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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死、祭品和禮物的巴里詩學 

Mati：On Poetics of Death, Offerings and Gifts in Bali 

 

摘 要 
 
Bali 一字在梵文的本義即「製作祭品和祭獻」，就此，我們首先可以問：

「巴里人為何不斷致出他們的祭品呢？」。本報告旨在呈現 2009 年 7、8
月間筆者在巴里島從事田野工作的主要活動，它們聚焦於巴里的死亡祭儀

和其祭品，而引導如此主題的動機源於筆者亦關切於當代人文社會科學中

的禮物論述— 它是涉及自我與他者關係的批判性議題；報告中我主要以

編序的 60 幅相片介紹我的研究主題。一個巴里人的 Mati，其背後帶著一

整個異質的社會世界。 
 
關鍵字：Mati  死  祭品  禮物 
 
 

Abstrac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Bali in Sanskrit is “ the making and sacrificing of 
offering”, so we could inquire at the first place that “ why the Balinese 
continuously present their offerings out？”. This report is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main body of my fieldwork themes in the period of July and August in 2009. 
It focuses on the death rituals and its offerings in Bali. The motive leading to 
my subjects is that I hav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discourses of the Gifts in 
contemporary sciences of humanity— it refers to some critical debates about 
the relations of Self and Other. In this short report I will introduce my subjects 
of fieldwork with 60 sequencing pictures. For a Balinese, the significance of 
Mati comes along with a different social world in whole. 
 
Keywords：Mati  Death  Offerings  G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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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死、祭品和禮物的巴里詩學 
李宗正 

 

一、導言 

Mati：死、祭品和禮物 
    本報告旨在呈現 2009 年 7、8 月間1，筆者在巴里從事田野工作的主要活動，

以及此期間筆者的中心思路。這個思路引導筆者著眼於三個巴里小村（Banjar）
的日常生活，親訪其有關死亡的觀念、喪禮/儀式和祭品準備過程等；「過程」一

詞是此處的關鍵詞，兩個月期間內，筆者儘量完整參與三個小村的死靈祭儀期程

（pitra yadnya），（pitra 一詞的核心義即祖先或死靈，yadnya 為祭儀），在不同村

子，它們分別長達約二十至三十天不等，其過程的行事高峰之一即備受囑目的火

化式（ngaben），然而，此一戲劇化的火葬圖象，要非放在整個死靈祭儀歷程中— 
乃至整個實踐的巴里宗教的祖先主題上 —加以考察的話，則除了大火與遺骸引

起的激情想像外，實則並不能呈現民族誌的理解深度。 
 

此外，筆者亦隨機參與死亡發生之初的遺體沐浴（mandusin）、土葬（tanem）、

告離（mepegat）等儀式；再者，亦延續前三年筆者在巴里的田野主題之一：夜

間劇場與展演，今年尤其集焦於 Calonarang— 著名的「烺妲（Rangda）與巴龍

（Barong）」劇場，為之製作完整影片記錄，緣於作為這齣儀式劇中心的死亡、

墓地和降靈（trance; tapakan）主題，與巴里人的死亡觀念和宗教實行密切聯繫。 
 
對筆者而言，所有這些田野活動是為初步理解巴里人對 Mati (死)的一般文化

觀念、處置和由之而來的宗教施行等— 根據筆者在巴里小村的生活經驗，容我

出以先行的詮釋預設：有可能「死亡」和「祖先」才是當前巴里大眾性宗教（public 
religion）實行的核心主題，而有關印度教眾神殿的神學論述，至少可能並不位

處其本質中心。一個巴里人的 Mati 較之他方人的死，不論就那死者本身、其身

後的生者、以及死在該社會的宗教施行上所起作用而言，其內涵都有相當的差異。 
 

    雖然不同巴里種姓的人對「死」有其他文雅措詞，且一般交談中，也有意在

迴避的其他委婉替代語，但 mati 仍然是多數巴里人指稱「人的死亡」的一般用

詞（動物死亡另有區分性用詞如 bangka）。而「死亡」主題至今仍然是巴里社會

生活的一個顯在主調，不僅刻劃於每村可見的物質呈現上：如村落進行日常宗教

活動最為活躍的 pura dalem（死廟），那裡的祭儀以生死循環的處置為中心，其

                                                 
1 實際上，這不是筆者在巴里進行田野的第一次，而是第四個暑假；之前三年，每年筆者皆在巴

里居住兩個月，進行較廣泛性的觀察，而今年 7、8 月首度完全以死亡處置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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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烺妲懷抱死嬰的石刻或雕像，謎般的矗立於每個神廟入口、照壁、神龕、墓地

