外還用牛、馬等動

物祭天，皇太極在位之後，因社會需求和戰事活動頻仍，曾多次下令禁

止以馬和牛等有實用價值的動物做為祭品。以下為滿文原檔裡關於祭天

所使用的祭品與皇太極下令禁止殺牛、馬等動物的規定。 

　  努爾哈齊於天命十一年(1626)七月二十三日，在清河堡溫泉養病。於

該年的八月初一日遣阿敏貝勒向塔克世神主叩首祈求保佑早日痊癒，並

於告祭結束後宰殺二牛、焚燒紙錢。原文的羅馬拼音和翻譯如下： 

fulgiyan tasha aniya nadan biyai orin ilan de，han beye nimeme，

niowanggiyahai halhūn mukede genefi，jakūn giyai ice inenggi，amin beile 

be takūrafi unggihe bithei gisun，ama sini jui han beye nimeme ofi，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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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 ūren be ilibufi wecembi，jui mini nimeku be hūdun dulembu，ai jaka 

oci wehiye，jui bi sain oho manggi，biya dari ice ineggi kemuni lakcarakū 

wecere，dulemburakūci，bi ainara，juwe ihan wame jiha deijime，ama de 

neneme henduhe durum i wece，jai gūwa mafari de neigen dobofi aisila，

wehiye hūdun dulebu seme hendume hengkile.55 (附錄 1)
56 

丙寅年七月二十三日，汗體患疾，前往清河之溫泉。八月初一日，遣阿敏

貝勒齎書曰：「父親，您的兒汗因身體患病，設立父親您的牌位致祭，乞佑

兒的病速癒，一切事物，仰祈扶助。兒痊癒後，將於每月朔日，常祭祀弗

替。倘不令痊癒，我亦莫可奈何。」隨宰二牛，焚燒紙錢，以先前與父所

言儀式祭祀。再，其他先祖，均加供奉，並叩頭祈請扶助，使速痊癒。57 

努爾哈齊當時祭告過世的父親和先祖，乃宰殺兩頭牛作為祭品，祈求保

佑病體康復，由這份滿文文獻可以看出，滿族人傳統上祭祖或祭天的大

型祭牲，除了豬以外，牛、馬也是祭牲的選擇。 

然而在皇太極即汗位之後則多次禁止殺牛或馬作為祭品，滿文原檔

裡相關資料的羅馬拼音與漢文翻譯如下： 

jakūn biyai juwan juwe de han hendume gurun i niyalma ihan metere dogo 

doholon ehe ihan be wabi jetere yali uncara be gemu naka ere gisun be 

jurceme metere，wabi jetere，yali uncara oci gercile gercilehede gercibe 

tucibumbi，ihan i ejen de tuhere an i uile gaimbi，nimeku de bucehe ihan i 

                                                
55 滿文老檔研究會譯註，《滿文老檔Ⅲ（太祖朝 3）》（東京：東洋文庫，昭和三十三年），

頁 1084。 
56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臺北：故宮博物院，民國 58 年）第 5 冊，頁 2090。 
57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歷史考察》，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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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li be ubu ume sindara ejen si jefu. 

tere šajin ilibuhaci ebsi ihan elgiyen oho.58 (附錄 2) 59: 

八月十二日，汗諭：國人宰牛祭天時，殺瞎的、瘸的劣牛。賣吃的肉者，

全部停止。違這上諭而宰牛祭天，或殺了吃，或賣的話，有人出首告發時，

讓出首告發的人出去，牛的主人要照舊例處罰，把病死的牛肉分成幾份，不

要埋葬，額真你叫人吃吧！自立此約禁至今，牛漸多了。60 

這件皇太極的口諭時間在天聰元年（1627）七月，也就是皇太極剛即汗

位時，即規定不可隨意宰牛祭天，若有私宰牛隻，不論祭天、烹時、私

賣者，需要接受處罰。但皇太極並非不通情理，殘缺沒有勞動力的牛為

避免糟蹋，是可以作為牲祭的。在之後皇太極更下詔書規定所殺祭牲的

種類，又明白表示所殺祭牲的種類與時間。原文羅馬拼音與漢文翻譯如

下： 

uyun biyai ice inenggi han joo bithe wesimbume hendume morin: loosa be 

yalukini ihan eihen be takūrakini seme banjibuhange，honin niman，

ulgiyan coko，niyehe niongniyaha be jekini seme banjibuhangge kai，ereci 

amasi han beise ci fusihūn，buya irgen de isitala，morin loosa ihan eihen be 

metere uwecere，yengsi sarin de wara，bucehe niyalma de sindara，wabi 

uncara be umesi naka，sajin be jurceme morin ihan eihen loosa be meteci 

uwececi，yengsi sarin de waci，bucehe niyalma de sindaci，wabi uncaci，

                                                
58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譯著 清太宗朝(一) 》（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

