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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土族酋長具有古代戰死的英雄戰士的神力。
中國的八卦圖、符篆、辟邪物、地理風水均有 Mana 的理念。

開始播放

B. Mana 的特性
1 一種與生俱來，純粹超自然的力量
1.
種與生俱來 純粹超自然的力量
2. 獨立於人與靈之外，稱之非人形的力量
3 不穩定的，且會感染、傳遞出去的
3.
4. 屬中性的，看誰使用，
用於善 用於惡，助人或害人，在於個人之用意
用於善、用於惡，助人或害人，在於個人之用意
5. 有雙重的性質
6. 若用不好會有危險
若用不好會有危險，特別高單位
特別高單位 Mana 碰到低單位 Mana
酋長

最高力量的 Mana

貴族

剩下 3/4
剩下 2/4
平民

是宗教行為一體的兩面
一、Mana 魅力
A 觀念的由來：1900 前後，有許多太平洋民族誌問世，
A.
學者發現原始土著社會中存有一種非人格的宗教信仰，
稱之為 Mana 。
 最早提出 Mana 一辭的是人類學家 R. H. Codrington，
1883~1887 在太平洋一個海島上宣教
在太平洋 個海島上宣教
 太平洋海上有四大島： Melanesia、Polynesia、
Micronesia、Indonesia，前三島的基本宗教信仰
均來自 Mana ，有超自然的特別力量
 一塊具有 Mana 的石頭放在田裡，它會使田地生產豐富；
放在豬舍旁，會使六畜興旺

7. 透過苦修、坐禁、巫術的操作，
人可獲得 Mana
M
。
北美州印地安人，想要得到
這種力量 禁食 自我苦刑
這種力量，禁食、自我苦刑

只剩下 ¼
太低者不能與酋長碰再一起

C. Mana 與社會制度的發展，例證：
 Polynesian
P l
i 島上的土族種芋頭，
島上的土族種芋頭
 最高首長畫一塊田稱聖田，
他把第 塊芋頭種下 以祈豐收
他把第一塊芋頭種下，以祈豐收
 其後族人繼續分小芋頭繁殖，他們相信酋長
有最高的 mana，保證全島的芋頭豐收
其心理功能論是藉著酋長的 mana，使人民
免於憂慮 挫折的心理 具有安撫的作用
免於憂慮、挫折的心理，具有安撫的作用。
這是 Malinowski 所言：宗教即為滿足個人心理之需要。
 Radeclif
Radeclif-Brown
Brown

反對此說，
他主張酋長的存在，是因與
mana 有關的社會制度而來的
 平民收成 1/4 奉獻給酋長，答謝酋長的保護，
酋長實際上是社會保險制度之代表者
當颱風來，酋長須把儲積的穀糧分給孤兒、欠收的人。


經濟人類學把人類經濟發展分成三個階段：
經濟人類學把人類經濟發展分成
個階段
1. 趕集市場、以物易物 Exchange-barter

2. 重新分配制度
新分配制度 Redistribution
3. 市場交易 Market
每一個階段都有相對的功能維持其制度存在。
Radecliff-Brown 認為
Mana 在 Polynesian 島上

是維持其社會與經濟制度重要的因素。
◎ 思考 Mana 與現代政府稅捐制度的設立。
與現代政府稅捐制度的設立

1819 夏威夷王室
有一個稱 Liho Liho 的國王，
 認為 mana 與 taboo 把他限制的太嚴，
下令廢止
 他之所以敢如此大膽，
是因美國白人干涉其內政，
是因美國白人干涉其內政
具有許多白人的律法、成文規範存在
可見 taboo 只是在明文法律產生之前存在，
是維持社會制度最後的形式和權威而已。
因此 taboo 可分為兩類：
1. 超自然、2. 世俗化

