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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相遇下的獨白 

  

摘要 

 
一般人在看到布農族的祭事曆，可能只覺得是隨興的塗鴉。當我們真正去探究它

的內涵 時，發現他在空間軸與時間軸上，以一些簡單繪圖，詳細的記載工作內容，

並清楚的了解祭 祀的內容及時間。 

此份研究即是藉由探訪，蒐集資料，瞭解符號所代表的含意，運用科學寫作的方

法，將 時間軸與空間軸的對話，使用文字撰寫，紀錄下來，取名為時空相遇下的獨

白。 

現在部落中有許多耆老，都非常重視文化的傳承，祭事曆亦廣為應用在編織、牆

壁彩 繪、皮雕....等藝術裝飾上，代表著族人在族群的認同上的強化，透過藝術的

方式呈現給不同 的族群認識，亦能在部落裡，除了耕種與狩獵，發展出另一種文化

生計。 

本研究除了探尋了解符號的意義外，最後再依照台灣氣候將祭典與 24 節氣作結

合，瞭解 每段的氣候狀態，適時的進行農事及祭典。 

 

 

壹、研究動機 

 

在拜訪金蕉長老的家時，牆上的ㄧ幅十字繡映入眼簾，那正是布農族的祭事曆。

在金蕉 長老的解說之下，發現這些簡單的符號，原來是紀錄著布農族人的生活智慧。 

從國小自然課程到國中的地球科學，都告訴我們：星星的移動具有規律性，人類

在數千 年前就依此找出和日期變化、季節更替的關聯性，來判斷時間和制定曆法。

所以，我們想研 究祭事曆的內容，找出它的規律性再與台灣氣候、24 節氣作結合，

瞭解每段的氣候狀態，適 時的進行農事及祭典。 

也透過這次的研究，希望讓身在都市中的原住民，能夠更了解自己的傳統文化。 

 

 

貳、研究目的 

 
一、透過訪問耆老，瞭解祭事曆符號的意義。  

二、經由田野踏踩，尋覓祭事曆圖在部落間的應用。  

三、利用科學寫作展示出豐富的圖文故事，瞭解祖先的生活智慧。  

四、藉由文獻探討，將二十四節氣配合台灣氣候結合於祭事曆中。 

五、製作祭事曆圓盤，簡化祭事曆之空間，希望能融入以後的課程中，使教師在教學

上，可 以在教授知識，發揮更高的應用價值。 

 

 



參、研究流程 

 

 

 

 

 

 

 

 

肆、研究設備與器材 

 

研究階段 研究設備與器材 

第一階段 訪問耆老，蒐集資料。 數位相機、筆、筆記本、攝影機 

第二階段 田野踏踩，尋覓祭事曆行蹤。 數位相機、筆、筆記本 

第三階段 科學寫作 電腦、電腦繪圖軟體（openoffice--draw） 

第四階段 文獻蒐集 電腦 

第五階段 製作祭事曆圓盤 粉彩紙、圓規、尺、剪刀、雙面膠、兩腳釘 

 

伍、研究過程 

一、拜訪耆老，蒐集資料。 

（1）   日期：102.9 .18～102.9.21 日期：103.1.29～103.1.31 

耆老：胡天國  村長 耆老：古忠福 老村長 

劉金蕉  長老 

 

 

 



 

（2）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幾乎都圍繞在小米的生長，所以我們一起學習篩小米、擣小

米的過程。 

 

 

 

 
二、田野踏踩，尋覓祭事曆行蹤。 

 
現在部落中有許多耆老，都非常重視文化的傳承，祭事曆亦廣為應用在編織、牆壁

彩繪、皮雕....等藝術裝飾上，代表著族人在族群的認同上的強化，透過藝術的方式呈

現給不同的族群認識，亦能在部落裡，除了耕種與狩獵，發展出另一種生計文化。以下

圖片是我們在台東縣延平鄉、海端鄉尋覓到的祭事曆行蹤。 

 

 

 

 

 