66 年 1 月），頁 49。 
59 此段史料在《舊滿洲檔》第六冊為圈刪的部分，但依然可見原本的文字記載，頁 2698。 
60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譯著 清太宗朝(一) 》，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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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 jusen gercileha de gerci be hokobumbi，ulhai oron ilibume gaibi gerci 

de bumbi，nirui ejen janggin de baicahakū turgun de tuhere an i uile 

gaimbi，damu amba sarin sarilara de ihan wambi，jai nendehe han i eifu，

han i mafari eifu de fe an ni iten sindambi，jai ihan i adun daliha beise 

ambasa wabi jeci balai ume wara，kemneme wa，han beise ci fusihun，buya 

irgen de isitala honin niman，ulgiyan coko，niyehe niongniyaha ere be mete 

uwece，yengsi sarin de wa，bucehe niyalma de sinda，wabi unca，ulgiyan 

be wabi uncambi seme taman i dabala，mehen ulgiyan be wabi uncaci an ni 

uile，ulgiyan toodame gaimbi，jai han beise ulgiyan udara de nenehe adali 

gūsai niyalma de hūda maqtame bubi ergeleme udara be enteheme naka，

ai ai hūda be ejen i cihai uncara gese 61，ulgiyan i ejen ini cihalahai gūsa 

doome hūda bahara be tuwame uncakini ，beisei booi ulgiyan udara 

niyalma hūda maqtame bubi ergeleme gaiha de tuhere an i uile，han beise i 

booi aha de ulgiyan ume udara，udaha niyalma de，uncaha aha de gemu 

tuhere an i uile gaimbi，nikan solho monggo ulha de kicebe ujire faqsi obi 

ulha elgiyen kai，musei gurun i niyalma ulha ujirakū jing waci ai ulha 

bimbi，ereci amasi saikan kiceme uji seme fafulaha .62 (附錄 3)
63 

九月初一日，汗下詔書說：馬、騾是為供騎乘，牛、驢是為供役使而生。

羊、山羊、猪、雞、鴨、鵝是為供食而生的。今後，汗、諸王，下至小民，

嚴禁將馬、騾、牛、驢用於祭祀，殺之以供婚禮酒宴，為死者陪葬，宰殺

                                                
61 劃底線此處為滿文原檔圈刪的部分，字跡依然可見，所以列出。 
62國立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譯著 清太宗朝(一) 》，頁 52。 
63 國立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第 6 冊，頁 2704-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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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違法將馬、牛、驢、騾用於祭祀，因婚宴酒席而宰殺，為死者陪葬，

或宰殺賣掉者，如奴僕珠申告發，讓告發者離開主人，並取牲口的空額，

給予告發者。牛录額真章京倘有失察，按常規贖罪。但大酒宴時，可殺牛。

又先汗之陵寢，汗之列祖的陵寢，依舊例葬二歲牛。趕牧牛群的諸王、諸

大臣，宰食時，不得妄殺，當斟酌殺之。汗、諸王以下至百姓，可將羊、

山羊、猪、雞、鴨、鵝用之於祭祀，宰殺供婚宴酒席，為死者陪葬，即宰

殺市賣。至於殺猪出賣，只能殺閹過的公猪，如殺牝猪出賣，依律，罰取

猪以為贖。又汗與諸王買猪時，永禁如以前支給前予本旗的人，強買之。

好像什麼價錢，是主人自願要賣的一樣。猪的主人，可照他的願望，往來

各旗，視有利可得之價賣之。諸王家有買猪者，給錢強取時，即按律罰贖。

不得向汗，諸王家的奴僕買猪，買的人，及出賣的奴隸，皆按律取贖。因

漢人，朝鮮人，蒙古人皆勤勉，且善於飼養家畜，故家畜繁衍。我國人民，

不飼養家畜，且常殺之，怎麼會有家畜？自此以後，當加意蓄養之，特立

此約禁。64 

皇太極認為馬、騾、牛、驢的主要用途在於其成或使役，特令一般人不

可宰殺這些動物，唯有大酒宴或祭汗先祖時，才可殺牛。一般祭祀只能

用羊、山羊、豬、雞、鴨、鵝，這種規定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皆要遵守。

清太宗嚴格地限制宰牲動物從當時背景或許可以推測原因： 

一、 清朝當時建國不久，經濟情況不太穩定，農業發展也有限制，

尤其許多男丁需上戰場打仗，經濟狀況無法維持在穩定的狀況下，

                                                
64國立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譯著 清太宗朝(一) 》，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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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份宰殺動物將造成經濟上與動物勞動力的浪費。 

二、 大量的宰殺有勞動力的動物做為薩滿活動裡祭品，在當時滿族

社會中應屬於鋪張的事，且對社會的消耗量應當很大，滿洲貴族時

有「爭祭」的事件發生，過多的舉行祭祀活動，在當時經濟不穩定

的社會裡，不只造成浪費，也可能造成虛榮的心理。  

除了以上兩點原因，皇太極幾次下令不許爭祭，也限制祭牲的種類，另

外皇太極也清楚表達禁止殺牛、馬做為祭品的原因就是有感於蒙古人、

漢人、朝鮮人家畜眾多，唯獨滿洲人不飼養家畜還常殺之，故下此令，

令全民遵從。 

 

第三節《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定制後 

清入關後，滿族人掌握滿語的能力隨著與漢人接觸的頻繁與時間的日

久，逐漸低落，除了滿語掌握度降低讓皇帝憂慮外，滿族文化也逐漸的

消失，所以清代皇帝屢次強調「國語騎射」為國之根本，但這依然阻止

不了既成的事實。類似於滿語的流失，滿族的薩滿信仰也在崩解當中，

何況薩滿祭辭與神喻更是難懂，只有少數人能通曉。唯恐文化流失，語

言滅亡，清高宗於乾隆十二年(1747)允祿、來保等人奉命敕纂滿文本《欽

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全書共分六卷，乾隆四十二（1777）年，大學士

阿桂、于敏中等人再奉諭旨，將滿文譯成漢文，收入《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政書類。 