等處；亦表現在整個島上風行不衰的史詩劇場 Calonarang 上，在筆者田野工作

所在村子的約南北 10 公里範圍內，於兩個月工作期內幾乎總要在各村的神廟的

Odalan 慶典，看上三到四場的 Calonarang；「死亡」之所以是這個「儀式劇」的

主題，不只在於表徵毀滅的災難、烺妲、降靈等是其中要素，更在於戲劇進行至

凌晨一、兩點告終時，據信已在降靈狀態的烺妲會將數百的尋常村民帶領至村落

墓地— 本村祖先或死靈的祭壇那裡。 
 
   「死」也是巴里學術探討中歷久彌新的主題之一。從早期荷蘭學者到後進英

美和澳洲人類學家，數代做巴里研究的人文學者，大都或多或少曾著墨於巴里的

死亡處置現象和觀念；由巴里的死亡主題衍生的探討路線，至少表現為兩類，一

類與情感的文化建構論或對巴里人文化特質的論證有關，另一類則試圖通過與死

亡相關的諸祭儀，以闡釋巴里的社會、宗教和政體（state）等的結構本質。 
 
   事實上，巴里作為產出所謂「人類學羅曼史」（借用 J. Boon 的話）的社會文

化所在，已經容納了人類學理論史曾發展出的眾多議題，從較早的心理人類學到

晚近的媒體文化研究，幾乎少有任何議題是巴里研究社群還不曾碰觸的。然而，

很有意思的是，Bali 一字在梵文中的本義是「製作祭品和祭獻」，Geertz 卻曾在

二十多年前的 Negara 一書談到，「就我所知，至今還沒有對祭品的系統描述。」

（Geertz 1980：219），而出乎預期地，目前有關祭品的學術探討較之 Geertz 當時

的狀況還相去不遠，特別是對死亡和祭品的民族誌細節描繪更為少見。由是，筆

者在巴里的田野工作希望聚焦於此。 
    
   另一個聚焦於死與祭品的動機則關聯於 Mauss 以來的「禮物」論述。如果說

Mauss 及他的眾多後繼者，他們主要討論的是人們呈獻給他人的善或物質等— 
此表徵社會賴之運作的人際交換關係，那麼在巴里呈獻於神、靈界和死者等的多

樣化祭品體系— 這些祭品亦主要在向其不可見世界表達人間物質或精神的精粹

（sari），則可能提供針對前者而言擴展性和對話性的禮物論域；筆者初步認為，

從祭品獻祭展開的另類禮物論述，可以闡釋我者與他者間（Self and Other）的某

種關係論；再者，以死亡界域之作為一種哲學家所謂的「絕對他者」（借用哲學

家 Derrida 和 Levinas 的語彙），則尤可探詢於自我如何與絕對他者聯繫(往來)從
而生產有意義的社會生活的論題；就此，巴里人有關死的文化想像與具體處置的

詩學，或將提供豐富的民族誌素材於當代禮物理論。 
 
 
實在論（realism）和詩學（poetics） 
    20 世紀後半葉，人文社會科學經歷知識論和方法論上的重大辯詰或思潮轉

變，對於什麼是真實，是否有本體論涵義上的本質真理或真實自身（real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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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elf）之哲學課題，成為不只是哲學家、也是社會科學從事者討論的議題。在當

代，做人類學探討而仍堅持於某種認識論的實在論典範或自圓其說的邏輯推論模

式，至少很難再獲得想當然爾的自我防衛力量。 
 

然而，本研究所謂的「詩學」倒不一定要執著於某種繁複的認識論說項。如

Geertz 在 Negara 一書中談到的，「古代 Negara 的祭典生活既是一種敬獻，一種

做出華麗、誇耀斷言的精神力量，同時也是一種修辭形式。」（1980：102），而

筆者的著眼點雖不在十九世紀巴里宮廷貴冑的祭典生活，但當代日常生活中巴里

人的祭品體系同樣也可以是這些修辭的一般表達，它們也是些「有關雕刻、花朵、

舞蹈、旋律、手勢、經唱、紋飾、神廟、姿態和面具的詞彙」（103），而面對它

們時，首先「如同面對詩歌…其所攜訊息深深透入（deeply sunk）於其媒介物中。」

（103）2；由是，筆者所謂的巴里詩學應接近於巴里社會所創造的語言詩學，其

修辭語彙或可包含廣義的巴里祭品體系：含一般祭品、表演、乃至作為祭品呈獻

的人自身等，而本文尤要聚焦於有關死亡的祭獻體系— 那些生者和死域進行交

往的喪儀、祭品和作為儀式的劇場與鬥雞等。 
再者，巴里不同社會空間所產生祭品表達的地方變異亦再明顯不過，往往即

便是相鄰的村子其儀式進程、祭品稱名與形制已經不同，因而，巴里島上有關死

亡處置之表達的地方社會世界，在相當強的意義上展現為一種具體的地方詩學。

其中可能蘊涵深刻的共享的巴里性，也有深刻的地方差異性。 
 

下節起，我將藉著巴里死靈祭儀的編序圖片3，簡要介紹筆者在幾個村落— 它
們位在巴里中部高地 Tampaksiring 以南和 Gianyar 以北，呈南北走向之條狀火山

地景農村上 —所見有關死亡處置的具體地方性修辭。這是一些理解巴里人其死

亡異質社會世界的基本詞彙，它們大多不是武斷的符號或象徵，而是直接表意死

亡的文化修辭，有時可直觀被領會，不必然要動用深奧的象徵理論。 
 

 

二、一個死靈祭儀的完整期程 

 
進入 sebel（污染）：新死、接續的喪儀和巴里人節制的情感表現 
   死亡在不可見層面上，可以首先被界定為處於一種 sebel（受污染）狀態4，

這不僅包括死者家人，當然也是全村性的進入不潔階段。當某人過世，一連串的

                                                 
2就筆者看來，Geertz 此處的說法類似於哲學家海德格所謂的「語言是人的居所」— 不只在於「人

說話」，更在於是「話說出了人」。 
3這些圖片將安插於正文中，以方便讀者閱讀。  
4 sebel 的基本涵義是一種祭儀上的不潔和髒污，可由於親人去世、碰觸死者、月經、乃至嬰兒

出生等原因所致；處於污染狀態的人，在特定時期不能進入神廟，所規定的禁制時日其長短根據

污染原因而不同。（ 見 Eisema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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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處置或儀式製作由之啟動，其終極目標可說是為解除這種污染狀態。污染狀

態開始的宣告，一般是從宅院大門的掛上黃白二色布品和椰殼燈開始；若遺體須

由外地運回家裡，則遺體不經由正門而須由側門進入，一般遺體也不進屋，而是

置於宅院主要工作亭台（bale dangin），並在床的四周掛以黃白二色布幃，亭台

和整個宅院，除一般祭品外，並沒有太多繁麗的死亡象徵物；就筆者已參與的三

個例子而言，從死亡到土葬的時日，一般只從一日到三日，對比於後來火化祭典

耗時經月的繁麗物質準備，其過程可謂簡樸、快速；再者，也因為此過程的迅速、

簡單和喪禮眼淚的往往不多見，每令來自異文化的觀察者感到詫異。但是，巴里

人在喪儀中的情感節制，以及對死亡的民間觀念，似乎要放在整個大眾宗教實行

的語境（context）上加以理解，而非簡易情感的文化建構論命題可以解釋。 
 

下表呈現一般死亡處置的整體期程和儀式架構（見表一.），至少可看出巴里

人對死亡事件的處置，其人事和物質過程實際上較世上多數地區更繁複和慎重。 
 
表一. 兩階段的死亡處置期程 （本表部份巴里語中譯為權宜性意譯。） 
儀式名稱 舉行時間 一般描述 污染期程 
第一階段處置祭儀  
Mandusin 
（遺體沐浴） 