二、 Tahoo 禁忌
A. Radcliffe-Brown 認為 taboo 是為
保証一些社會制度的反面宗教儀式。
Raymound Firth《We, The Tikopia》，
》
 描寫所有太平島上的人稱酋長為 Ariki Arui
 相信酋長頭上有最高的 mana，絕不可摸他的頭部
絕不可摸他的頭部
 mana is transitional 傳染性，他走過、穿過、坐過的
東西都不能碰，酋長不能隨便出去，出去就得坐轎子，
而抬夫要選近親的人，因酋長有許多的 mana
所有 Polynesia Islands 皆然，酋長發展到最後變成國王，
國王的尊嚴靠最高的 mana 維持。
 朝覲者有一定的儀式、規矩，食物也有安排以免危險
 婚姻制度發展到極端國王找不到配偶，
只有與地位最接近者的姊妹結婚
只有與地位最接近者的姊妹結婚，
兄妹通婚有兩個 cases：早期夏威夷國王、埃及王室

B. Tahoo 的個案
1. Andernan island 加洛瓦族的女人，
臨盆與孩子出生後用「親從子名」制度，家人不准稱呼
丈夫或妻子的名字 要稱 XX的媽、XX的爹。
丈夫或妻子的名字，要稱
XX的媽 XX的爹
Radclife-Brown 稱此為易地生產制度的 taboo 之一，
原來具有宗教性質，世俗化後成為社會制度，
提醒父母之責任；有社會規範、維持社會婚姻制度。
2 蘭嶼雅美人，人死後不准叫他的名字，要稱
2.
蘭嶼雅美人 人死後不准叫他的名字 要稱 siminaXX
i i XX，
 若叫 XX 名字鬼就會來，這種 taboo 與超自然信仰有關，
三年後就會忘了 XX 名字，因此作譜系很難
 name taboo 是雅美人禁忌之一環，有小孩的
父親稱 Siaman (某人之父)， 母親稱 Sinan
(某人之母) ，有孫子女的稱 Siapun(某人之祖)
 小孩若天折，馬上復原其稱呼，
小孩若天折 馬上復原其稱呼
藉著 taboo 維持社會制度，行為規範

3. 中國人的避諱，對於權威人士的避諱的由來：
 漢惠帝名盈，要以「滿」字代替
 禮記檀弓：幼名，冠字，
五十以伯仲 死諡
五十以伯仲，死諡
代表中國古代社會把人生分為四階段，
每 階段都有其責任與義務
每一階段都有其責任與義務，
這些不同方式的稱呼，表達其社會制度。
名

字

伯仲

諡

Radcliffe-Brown 認為雅美人與中國古代社會一樣，

「諱」已扮演基本社會的角色，
但 mana 和 taboo 最初具有宗教意義，
恐怕生人為其鬼魂所害。

C 第三種對立：
C.
魔鬼說:「你若俯伏拜我，
我就把萬國的榮華都賜給你 」
我就把萬國的榮華都賜給你。」
(世上的榮華富貴具有致命的魅力 mana)
耶穌說:「撒旦退去罷，因為聖經說：
耶穌
撒 退去罷 因為聖
當拜主你的上帝，單單事奉祂。」
(上帝的吩咐是強而有力的 taboo，
可以防範物慾橫流)

三、從聖經中看 mana & taboo (參閱太四1~11)
A. 第一種對立：
魔鬼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人的物慾具有強烈的
的物慾具有強烈的 mana)
耶穌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 切話
乃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上帝的誡命是繩之以法的 taboo)
B 第二種對立：
B.
第二種對立
魔鬼說：「你若是上帝的兒子，可以從高高的殿頂跳下去。
因為聖經說：主要為你吩咐天使，
因為聖經說：主要為你吩咐天使
用手托著你，不會讓你受傷。」
(人的愛顯，自我炫耀隱藏強烈的 mana)
耶穌說：「不可試探主你的上帝。」
(上帝的命令是一種
(上帝的命令是
種 taboo
taboo，
具有約束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