    清高宗在對編纂《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的上諭裡，很清楚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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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編此書的理由與用意，以下為滿文上諭的羅馬拼音與漢文翻譯： 

hesei   toktobuh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kooli bithe dergi hese 

abkai  wehiyehe  i  juwan  juwe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uyun  de. dorgi  yamun  ci 

sarkiyame tucibuhe   abkai wehiyehe   i  juwan yuweci  aniya  

nadan  biyai  ice uyun de. 

       hese  wasimbuhangge.  musei  manjusa   daci banitai  ginggun  unenggi  gūnin  

 hing  seme ofi. 

          abka 

          fucihi  endure  be  gingguleme  jukteme.  wecere  metere  torolon  be  umesi  ujelemb

ihebi.hala halai   manjusa  meni  meni  ba  na  i  doro  be  dahame. 

wecere   metere  tuiburengge. 

heni  tani  majige  encu  ba  bicibe  amba  muru  giyalabuhangge hon  goro  akū. 

ishunde  gemu  adalisambi.  meni giroi  hala  wecerengge  oci. dergi  booci  fusihun. 

wang gung ni  boode  isitala. yooni  forobure  gisun be   oyonggo  obumbi. nenehe 

fon i samasa gemu bade baniha  niyalma. ajigen  ci  manjurame  taciha turgunde  

  yaya   wecere. metere tuibure.   ulin  gidara. uyun   jafara.  hûturi  baire. 

suwayan   bure. gasan  dulebure. usin   wecre. morin  i  jalin   wecere jergi   wecen  de. 

yooni  acara  be  tuwame  baita  de teisulebume  sai n gisun  banjibume  forobume  

       jalbarimbihe. 

amala   samasa   manju  gisun  gemu  ulandume  tacihangge  ofi  ulan  ulan  i   

hûlahai forobure  jalbarire  gisun  i  da  hergen.  da  mudan de  ulhiyen  ulhiyen  i 

acanahakubi. te  bicibe  dorgi ci  delheme  tucibuhe. wang  sai  boode  jalan  jala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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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anduhai  ishunde  acanarakûmeni  meni  encu  oho sere anggala.  uthai  dolo  

       wecere  metere  jergi  wecen  de  forobure  jalbarire  gisun  i  dorgi    de inu  fe 

gisun.  fe  mudan  de  majige  acanarakûngge  bi.  te aika  amcame  tuwancihiyame   

dasafi  bithede tutabume  ejerakû oci  ulame   genehei   gûidaha manggi.  ele   

melebure  tasarabure  de  isinara  be akû  obume   muterakû   tutu   ofi. 

  cohome   wang ambasa   be  tucibufi.  gingguleme  narhûsame baicabufi.  hacin  

 meyen  be  fa  ksalame arabume wecere  tetun  i  durum  be nirubufi  siran  siran 

 i tuwabufi.  wesimbubufi.  mini  beye  tuwancihivame  dasame  kimcime  toktobuha  

forobure gisun  i  dorgi  hergen  mudan  acanarakûngge  be  eici  amcabuha  sakdasa.  

 eici  ba  i  urse  de  aname fonjifi.   

bi  kimcime  dasame  toktobuha  jai  baitalara  jaka  hacin  i  dorgi.  nan  mu  moo  

 jergi daci manju  gisun  akû.  nikan  gisun  be  dahame hûlarangge  be  gemu  

 gûnin  be  gaime. manju gisun  ubaliyambume.  gebulefi.  uheri  ninggun 

debtelin  obume  banjibuha. ede  manjusa  i  fe  doro enteheme goidatala  waliyabure  

       tasarabure  de isinarakuû be  dahame.   

mini  wecre  doro  be  ujeleme wesihulere  gûnin  be  iletuleci  ombi  te  wejleme 

sangaha  be   dahama.  erebe  uthai  manjusai  wecre metere  kooli  bithe  seme  

 gebule alifi icihiyaha wang  ambasa  hafasai  gebube  inu  dosimbume arakini   

sehe.    
65

 

 

欽定滿洲祭神祭天典禮上諭 

                                                
65轉引自劉厚生，《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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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隆十二年七月初九日，內閣抄出，乾隆十二年七月初九日奉上諭：   