死亡日 遺體置於宅院的主要工作亭

台（bale dangin），並在床的

四周掛以黃白二色布幃。親屬

於遺體前守靈陪伴。親族與班

家成員陸續攜帶咖啡、米、糖

等到訪，宅院往往同時湧進百

人以上前來致意的鄰里親友。 

污染開始 

Tanem（土葬） 死亡後 2~3 日 土葬前，遺體須由祭師主持、

由近親執行行儀式性清洗，待

聖水清洗完畢，有相當繁複的

身體佈署程續；原則上在於將

整個遺體以各式祭品：含花、

葉、種子、果實、中國古錢、

人工物質等，佈署為一個代表

人間生活的小宇宙。(筆者所

觀察三例中的兩例，都在死亡

翌日行土葬。) 

 

Ngurugin（立碑） 入土後第 4 日 入土後第 4 日則進行墓地立

碑儀式，原義為增加土方使新

墳隆起，其主祭品包括攤開於

新墳上的精美布品和簇新禮

立碑完

成，村民

解除污染

狀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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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參加者除直屬族親，原則

上多數村人須觀禮。 
直屬親屬

還未。 
Mepegat（告離） 入土後第 4 日。

緊接著立碑儀式

之後，返回家院

進行。 

緊接著立碑儀式的，尚有返家

宅前行 Mepegat 儀式，pegat
意為「剪斷」，據信：由於才

過世不久，故死者自己猶如置

身夢中，因此家屬須在此儀式

裡向秉告死者，使之確認自己

已死。參與者為直屬宗親。 

入土 12日
後宅院親

屬亦解除

污染狀

態，可重

新進入大

廟。 
第二階段處置祭儀（舉行時機為三~五年一次的 pengabenan— 火化禮儀期程，

火化日前後約有一個月期間，參與者為組織性分工的 Banjar
成員，其附屬儀式繁多，本報告僅擇要臚列。） 

Ngerastiti（告神） 整個亡靈火化祭

儀期程開始的首

日。 

向神稟報整個三~五年一次的

祖靈火化祭儀即將開始。動員

全村成員編組從事各項製作。 

 

Ngadegang 
tapini lan 
pangerajeg 
（建造死者之

屋） 

約第 5 日 以木、竹、草等暫時性建材建

造祭典建物，包括：祭品台、

祭司台、鼓亭和比鄰的死者之

屋等。整個建物群的主要設

施，構成一個與人間生活世界

相仿的死者之村。 

 

Ngeplugin 
（召喚死靈） 

火化日前第 4 天 有死者待火化的家屬準備祭

品，組成盛大行列，在通往墓

地之主要道路路口，行召喚死

靈儀式。 

 

Ngendagin lan 
ngaskara 
（迎接亡靈回

家） 

火化日前第 3 天 親屬至墓地儀式性喚醒死者

靈魂，將之過渡至靈偶（jemek 
mati）。將死靈迎回家院前，

在墓地為靈偶行聖水沐浴，接

著攜至河邊行同樣的儀式性

清洗。 

全村性污

染再次開

始 

Nunas tirta 
pabersihan 

火化日前第 3 天 組成遊行行列至河邊之神聖

匯流處行儀式並取聖水。聖水

為火化日上需求量極大的物

質。 

 

Ngagah 
（挖出遺骨） 

火化日當天清晨 清晨約五點挖出死者遺骨，使

用和以鮮花的聖水清洗後，以

多層布品包裹之，置於死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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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待過午後火化。遺骨將出土

的剎那，親族發出代表祈求家

族興旺的歡呼。 
Mepegat 
（再次告離） 

火化日早上 向死者致最後敬拜並告知最

終關係的斷離。 
 

Pangabenan 
（火化） 

火化日午後 遺骨置入獸棺中火化。火化台

佈署的主要元素與人間生活

世界相仿，似乎表達一個暫時

性生活世界的毀壞。 

 

Ngirim 
（送行） 

火化日下午 大祭司（padanda）以經誦、

手勢和各種儀軌進行儀式。現

在死者的靈魂經由火和水的

淨化，完全脫離物質性身體，

即將啟程往另一通往轉世的

過渡階段。 
 

 

Anyud 
（沖洗淨化） 

火化日傍晚或翌

日。 
此階段的靈體以由骨灰和祭

品一起裹成的 puspa 靈偶為

代表。最後村民組成盛大行

列，將 puspa 靈偶送往河邊或

海邊拆毀、拋棄之。這時親屬

向死者靈魂說再見，常聽到的

話是叮囑死者勿耽擱太久，期

待快快轉世返原生家族再相

聚云云。 

 

Ngasti 火化日後第 12天 通常這一天舉行各種祈福慶

典、鬥雞或生命禮儀。有一個

村子在這一天晚上舉行稱為

joged 的樂舞，這是一種具有

露骨情色表現的舞種。 

 

Mecaru 
（祭魔） 

Ngasti 之次日 這一天行 caru 儀式，以再淨

化整個村莊領域。全部亡靈祭

儀期程結束。 

污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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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 2. 

    
圖 3.                                圖 4. 
 