    我滿洲稟性篤敬，立念肫誠，恭祀天、佛與神，厥禮均重。惟姓氏各殊，禮皆隨

俗。凡祭神、祭天、背燈諸祭，雖微有不同而大端不甚相遠。若我愛新覺羅姓之

祭神，則自大內以至王公之家，皆以祝辭為重。但昔時，司祝之人俱生於本處，

幼習國語，凡祭神、祭天、背燈、獻神報祭、求福及以面猪祭天、去祟、祭田 

苗神、祭馬神，無不斟酌事體，編為吉祥之語以禱祝之。厥後，司祝者國語俱由

學而能互相授受，于贊祝之原字、原音漸致淆舛，不惟大內分出之王等累世相傳，

家各異詞，即大內之祭神、祭天諸祭，贊祝之語亦有與原字原韻不相吻合者，若

不及今改正垂之于書，恐日久訛漏滋甚。爰命王大臣等敬謹詳考，分別編纂，並

繪祭器形式陸續呈覽，朕親加詳核酌定。凡祝辭內字韻不符者，或詢之故老，或

訪之土人，朕復加改正。至若器用內楠木等項，原無國語者不得不以漢語讀念，

今悉取其意譯為國語，共纂成六卷，庶滿洲享祀遺風永遠遵行弗墜，而朕尊崇祀

典之意亦因之克展矣。書既告竣，名之曰《滿洲祭神祭天典禮》。所有承辦王大臣

官員等職名亦著敘入。欽此。66 

到了清高宗在位時，司祝祭神祭天時的所使用的讚語，也產生變化，

與原韻不合，乾隆皇帝擔心日久之後，問題越加嚴重，所以著手制訂滿

洲祭神祭天的禮儀書，將各家讚祀之辭記下，一來統一祭典與讚辭，二

來避免日後遺失。 

 

從清世祖順治皇帝到清高宗乾隆定《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滿族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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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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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關已有一百多年的歷史，滿族的在宮廷裡的祭祀活動，除了更加有系

統且繁複之外也有敗壞的跡象。《欽定滿州祭神祭天典禮》的頒佈可視為

宮廷薩滿活動定制的分水嶺，在清高宗乾隆皇帝決意將宮廷薩滿祭祀活

動明白規定下來之前，從清世宗雍正皇帝多次上諭有關坤寧宮祭神活動

不敬的懲處事件即可發現宮廷薩滿祭祀活動已出現行為不敬的現象，甚

至有私賣祭肉的事情發生，例如： 

雍正九年九月初五日，上諭坤寧宮祭 神肉近來頗覺無味，朕向曾降旨，神

前祭肉甚有關係，理宜專心恭敬，乃阿木孫章京等甚是懈弛，竟似全不經

心肉味如何，一概不管，只同阿木孫首領太監竊肉售賣，以致於此。今特

交與總管安泰經管嚴查，嗣後祭肉如仍前無味或有偷出私賣者，一經查出，

將安泰責四十板，從重治罪，阿木孫章京、首領太監等亦俱不輕恕。67 

又： 

雍正十年十一月初七日，上諭朕前曾降旨，坤寧宮鍋上女人等伺候差使具

宜齋潔，太監等不可背立并朝上執持小刀，今再嚴行傳諭，勿因朕進肉只

圖備辦整齊，在 神前致有不潔不敬之處，爾等時刻稽查，如仍不悛改，經

朕察出將爾總管重責四十板。68 

滿族家祭祭祀完畢後，由鍋頭將之烹煮，並讓全族親友一起分食，不可

有剩，更別說私自攜出販售，《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禮》裡面提到：「其

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不准出戶，凡食祭肉，雖奴僕經家長使役亦

                                                
67 于敏中等修《國朝宮史》收錄於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臺北：文海出版

社，民國 55 年 10 月），頁 63。 
68 于敏中等修《國朝宮史》收錄於沈雲龍主編《近代中國史料叢刊》，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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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口含嚼咀，以踰戶閾必下咽方准出祭室之門。」69，滿族凡遇祭祀日，

則有「只宜進物，不應出物」70的想法，否則則為不祥。清世宗雍正皇帝

下這二道諭旨，特意提到煮阿木孫肉的阿木孫章京甚是鬆弛，全不經心

肉味如何，且還與首領太監竊肉販售。清世宗除了氣怒承祭人員的對祭

祀態度隨便之外，這些承祭人員實則觸犯了滿族祭祀上面的禁忌，除了

以上所說祭肉不准出戶之外，「祭肉無味」則會招來不祥71，故雍正皇帝

如此氣怒，且參與坤寧宮祭祀活動的承祭人員，必曾發生不潔散漫的行

為，大大褻瀆宮廷祭祀的神聖性，讓雍正皇帝心生憤怒，警告如仍不改

則從重治罪。 

 

1. 隨祭人員與承祭人員 

自乾隆十二年（1747）以後，宮廷薩滿祭祀活動幾乎都可以從《滿

洲祭神祭天典禮》一書裡探知，以下就宮廷裡幾個重要祭典以《欽定滿

洲祭神祭天典禮》作說明。 

堂子祭 

每年元旦皇帝親詣堂子的習俗，從關外帶到關內，入關後，除了堂

子未建好無法致祭以外，皇帝在元旦時皆會率大臣至堂子致祭，但非所

有臣子皆是元旦堂子祭的陪祀人員。陪祀人員的身份可從元旦堂子祭的

禮儀看到：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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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8。 
70 《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頁 31。 
71 《滿洲西林覺羅氏祭祀書》提了不少家祭時的禁忌，對祭肉則說到：「一凡祭肉味美，

主家興旺兆；若祭肉無味，非吉兆也。」，頁 33。 



第三章　 清朝入關前後宮廷薩滿的定制 79

歲元日，皇帝親詣堂子行拜天禮。先祀期五日，內務府官詣坤寧宮請神，

恭送堂子。屆時，內監十六人咸衣金黃緞衣，恭舁神輿，進內左門，近光

左門、景和門，豫備于坤寧宮門外。司俎滿洲二人恭請朝祭、夕祭神位，

各安奉輿內，內監舁輿由宮殿正門出。前引御仗八，羊角燈四，內監執之。

司俎官、司俎滿洲各二人，由宮內前引至乾清門外，侍衛十人前導，掌儀

司官一人扈行，出長安門左門至堂子饗殿內，安奉朝祭神位於東，夕祭神

位於西，輿前設案各一，每案陳香碟，朝夕守堂子人上香。除夕，內務府

官詣圓殿，焚舊楮錢，欽命總管大一人率諸王長史。詣圓殿，懸新楮錢。

總管大臣于殿內高案下杉柱懸楮錢二十有七，諸王長史護衛等依次各懸楮

錢二十有七。有司陳香燈，司俎官上香，步軍統領率所部掃除街道。工部

官於堂子內鋪棕薦，武備院卿設皇帝拜褥于圜殿外甬道正中，鑾儀衛陳法

駕鹵簿於午門前，鴻臚寺卿率鳴贊官夾甬道東西面序立。日出前十刻，禮

部尚書詣乾清門，奏請詣堂子行禮。皇帝御禮服乘禮輿出宮，前引大臣十

人，後扈大臣二人，豹尾班執槍佩刀侍衛二十人，佩弓矢侍衛二十人，翊

衛如儀。駕發，警蹕，午門鳴鐘，法駕鹵簿前導，不與行禮之文武百官及

外藩蒙古王公台吉、朝鮮諸國使臣，咸朝服跪送，陪祀之和碩親王以下，

未入八分公以上，及滿洲一品大臣，俱豫往堂子街門內，東向立，候駕過

跪迎，興，隨入。樂部陳導迎鼓吹，設而不作，駕至堂子街門，禮部尚書

侍郎二人，恭導皇帝至內門降輿。由中門入至圜殿前，就拜位，南向立。

鴻臚寺官引王公於丹陛上，引各官于丹陛下，均南向序立。鳴贊官贊行禮，

皇帝率陪祀之王以下各官，行三跪九拜禮畢，禮部尚書侍郎恭導皇帝出內

門，升輿，法駕鹵簿前導，導迎樂作，奏祜平之章。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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禋祀隆永，維統百靈。延福儲祉，奠安神鼎。修祀祠，通紫庭。降福祥，昭

德馨。 

皇帝回鑾，王公從，各官以次退。不與行禮之百官等跪迎如初儀。午門鳴鐘，

王公隨駕入，至內金水橋，恭候皇帝還宮。王、貝勒、貝子詣乾清門，俟入

坤寧宮祭神殿行禮乃退。翼日，奉神還宮儀並與請神同。72 

又： 

陪祭王公大臣，行宗人府，傳和碩親王以下未入八分公以上，吏兵二部，傳

滿洲公侯伯子，尚書都統，一品大臣，于是日四鼓，詣堂子朱柵內大門外西

立祗候。駕至跪，候過，按翼入隨行禮，行鴻臚寺派員齊班，並行禮時贊禮。

73 

皇帝元旦親詣堂子，開祭前五日內務府的人必須將神從坤寧宮請到堂

子，由司俎滿洲二人恭請神位。元旦是日，皇帝親祭和碩親王以下，未

入八分公以上，及滿洲一品大臣皆為陪祀人員，其他的文武百官及外藩

蒙古王公台吉、朝鮮諸國使臣只能在旁跪送。等到還宮後，王、貝勒、

貝子再入坤寧宮祭神殿行禮，此一規定，將參與堂子祭祀的人再一次的

劃分。祭堂子的隨祭人員裡面，不全是皇帝自家人，故坤寧宮屬內院，

也非所有大臣皆能進入，所以祭堂子後到坤寧宮祭神規定的人，是作為

超越政治身分的一種識別。 

    元旦堂子祭天的薩滿承祭人員，有司香、司俎官與鳴讚官，民間家

祭時，司俎的工作乃是準備祭品，最重要的在於宰牲，到了宮廷以後，

                                                
72 來保，《大清通禮（嘉慶朝）》轉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42-243。 
73 《欽定禮部則例二種》，收入《故宮珍本叢刊 288 冊》，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年 6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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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祭天典禮前，司俎的工作是請神，這是很大的變化，並非司俎不再

宰牲或準備祭品，而是司俎在宮廷裡的工作面擴大，另外的原因有可能

為民間家祭時，請神匣是薩滿或穆昆達的工作，進入宮廷後，薩滿工作

內容與型態都改變，於是司俎工作也跟著調整。 

    上一章曾經提到堂子到底是祭天還是祭神，從《欽定滿洲祭神祭天

典禮》裡薩滿的祭祀祝辭：「上天之子，紐歡台吉，武篤本貝子…。」74，

或許可以發現一些端倪，《養吉齋叢錄》裡也提到：「其圓殿祝辭所稱紐

歡台吉、武篤本貝色，皆不得其緣起。」75。紐歡台吉和武篤本貝子是堂

子的主神，但在堂子裡沒有具體神偶，只有在堂子外有神杆，掛紙以祀。

字面上「台吉」、「貝子」為金、元貴族的稱號，但將之還原為滿語「紐

歡」應為 niohon 的漢語音譯，意為松綠色或青色，滿族神諭裡常稱為

niohon abka 乃為蒼天之意，但民間則稱為蒼天神。「武篤本貝子」在滿族

民間神諭裡又稱為「武篤本貝色」或「烏朱貝子」，將「武篤」還原滿語

應為 ududu（許多）或是 uju（起初、頭的），其漢語為滿族先世女真族最

早的遠世神。
76皇太極規定外姓不許祭堂子之前，每姓皆有堂子，故堂子

所祭者為滿族共同的蒼天神和女真遠古神，對敬天法祖的滿族人來說，

是很合理的。 

 