圖片說明 
1. 死者遺體放置於家院主要亭台，四周圍以黃白兩色布幔，似有隔離污染的作

用；近親和朋友在此打牌小賭渡過長夜，男人們似乎終夜不斷以小玩笑營造輕

鬆氣氛。 
2. 次晨，家中成員製作遺體沐浴用竹床，這個竹床也用為遺體送往墓地的殮床；

殮床似乎是極強烈的死亡力量的表徵物，甚至用為 calonarang 劇場中具情感暴

發力的道具。 
3. 遺體經聖水的儀式性清洗後，接著將以各種祭品和象徵物進行繁複的身體佈

署過程。在這個例子中，死者眼睛上置放的是古錢，而非多種文獻中所稱的

玻璃；畫面中的白布表徵天，這個佈局模式在多種死靈儀式中— 如火化平

台、骨灰部署為 puspa 靈偶、劇場舞台等 —一再沿用。  
4. 以一隻火把為前導— 據說它具有淨化領域的作用 —引導小跑步的殮床向墓

地去，巴里人抬棺的速度之快明顯異乎其他社會，這是很突出且一致的風俗

傳統，似乎還未受到詳盡說明。圖片前景視野外實際上還有跟隨不上的成百

觀禮村民，他們稍後會陸續到達墓地，但除了近親會接近儀式核心，其他觀

禮村民大都採遠觀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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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圖 6.  
 

      
圖 7.                                圖 8.  
 
 
圖片說明： 
 
5. 一個入土的葬禮，近親環繞墓穴而坐氣氛凝重，雖不顯現現悲傷，但也沒有

輕忽玩笑，倒是他們身後遠處觀禮的其他村民說笑自如，他們多依習俗前來觀

禮，一般而言多數村民都要出席，違例者可能受到批評。 
6. 從墓地歸來，依習俗要接受廚房屋頂流下的水的淨化方能進屋。這表明火和

水是兩種主要淨化物質。 
7. 死者入土後第 4 日的 Ngurugin（立碑）儀式，墓地上供祭的是給死者的簇新

衣物，在這個儀式上較常見到女眷落淚，喪親情感的公開流露雖不受鼓勵，但

並非完全看不到。 
8. 入土後第 4 日，緊接著立碑儀式之後，返回家院進行 Mepegat（告離），參加

者為死者父系近親。注意祭品前豎立的樹枝（dadap）和棉繩，此為各種巴里

祭儀常見裝置，儀式結束時會剪斷或燒斷棉繩。就此儀式而言，一種說法認為

剪斷棉繩的舉動意謂「斷離」，但另種說法則認為意謂儀式業已無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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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圖 10. 

    
圖 11.                               圖 12. 
 
圖片說明： 
 
9. 另一個遺體淨化儀式。於死者入土前的最後儀式，巴里社會鼓勵其親人與死

者間的身體接觸，每當聖水灑落，親人眾手爭相為之揩摩洗清；同樣的，在

挖掘遺骨時— 當顱骨一出土，親人亦爭先揩洗之。留意中間的祭師，在主持

整個遺體清洗和佈署儀式時，他全程面帶安詳笑容，他的笑意和輕鬆舉止對

安定全場親友情緒似乎頗具效用。 
10. 一個土葬的送行行列，送行者除須著傳統禮服，其他方面相當簡僕。巴里各

村的死亡儀式有許多細節變異，各村往往堅持使用自己村落的方式，這使得

觀察者知道與其過份執著於詮釋的一致性，不如視之為表達的詩學。 
11. 此處死者遺體即將送往墓地，但遺體完全未加布帳遮護，這又是一個並非常

例的變異。 
12. 入土後第 4 天立碑式的另一例，死者為女性。注意畫面下方綠竹，這是先前

預留的中空竹管，另一端延伸至已入土死者的頭部位置，好作為生者繼續與

死者進行交往的通道；立碑儀式中，許多親人仍經由竹管向死者致最後話語，

祭師又經由竹管傾注大量聖水，一只戒指亦被慎重的投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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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antenan mati：死和祭品 
 
    對巴里祭品的完整描繪十分困難，因為其品目繁複且包羅萬千，且因為地

位、貧富而變異甚大。各種祭儀所需祭品的品目、形制和數量皆有特殊規定，一

般關於祭品的完整知識為婆羅門階層的家族（umah geriya）所專擅，普通村民在

製作祭品時多須透過祭品專家的指導，特定之品目甚至須購自婆羅門家族；再

者，比較村與村間使用的祭品，在稱名、形態、構成和涵意的轉述上其變異亦甚

大，如此更造成系統陳述的困難。 
 
    然而，仍可從系統原則上加以認識，依筆者初步觀察所見，所有祭品的一個

基本構成原則是：小世界（buana alit）與大世界（buana agung）的結構同源，

其中，人們似乎藉由祭品所布局的各式小世界，再現無限豐盛富裕的人間生活世

界。整體而言，巴里的祭儀可分為五類，所須祭品因而也有範疇的不同。（見表

二.） 
 
表二. 巴里的五種祭儀 
祭儀類別 基本內涵 
Dewa yadnya 
（致神祭儀） 

通常在神廟慶典所見華麗祭品為獻給神者。一般認

為此類祭品旨在表現人間物質的精華，以及人類精

神性中的精粹部份。它們必須置放於最高的祭壇。

Bhuta yadyna 
（致魔界祭儀） 

祭品擺在地上祭獻給 Bhuta kala（魔界）。此類祭品

必須含獻祭動物屠體，其中某些要素的來源更接近

巴里原住民傳統。其作用為淨化領域。 
Manusa yadyna 
（生命禮儀） 

呈獻於諸如出生、銼牙、結婚等生命禮儀上。此類

祭品往往帶有祈福以及再區分人與動物分野的象

徵。 
Rsi yadyna 
（致聖者或婆羅門祭司） 

婆羅門祭司（pedanda）被賦予若干神格，其養成過

程須通過不同階段的祭儀，其祭品亦有其特殊規

定。(筆者尚未見過此類祭儀) 
Pitra yadyna 
（死亡祭儀） 

事實上，完整的一個死靈祭儀期程，以死者祭儀為

中心，還可納進前 4 類祭儀，因此觀察死亡祭儀更

容易釐清類別間的體系關係。 
 
 
再者，從祭品屬性的物質和非物質性分類，大體上物質祭品由以下物質構成： 
1. 布品：包括基本的棉花、棉線、棉布，和其他品級不一的織品與衣物。 
2. 動植物食用品：含穀類、種子、香料、肉類、果實等。 
3. 植物之花、葉、植株、果實等：包含未加工的產物和其再製產品（如敬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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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聖水與酒：前者遍見於所有神廟慶典與大小儀式，後者只用在 caru 儀式。 
5. 嗜好品：香菸、咖啡、檳榔、巴里糕餅等，此類祭品多見於墓地。 
5. 象徵人間文明生活的日用品：包括鏡子、梳子、傘、枕頭、毛巾、床褥等，

這部份尤見於死靈祭儀。 
6. 中國古錢和當代紙鈔。 
7. 其他：如某種黑色卵石經常用於火化儀式中，其涵義與來源目前均不明。 
   
   另外，非物質祭品亦大體上可區分為兩大類： 
 
1. 各種慶典表演：神廟慶典中演出的劇場和音樂一般亦可視為表達人類精神性

的祭品，除供人觀賞外，亦具有敬神、摒除鬼魅的涵義。本報告所矚目的儀

式劇 Calonarang 是其中一例。 
2. 廣泛的勞動奉獻活動：巴里所有宗教和傳統活動的實行大都為義務性，人們

向神奉獻其作為祭品的善— 技藝、體力和時間等，此表現人與神之間的虔敬

關係，而人際間的其他換工活動似乎亦以此種人神關係為倫理楷模。 
 
   就筆者看來，Pitra yadyna（死靈祭儀）的祭品包含巴里五種祭儀的全部祭品

類型，觀察者藉之可獲得同時呈現的全面性材料，有益於認識結構性的祭品構成

原則。以下筆者藉圖片說明幾種主要物質祭品類型5，而此處所提供的圖片限於

篇幅，實際上遠為不充分。 
 
 
 
 
 
 
 
 
 
 
 
 
 
 
 

                                                 
5 筆者的田野材料大都取材自巴里窮鄉小村，因此所呈現的祭品圖像一般而言較諸富裕地區相對

簡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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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圖 14. 

    
圖 15.                               圖 16. 
 
圖片說明 
 
13. 墓園裡尚未行火化的死者一般認為其靈魂仍停留在身體裡或徘徊於墓地附

近。村民不時會供以祭食，那的確是巴里人的日常餐食，通常有一套特定的

「餵食」手勢邀死者享用；祭食中包含香菸、咖啡、小糕餅等也十分常見。 
14. 一個人形的 sampian（華蓋），通常置放於祭品最上層以表達對不可見世界（包

括神界和魔域）的尊崇。sampian 的型制十分多樣和富於地方性，而且各有

不同稱名，但其共同處是將椰葉編結為各種人偶或代表人世的飾物；或許可

以說巴里祭品包括著其社會世界自身的描摹，或說獻祭活動的主旨也在祭出

巴里人間自身。 
15. canang 與 sampian 一樣都置於祭品上層，但 canang 多用於對神和人的崇敬。

同樣的，其型制變化廣泛，這裡算是鄉村通行最簡樸的一種。 
16. 一個熟識的婦女頂敬神的祭品走來；祭品上層是自家庭院的鮮花，手上祭品

的上層則為代表祝頌生命力的 dadap 樹葉(一種生長迅速的植物，廣泛用於

各種祭儀)。 
 

                   2009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李宗正研究成果



 13

    
圖 17.                               圖 18. 

    
圖 19.                               圖 20. 
 
圖片說明 
 
17. 圍欄單位位內是以麵糰捏塑的屋宇和生活世界，它們一般包括家養動物、夫

婦、孩子、花、作物、祭品、降臨的神等，看起來像是縮小版的村落生活世

界，每個小村有一組婦女班底專門做這種捏麵祭品。 
18. 另一個村子的祭品生活世界。屋宇下為層層堆疊的祭品，製作時日已久，底

層祭品大都已發黴。村人說，它們不過是一些象徵（simbol）而已，故不一

定要新鮮。 
19. 鴨祭品的一個變奏。村人往往利用分離的動物身體要素，以之再現為某種動

物祭品的全貌。猪祭品亦有類似的處理方式。這樣的祭品處置原則，使各村

祭品形式雖有表面的配置差異，但其精神為同一，亦即仍然是小世界和大世

界的縮影原則。 
20. 各式植物香料。巴里人的日常食譜幾乎沒有原味入菜的情況，通常多數食物

祭品亦離不開香料配置，磨製香料的石臼如同鍋具般不可或缺，甚至石臼本

身也是祭品項目之一。特殊的是香料研磨和切碎通常是男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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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圖 22. 

    
圖 23.                               圖 24. 
 
圖片說明 
 
21. 一個製作中的死者靈偶（jemek mati），稍後會經由儀式將死者靈魂過渡其

中；其製作者為婆羅門祭司的家族成員，通常他們精熟於祭品知識和製作。

一個死靈祭儀至少需要一個婆羅門家族提供祭品之製作、呈獻和數量上的指

導，部份祭品也須採購自他們的家族工廠。 
22. 另一種稱為 puspa 的死者靈偶，其底座為椰子殼，內填以骨灰、古錢、紙鈔、

種子等，它將會被送往河或海拆散並拋棄，表示靈魂的徹底脫離肉身。 
23. 聖水（tirda）與中國古錢永遠綁在一起，使祝聖和祈財一併。 
24. 這些祭品成箱於火化日擺放於死者之屋門口，它又是一個村落生活世界在祭

品形式中的再現，各家所見大致雷同，它們是集體分工、一貫作業的產物；

肥猪肉在其中運用巧妙，可轉化為花、護傘、布匹和動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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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圖 26. 