立杆大祭 

                                                
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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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3。 
75 吳振棫著《養吉齋叢錄》 (臺北：文海出版社，民國 57 年) 卷 7，頁 133。 
76 姜相順，〈幽冥的清宮薩滿祭祀神靈〉《民族研究》，1994 年第 4 期，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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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立杆大祭如上所說，至順治二年（1645）以後，只有皇帝一人

親行三跪九叩禮，其他大臣侍立在側、不隨行禮，所以也就沒有隨祭人

員。但春秋立杆大祭是滿族重視的祭典，儘管進入宮廷後，祭祀內容一

再地演變，但從堂子立杆大祭的儀注可以知道祭儀的內容是什麼： 

每歲春秋二季，堂子立杆大祭所用之松木神杆，前期一月，派副管領一員，

帶領領催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隸延慶州，會同地方官，於潔淨山內砍

取松樹一株，長二丈，圍徑五寸，樹梢留枝葉九節，餘俱削去制為神杆，

用黃布袱包裹齎至堂子內，暫于近南牆所設之紅漆木架中間斜倚安置。……

饗殿內設黃紗矗燈兩對，亭式殿內設黃紗矗燈二對，中道甬路皆設涼席並

設紅紙矗燈三十有二。屆時；衣金黃緞衣內監八人，舁黃緞神輿，進內左

門，近光左門、景和門，預備於坤寧宮門外。衣黃緞衣司俎滿洲二人，恭

請佛亭並貯菩薩像黃漆木筒，貯關帝神像紅漆木筒安奉輿內。衣金黃緞衣

內監八人舁行，由宮殿正門出。前引仗二對，羊角燈二對，亦用衣金黃緞

衣內監執之。司俎官二員、司俎二人、司俎滿洲二人，由宮內前引至乾清

門外，侍衛十員前導，掌儀司官一員、司俎首領太監一員、內監八人扈行。

祭祀所用之清酒樽、打糕、索繩、淨紙、神杆頂，俱置於架上及盛於食盒

之內，領催、蘇拉舁之隨後而行。至堂子時，衣黃緞衣司俎滿洲等恭請神

位，供佛亭．於西首之座，次於神幔上懸菩薩像，又次懸關帝神像…饗殿

內供打糕、搓條餑餑九盤、清酒三盞，於炕沿上所設二大低桌上，司香啟

亭門點香，注清酒於炕沿下所設低桌上二藍花大磁碗中。亭式殿內供打糕、

搓條餑餑三盤，清酒一盞于高桌上。其低桌上所設二藍花大磁碗內，亦注

清酒。奏三弦、琵琶之太監二人，在饗殿外，丹陛之西，鳴拍板之侍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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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員，在丹陛兩旁對坐鳴拍板、拊掌。衣朝服之二司祝進跪，司香二人舉

台盞二分授于二司祝，二司祝接受台盞同獻酒九次。司俎官一員於饗殿階

下東首立，贊鳴拍板，即奏三弦、琵琶，鳴拍板，拊掌。二司祝每一獻，

將所獻之酒注於兩旁所設紅花磁缸內，複自盛清酒碗內挹新酒各注於二盞

中獻之。每一獻，司俎官讚歌鄂羅羅，侍衛等歌羅羅，九次獻畢。二司祝

以臺盞授于司香等同叩頭，興，合掌致敬。司俎官贊停拍板，其三弦、琵

琶，拍板暫止。二司祝進亭式殿內跪，司香等舉授台盞，二司祝同獻酒九

次，奏三弦、琵琶，鳴拍板，拊掌，歌鄂羅羅，均如饗殿獻酒儀。獻畢，

以臺盞授于司香等，一叩頭，興，合掌致敬。一司祝預備於亭式殿內，一

司祝進饗殿正中立，司香舉授神刀，司祝接受神刀前進。司俎宮贊鳴拍板，

即奏三弦、琵琶，鳴拍板，拊掌，司祝一叩頭，興，司俎官讚歌鄂羅羅，

侍衛等歌鄂羅羅，司祝擎神刀禱祝三次，誦神歌一次。擎神刀禱祝時，侍

衛等歌鄂羅羅，如是誦神歌三次，禱祝九次畢，仍奏三弦、琵琶，鳴拍板，

拊掌。司祝進亭式殿內一叩頭，興，誦神歌擎神刀禱祝，以及侍衛等歌鄂

羅羅，俱如祭饗殿儀。禱祝畢，復進饗殿內一叩頭，興，又禱祝三次，司

俎官贊歌鄂羅羅。侍衛等歌鄂羅羅一次，禱祝畢，授神刀于司香，司俎官

贊停拍板，其三弦、琵琶、拍板皆止，興，退。司祝復跪祝叩頭，興，合

掌致敬退。其亭式殿內預備之司祝亦跪叩頭，興，合掌致敬，退。司香合

佛亭門，撤菩薩像、關帝神像，恭貯於木筒內，仍用衣黃緞衣司俎滿洲等，

恭請安奉輿內，燈仗排列前導，請入宮中。…77 

                                                
77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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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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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杆大祭的宮廷薩滿團體有司祝、司香、司俎。請神者與堂子祭一樣，