    
圖 27.                               圖 28. 
 
圖片說明 
 
25. 這裡的鴨子將在火化後的 ngasti 祭儀作為獻祭、與 puspa(靈偶)一起投入海

裡，而海在巴里人的民俗觀念中是諸魔的居所，據說投入鴨子（或幼雞）是

作為一種致予魔鬼的「償付」，令其不再干擾；如此，離開身體的靈魂可以

順利踏上返回 swah（天界）的路程。不過，在巴里人經常進行儀式的幾個

海邊，大都有爪哇移民守望和爭搶祭品，通常當鴨子才落水即為他們捕獲，

巴里人似乎默許之。 
26. 多數祭品取自自然素材，使用時早已腐敗、發黴或枯萎，不過敬獻於高階神

格的祭品必然是新鮮、精美的。 
27. 祭獻予魔域存在的生雞，其花色愈多、其祭儀的層級愈高。祭神和祭魔似乎

從未單獨存在，在火化的場合，低階和高階祭品間總是按高低階序並陳，常

常在低位與高位間還以向上遞昇的梯子相接換言之，祭品的階序屬性是很清

楚的。 
28. 一個用於結束死靈祭儀期程的 caru 儀式，通過此儀式之祭獻予 buta kala (魔

界)使村民生活領域獲得再淨化，以便恢復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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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靈魂：致死者的最後禮物和 Ngaben(火化)前後諸祭儀 
 
   在外國人眼中，舉辦 Ngaben 這一日是整個死靈祭儀（pitra yadnya）的戲劇

性高潮，但是外人看到的 Ngaben 只是整個 pengabenan 的事件之一；對從事於

整個死靈祭儀期程的巴里人來說，當然這一天也格外繁忙，但身體或遺骸的焚燒

不是最重要的事件，靈魂的釋出才是；事實上在火化之前和火化之後還有許多祭

儀，每一種的繁忙度和受重視程度均不亞於大火焚燒的那片刻，而整體而言，所

有的祭儀都指向「釋出靈魂」。據說完成這一目標是巴里人對他們已逝父母輩或

親人的愛、責任和必須履行的律令。（一個 pengabenan 的期程請參閱表一.） 
 
   學者對 Ngaben 的探討有多種途徑，有專注於印度教神學解釋者，有強調祖

宗崇拜與身份認同者，有探討政治經濟動機者，有建構巴里式政體結構者，有視

之為觀光文化或殖民建構者。筆者的初步視野將著眼於祭品所反映之大眾的死亡

處置觀念，再者，筆者視「釋出靈魂」為生者致死者的最後禮物，它似乎彌合生

和死之間的斷裂。 
 

    
圖 29.                               圖 30. 
 
圖片說明 
 
29. 死者之屋。死靈祭儀期間供擺放祭品、靈偶和遺骨等的臨時房屋，一般也認

為這是死者靈魂往下一階段旅程前，暫時居住的地方，因此火化日前一夜部

份家屬也睡在這裡，表示對亡靈最後的陪伴。 
30. 死者之村。多個家族的死者之屋集合為一個死者之村，具臨時的界址、神龕、

祭台等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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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圖 32. 

    
圖 33.                               圖 34. 

    
圖 35.                               圖 36                          . 
圖片說明 
31. 挖出遺骨前，在墓地前路口召喚死者靈魂歸來。 
32. 向墓地守護神烺妲（rangda）稟報即將引渡死者靈魂返家，領域污染再開始。 
33. 若遺骸未腐化（但其靈魂已過渡至靈偶），即就地焚燒以取得待火化的遺骨。 
34. 火化禮前遺骨的佈署類似於新死遺體沐浴，有一套講究方位的布局方式。 
35. 死者靈魂既接引至靈偶，各家族即形成行列，赴大祭師家（umah geria）行

秉告和受領聖水淨化儀式。 
36. 遺骸或靈偶置放於 wadah(靈塔)，仍須待之如生前，以餐食「餵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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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圖 38. 

    
圖 39.                               圖 40. 

    
圖 41.   
                             圖 42. 
圖片說明 
37. 一個 wadah 或火化平台，亦佈局為一個包括木鼓、祭壇的微縮生活世界。 
38. 遺骨置於獸棺內即將火化；獸棺圖繪多描繪慾望、死後世界或史詩故事。 
39. 大量撻伐原慾的獸棺圖繪，也許令孩童費解，但這是巴里人司空見慣的場景。 
40. 大火之後的集體敬拜。 
41. 火化式中飲泣不已的女孩，但這是一個富家其成員新死即行火化的特例。 
42. 火化後再次撿出遺骨，仍實行遺體沐浴和佈署儀式，最後骨灰紮成一個靈偶。 

                   2009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李宗正研究成果



 19

    
圖 43.                               圖 44. 

    
圖 45.                               圖 46. 
 
圖片說明 
 
43. 火化後形成行列，送靈偶(骨灰)到河邊，家屬為死者在每一路口以跪姿拜別

鄰里。 
44. 這是三河匯流處，巴里人稱之為 campuan，此處的水格外神聖，因此許多送

行的村民跳入水裡沐浴；在這裡亦拆毀靈偶且將之投入河中，據信靈魂由此

已獲得釋放並行往天界轉世之路。 
45. 在拆毀靈偶前作最後的「餵食」，「餵食」模式從最早的入土葬禮到火化日赴

河/海釋出靈魂的前一刻，在整個死靈祭儀中一再重複，似乎共食和供食是

對生命最大的禮讚。 
46. 從河邊返家以一個家宅為單位行 pabershikan 潔淨儀式，圖中央石臼是這個

儀式的重要祭品，它是研製百味的來源，而食用加上人工香料的食物似乎亦

是人和動物的重要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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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圖 48. 

    
圖 49.                               圖 50. 
 
圖片說明 
 
47. 火化後第十二天的 ngasti 日，一個以黃牛為要角的祈願豐產儀式上，所展演

的動物尚有活的鴨、鵝等，這是一個詼諧的儀式，大有農業社會祈求五穀豐

登、六畜興旺的意思。 
48. 在 ngasti 日白天演出的 wayang Lemah 皮影戲，它主要是儀式性展演和敬神

的一部份，演出者逕自表演並沒有邀請觀眾入戲的意思。與之一起進行的還

有其他數種表演。 
49. 在 ngasti 日上一個 topeng(面具舞)的祈福演出，整個演出中同時進行的還有

wayang 戲、gong 樂、古典木琴樂等，因此個別演出者的發聲淹沒於一片聲

海中；同樣的，它本身主要不在邀人入戲，而是給神的祭品的一部份。 
50. 在火化祭儀後的 ngasti 日實行銼牙生命禮儀是一個常例。除了參與者的犬齒

受到修整，他們的雙足（人體上原先表徵惡的部份）亦被供以祭品，次經由

浴洗於椰殼燃煙，乃得重新踏在土地上，成為據信已驅除六惡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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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圖 52. 

    
圖 53.                               圖 54. 
 
圖片說明 
51. 有些家族在 ngasti 日亦單獨為小兒行祈福儀式，如此使慶生和送亡合一。 
52.  ngasti 日的最後儀式攜 puspa 靈偶和 wadah 靈塔赴海邊行儀式，這個儀式似

乎複製火化日的大火淨化模式，只是此次使用的淨化媒介是海水。 
53. 近年來巴里人盛行在 ngasti 日的次日，帶著死者靈偶由低而高於島內幾個主

要神廟實行朝聖之旅，其最後的目標神廟即 Besaki 神廟群。 
54. 在 Besaki 母廟主院行敬拜前，各家族要先到自身的起源廟（眾起源廟即構成

Besaki 的神廟群）朝拜，這個認祖歸宗的行動稱 kawitan，經此行動，一個

過世的親人徹底消失其個人面貌，可以被迎回家廟，成為守護這個家族的祖

神（batara guru）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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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Calonarang（儀式性恰隆那蘭劇場）和 tajeng（鬥雞）：毀壞和創生請擇一

而往    
隨著筆者在巴里停留的時日愈久，愈覺得 Calonarang 這齣儀式劇在巴里大眾

宗教實行中可能佔有的核心地位，然而除了 Walter Spies（1938）、Mead（1942）、
Belo（1947）、和 Geertz（1973）等對它的有限描寫，事實上它還遠未被就當地

人觀點作過詳細闡述。一般而言，在村落神廟舉行的巴里劇場表演與西方劇場觀

念迥然不同，質言之，它們的首要目的是用來敬神和奉獻於神的，實際上，劇場

開始和結束都須由祭師施以儀式，而戲劇中的主架構亦往往表現其儀式性格重於

敘事功能；而村民往往並不區分其宗教儀式性和世俗戲劇性，在觀賞時他們的心

境實際上是游移於兩者間。Calonarang 是一個例子，它的一個常見村落演出版本

乃至將整套遺體沐浴和土葬儀式照本搬演於舞台；而烺妲（Rangda）本是死廟

（pura dalem）神龕的一個保護神祇，則可以在祭師引領下走出神龕，在劇中演

出主要角色，劇終時村民乃至追隨已然降靈的烺妲走向墓地祭壇，使一齣戲劇在

瞬間回歸其儀式性格。 
 
同樣的，鬥雞（tajeng）在巴里島一方面即便早已融合世俗的非道德要素— 眾

所知道鬥雞是不折不扣的賭博戲局，另方面它仍作為主要淨化儀式，既用為開啟

和結束所有神廟祭典，亦可以開啟和結束一個死靈祭儀期程。如此，在 Calonarang
（儀式性劇場）和 tajeng（鬥雞）兩者中，一個顯著的共同強烈意象是其中「死

亡」威力的嚴肅展示；從一個當地人觀點看，似乎兩者的實行在不斷向巴里人投

問：那麼，你看，在毀壞和創生的道路之間，請擇一而往。 
 

 
 

    
圖 55.                               圖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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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圖 58. 

    
圖 59.                               圖 60. 
 
圖片說明 
55. 這個小規模鄉村鬥雞舉行於死靈祭儀期程結束後，既行禮如儀同時也是激奮

的賭博戲局。參與者永遠全數為男性，據說要成為一個巴里男人，是從一個

少年參與的第一次賭局開始，鬥雞場上充滿誇大的陽剛、暴力、果敢作風。 
56. 一個鄉村 Calonarang 劇場的舞台。注意舞台上方張掛的白布（它象徵「天」），

事實上整個舞台的空間布局模擬自 Nyiramin（遺體沐浴）儀式，該儀式用來

置放遺體的竹床上方會有一方白布；同樣的布局也沿用於火化台以及對骨灰

和靈偶的佈署台上。 
57. 一個逕直在舞台上搬演的遺體沐浴儀式，此場景是每個巴里人對死亡自小熟

悉的主要意象之一。 
58. 烺妲（rangda）現身，她集惡魔、醜惡、女性憤恨、恐怖等意象以及村落保

護神的身份於一身。 
59. 深夜兩點，烺妲奔向墓地中央祭壇，人群跟隨之；在祭師主持下，最後人群

以額手敬拜平息烺妲的恚怒。 
60. 體現時間。注意工作床上永遠有一角落（圖左側）是製作中的日常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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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望當代人類學的禮物論述：作為交往（communication）而非