皆為司俎滿洲，主要贊禮祝禱者為司祝，司祝祝禱時所需的神刀或繼一

時的舉臺盞等工作，由司香擔任，在家薩滿的工作分配上，司香的工作

是屬於替薩滿傳遞神器的實習薩滿工作範圍。由上面的文獻可以看到，

宮廷裡的薩滿與一般薩滿的衣著有很大的差異，一般薩滿匯著薩滿神

衣，雖不一定著全套神衣，但薩滿的神裙或其他配備總會有。但宮廷裡

的薩滿在立杆大祭時，著朝服，這是薩滿典制化的一個最好的例子。民

間家薩滿祭神時，歌鄂羅羅者乃由流利使用老清語的薩滿擔任，但宮廷

立杆大祭時讚歌鄂羅羅的人並非司祝，而是司俎官與侍衛，司祝在這裡

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受神刀並叩頭祝禱。 

 

坤寧宮常祭 

坤寧宮常祭，為每日的朝祭、夕祭每月的月祭，祭祀神與《欽定滿洲祭

天祭神典禮》前相差不遠，大抵上是依循前幾位皇帝留下來的制度。坤

寧宮常祭的承祭人員與宮廷堂子祭的人員也相差不大，由女司祝讚禮，

司祝的來源是：「自大內以下閒散宗室覺羅以至伊爾根覺羅、錫林覺羅姓

之滿洲人等，俱用女司祝以祭。從前內廷主位及王等福晉皆有為司祝者，

今大內祭祀仍揀則覺羅大臣官員之命婦為司祝，以承奉祭事…。」
78 

    坤寧宮常祭的祝詞一般將為祝禱者的名字與生辰唱與神佛聽，祈求

神靈的祝福，如坤寧宮朝祭時的歌禱住辭為：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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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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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之子，佛及菩薩大君先師三君之帥關聖帝君，某年生小子，某年生小

子（為某人際則呼某人本生年），今敬祝者豐于首而仔於肩，衛於後而護於

前，畀以嘉祥兮。齒其兒而髮其黃兮，年其增而歲其長兮，根其固而身其

康兮，神兮祝我，神兮佑我，永我年而壽我兮。
79
 

背燈祭 

背燈祭在滿族所有祭典裡，應該算是最有特色的，宮廷裡背燈祭所

祭者，與夕祭所祭的神是一樣的，獻上祭品，請司祝誦神歌，以祈求神

靈的保佑與賜福，民間背燈祭有許多禁忌，但由《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

禮》裡面，卻沒看有關背燈祭的儀式，只有司祝誦神歌的禱詞。 

在《大清會典事例》裡面，則記載一則關於背燈祭所採用的祭品與掌管

之人： 

       乾隆十二年議准，坤寧宮祭神，背燈供獻。南苑等處附近畋獵，皇帝親射

麅鹿等獸，內有傷止一處尾蹄臟腑齊全者，如有旨令背燈以祭，則所司賚

交司俎人等，敬謹修整祭獻。若傷多殘缺不全者，仍請勿用。至時新鮮物，

按其時令，每歲春季以雛雞二，夏季以子鵝一，秋季以魚一，冬季以雉二，

背燈以祭。其應獻之雛雞子鵝交會計司，令莊頭等選擇肥美者交納。魚雉

交都虞司，令網戶牲丁等選擇鮮整者交納，均以生者由掌儀司官員省視，

交司俎官敬謹修整，於神位前背燈以祭。 

又議准，每年冬季，供獻活野雞，由都虞司備辦。秋季供獻鮮魚，由都虞

                                                
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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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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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派催長，前往奉宸苑領取，交送以備供獻。80 

宮廷裡背燈祭祭品依照四季，節令不同，也有不同的祭品，但是皇帝打

獵時，若能獵到像鹿這種大型動物，皇帝也會將獵物拿來當祭品，前提

是獵物要新鮮、完整，滿族祭神時，對祭品要求相當嚴格，只要祭品稍

有殘缺，即不使用，《滿洲跳神還願典例》裡面則稱此乃滿洲舊制： 

滿洲舊制：凡跳神、還願所祭牲畜，皆選用整全，稍有殘缺即不使用。是

以所祭牲畜全行供獻，膽、蹄、心、蹄尖亦皆盛在碟內，放在另桌。初在

本處之時，圍場較近，所得野味趁新鮮背燈供獻。及來京城，圍場過遠，

或因所得野味隔日，或傷處太多，或除去五臟不能全備，不用供獻…。81 

入關後，因獵場過遠且滿族打獵有架鷹走狗的習慣，所以一般來說，要

保持獵物很完整是有困難的，所以制訂了依時令，由宮中依照時令選取

鮮美完整的祭品獻神。 

 

2. 祭品 

宮廷裡依照舉行的祭典不同，會有不同的祭品，在《欽定滿洲祭神祭天

典禮》卷五，將不同祭祀所需的祭品依照祭祀日期逐條列出：「正月初三

日供饊子；三月九月初一日供打糕、搓條餑餑；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一

日供椴葉餑餑；六月初一日供蘇葉餑餑；七月初一日供淋漿糕；八月初

一日供炸餃子；常日俱供灑糕    ·；求福供打糕、炸糕、豆擦糕、水(食耑)

子、·鯉魚、稗米飯、醴酒；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供清酒；每月初一

                                                
80托津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卷 894，轉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268。 
81 普年《滿洲跳神還願典例》，收錄於劉厚生《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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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供醴酒；常日供淨水    ；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供時鮮果品；祭天供

稗米飯並灑米    ；立杆大祭次日祭天並祭馬神俱用大豬；每日祭神、每月

祭天用中等豬；每日祭神神幔上掛連四淨紙二張；供七里香八碟；每次

祭天於神杆上夾淨紙一張。」82宮廷裡面的供品除了食物外，也供香花和

淨紙。每年祭神杆或祭馬神時，掛淨紙的工作皆須照辦。宮廷裡祭神的

祭品宰牲以豬為主，坤寧宮幾乎天天都要殺豬祭神，這種祭祀活動與祭

品的擺設，大抵上是延續民間祭神時所用的祭品83，只是規定得更加嚴格

和仔細，宮廷薩滿祭祀可視為是滿州民間薩滿祭祀舊俗的再現。84 

儘管清高宗有意將薩滿祭祀規範起來，但雍正年間發生承祭人員散

漫無禮、私賣祭肉的事，並未因此而斷絕。乾隆年間也發生 私盜祭肉的

事： 

乾隆五十二年奉旨：「舊制，坤寧宮每日祀神祭肉理宜潔淨熟暖，給散秩大

臣侍衛等分食，乃近來該首領太監等每將整塊好肉私行偷用，以冷肉及瘦

瘠殘剩皮骨分給充數，以致散秩大臣侍衛等進內食肉者漸少。滿洲舊制，

祭祀敬神祭肉，晚間背燈者，例交膳房散給各處，及早間所供者，例不准

出殿門，原承不留神惠之意，乃風俗不古，散秩大臣、侍衛等或竟不以此

為榮，反以為辱，固屬非是。但太監等私藏好肉，以平常之肉給食尤不可

                                                
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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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9-220。 
83 滿族因地理區域的關係，農作物的主食為高粱、黃米、小米、玉米、黃豆、小豆、

綠豆等。祭祀或節日，喜用黃米或粳米做糕，或者將其他糧食磨成粉麵做成餑餑、麻

花，也可做成豆包或是加餡的餑餑、餃子。這些滿族愛吃的食品，也成為宮廷中常有

的點心或是供神的祭品。參閱鐵玉欽主編《盛京皇宮》，頁 260。 
84閻崇年，〈風習---騎射民風與薩滿文化〉，《中外文化交流》1996 年第 1 期（北京：中

國對外文化交流協會，1996 年 2 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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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嚴行查禁。嗣後祀神祭肉，著派總管太監等管理，每日吃肉之時，仍著

派御前侍衛一員，乾清門侍衛二員，同吃肉之散秩大臣、侍衛等進宮分食

並遍加查看，如有仍前弊端即據實具奏，務將總管太監全行治罪外，其派

出專管之總管太監加倍治罪。仍著內務府大臣于宮庭內外隨時稽查，儻有

私行偷出售買者，即行嚴拿究辦。」85 

清高宗對於管祭肉的首領太監盜肉私用的情形很是氣憤，且由上文中可

以發現，不只太監發生盜肉等不敬之事，吃祭肉者以為恥辱的態度也讓

清高宗很惱怒。宮廷祭祀太監盜肉的事件，從清世宗到清高宗一直未曾

間斷，儘管皇帝曾幾次下令嚴懲對祭祀有不敬行為者，但似乎未有遏止

的效果。雖然清高宗將滿洲薩滿祭神的禮儀定下，但因為這已不是一般

滿族家裡祭神的活動，所以要求所有人皆誠心盡意實則難以辦到，再則，

一個被規範化的儀式，及喪失了原本處於民間的活力，在這種年復一年、

日復一日的不變祭典裡，只是使得薩滿信仰變的僵化。 

 

 

 

 

 

 

 

                                                
85托津等編《欽定大清會典事例：嘉慶朝》卷八百九十四，轉引自劉厚生，《清代宮廷

薩滿祭祀》，頁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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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2） 

 

            背燈祭時獻祭時打鼓、搖腰鈴和打扎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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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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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3） 

                         背燈祭獻牲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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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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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4） 

           還願祭時將所獻的牲獸置於滿族家中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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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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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5） 

                  還願祭時於屋內灑米唸誦祭辭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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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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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6） 

                    還願祭時獻牲唸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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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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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7） 

                      還願祭時擺件唸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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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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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8） 

                    還願祭闔族在院子吃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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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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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 9） 

                 還願祭時全族於屋內炕上吃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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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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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1） 

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所編《舊滿洲檔》中努爾哈齊殺牛祭祖的滿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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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2） 

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中皇太極禁止殺牛祭天的滿文上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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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 3） 

臺北國立故宮博物院所編《舊滿洲檔》中皇太極規定獻祭動物的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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