交換（exchange）性質的祭品 
 

    Mauss 在《禮物》一書中，僅以 5 頁篇幅討論人與神、人和亡靈進行的禮物

交換（1990[1950]：14-18），而後繼的人類學討論亦大都著眼於禮物的經濟政治

探討，少見對人與諸不可見世界間交往關係的討論，如此有限視域很可能與「交

換」（exchange）這樣一種先行的唯物論關鍵詞有關；然而，就筆者意圖而言，

基於參與和回應當代禮物論述，欲探討巴里人作為禮物的祭品體系，其中，「交

往」（communication）是另一可選擇的關鍵詞，可用為走向別樣的論述途徑；似

乎，「交換」只引導我們走向某種唯經濟政治是最終真理的社會學命題，而「交

往」至少允諾我們尚可往詩意的他方探索去。 
 

實際上，當代的禮物論述，由於多學科對話態勢的興起，其論旨和視角已經

遠遠逸出 Mauss 當年的古典霍布斯式論點；如 Derrida 曾批判 Mauss 道：「Mauss
在《禮物》一書中，什麼都講了，就是沒有講到禮物」，Derrida 採取的是一個完

全顛覆的立場，認為禮物不應跟經濟產生關連，禮物應屬於「非關經濟」

（aeconomic）的場域，且需要超脫禮物送往迎來的循環；再者，對 Derrida 來說，

禮物是一個思考自我與他者關係的媒介，禮物理論具有相當大的潛力深化人我關

係議題的探討。（陳重仁 2007） 
 
如果巴里大眾宗教的實行的確表現濃鬱的死亡主題，而顯然當代作為禮物致

予神、亡靈和魔鬼的祭品實踐在巴里仍然如此發達，那麼有關上述 Derrida 提出

的自我與他者關係的非經濟旨趣，便有可能以巴里的祭品民族誌為素材而進行經

驗論證。 
 
    

                   2009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李宗正研究成果



 25

參考文獻 

陳重仁 
   2007 ＜找尋禮物的理論：馬歇‧牟斯與牟斯式禮物經濟＞，刊於《中外文

學》，第 36 卷，第 3 期，2007 年 9 月，頁 201-234。 

Baal, J. van  

1976  Offering, Sacrifice and Gift. In Numen, Vol. 23, Fasc. 3 , pp. 161-178. 

Bateson, G. and Magaret Mead 

1942  Balinese Character：A photographic analysis. New York: N.Y. Academy of 

Sciences. 

Belo, Jane 

1949  Rangda and Barong. New York: J.J. Augustin Publisher.  

1960  Trance in Bal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Brinkgreve, Francine  

1997  Offerings：The Ritual Art of Bali. Published by Image Network Indonesia. 

Derrida, Jacques. 

  1997  The Time of the King. In The Logic of the Gif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121-47. 

Douglas, Mary  

1990  No Free Gifts. In The Gift :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W.D. Halls. London: W.W. Norton. 

Edge, Hoyt L. 

2000  Mediumship and Magic in Bali.  

Download from http://web.rollins.edu/~hedge/Publications.html  

Eiseman, Fred B. Jr.  

2005  Offerings：And Their Role in the Daily Lives & Thoughts of the People of 

Jimbaran, Bali. Ganesha Bookshop, Ubud, Bali.  

                   2009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李宗正研究成果



 26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li.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Howe, L. 

  1980  Puju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Balinese Cultu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Lovric, B.J.  

1987   Rhetoric and Reality: The Hidden Nightmare.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Indonesian and Malay Studies, University of Sydney. 

Mauss, Marcel  

1990  The Gift :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W.D. Halls ; foreword by Mary Douglas. London ; New 

York : W.W. Norton. 

Parry, Jonathan  

1986  The Gift, the Indian Gift and the ‘Indian Gift’. In Man, New Series, Vol. 

21, No. 3, pp. 453-473. 

Sykes, Karen Margaret 

2005  Arguing with Anthropology :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ies of The 

Gift.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Warren, C. 

   1993  Adat and Dinas: Bal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Indonesian State.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年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李宗正研究成果



 27

計劃成果自評 

計劃成果 
   筆者於執行本計劃的兩個月期間，主要成果有三方面： 

1.拍攝完整系列之有關死靈祭儀期程的影音資料，它們包括數千張相片、各

主要儀式以及劇場展演和鬥雞的動態歷程等。 
2.蒐集有關巴里的死亡處置與民俗之印尼文圖書一批（約 20 冊）。 
3. 個人田野筆記一冊。 
 
以巴里田野豐富的儀式生活而言，兩個月的田野工作實屬匆促，未來筆者還

將面對這批龐大資料的解釋難題，尤其身為人類學工作者，我們重視那些來自本

地人觀點的敘述，因此在當地語言的學習上，尤以印尼文閱讀能力的養成，會是

筆者未來要持續努力的首要重點。 
 
田野的自我評論 
    人類學田野是高度消耗性的工作，耗費的不僅是金錢，在精神負擔上更是，

然而，也許每個田野工作者在心性上大抵都將深為之脫胎換骨；這主要往往不是

因為工作進行的順遂，而在於人類學田野實際上是由大量異國挫折和隔離經驗累

積而來，你得容忍它、不得輕易克服它，而最後你也不能一蹶不起、還必須從中

產出一點什麼來。它使人認識謙遜的力量。 
 

 因為難以克服的因素，筆者的田野必須選擇以每年兩個月的方式逐年進行，

這真是寒簡的低限田野。今年是第四度赴巴里，然而巴里社會之成謎差不多還與

四年前一般，不是一點都沒有進展，而是更知道它的困難度，更體認自身知能的

有限；具體的說，語言始終是一項難以跨越的障礙，在理解的挫敗之餘，令人份

外敬重那些在巴里已有二、三十年研究經歷的多數學者。 
 
無論如何，也許應該自愛於自身之作為認識主體的田野實踐，儘管這個自身

有其作為上的窘困，畢竟還應從一己的有限基礎上，與獲自巴里的新經驗作互文

性的對話，從而可能完成一份至少屬於自己的知識進展或畢業論文— 其中，作

為詩學而非科學的報告副標題，在上述意義上是名副其實的。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是這個社會少數有幸努力探入他人視域和語言，從而回

望一己之有限生命的學習者。就此，尤其感謝台東大學南島學術研究計劃提供的

研究經費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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