三、資料整理： 
我們透過田野踏踩訪問耆老，將收集的的資料整理，利用 OpenOffice 的繪圖

軟體繪出八段祭事曆，再以寫作方式整理出豐富的圖文故事。整理如下： 

 

 



 

 

 

 



 

 

 

 

 



 

 

 

 



 

 

 



 

 

 



 

 

 



 

 

 

 

 

 

 



陸、討論 

一、文獻探討 

（1）透過探訪，我們將祭儀時間及重要記事繪表如下： 

開墾祭   11月～12月 尋找新耕地、開始農耕的祭典。 

小米播種祭      2月 告知祖靈即將播種之事，並祝禱小米豐收。 

播種完成祭      3月 告知祖靈播種完成，並祝禱小米豐收。 

除草祭      4月 開始除草，祈求穀物成長茂盛的祭典儀式。 

狩獵祭      4月 
農閒季節獵取動物以充實食物，並取動物及作衣、

帽。 

打耳祭      5月 布農族最隆重、盛大的祭典，具有教育意義。 

收穫祭      6月 開始收割農作物的祭典儀式。 

進倉祭      8月 將小米存入米倉，祝禱祖靈保護不腐壞。 

討論： 

我們將布農族郡群與卡群祭事曆之異同整理如下：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第六段 第七段 第八段 

郡社群 開墾祭 小 米 播

種祭 

播 種 完

成祭 

除草祭 狩獵祭 打耳祭 收穫祭 進倉祭 

卡社群 開墾祭 小 米 播

種祭 

粟 米 收

穫祭 

除草祭 打耳祭 豐收祭 首飾祭 拔稗祭 

 

 

 

 

 

布農族曆法對「年」的算法，各社群不盡相同，例如 Isibukun（郡社群）將一年

分為十個單位，每單位的名稱以當時的祭典名稱來命名；Take Bakaha（卡社群）則將

一年分12個單位，各祭典舉行的方式會因社群之不同而有些差距（丘其謙，1966）。這

也就是我們剛開始很納悶—為什麼村長家的祭事曆和網路上搜尋的南投所出土的木刻

畫曆畫的講解有所不同的原因。 

村長夫婦因田哲益的《台灣布農族風俗圖誌》一書中提到祭事曆，曾去南投時透過

友人想要拜訪木刻畫曆的後代子孫，不過，卻被回絕。於是，回家鑽研書中的內容，並

以郡社群家族的傳統，繪製出適合布農族郡群的祭事曆。 

 



 

二、結合台灣氣候與24節氣 

「種田無定例，全靠著節氣。」我國民間自古普遍流傳這句俗語，至今未改，可

見節氣受到一般農民重視的程度，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古代曆法家所獨創，用來指示一年

中氣候寒暑變化的週期，以補救我國以前使用陰曆日期，無法配合季節變化的缺點，古

代農民由長期的生活經驗中得知，農業與季節有著十分密切的關係，因此他們只要看一

下當時是處於那個節氣，便可瞭解此段時期的氣候狀態，適時的進行農事，以免氣候產

物與季候變化脫節而影響收成，因此節氣對農業社會的人而言，它與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等農事息息相關，同時亦是生活起居不可或缺的準則。 

下表除簡述各節氣對應之國曆時間。 

 名稱 可能日期 名稱 可能日期 

小寒 1/5-7 小暑 7/6-8 

大寒 1/19-21 大暑 7/22-24 

立春 2/3-5 立秋 8/7-9 

雨水 2/18-20 處暑 8/22-24 

驚蟄 3/5-7 白露 9/7-9 

春分 3/20-22 秋分 9/22-24 

清明 4/4-6 寒露 10/7-9 

穀雨 4/19-21 霜降 10/23-24 

立夏 5/5-7 立冬 11/7-8 

小滿 5/20-22 小雪 11/21-23 

芒種 6/5-7 大雪 12/6-8 

夏至 6/20-22 冬至 12/21-23 

 

 

 

 

 

 

 

 

 

而傳統24節氣中有關天氣的描述，主要對象是大陸的黃河流域地區，臺灣

因緯度較低且屬副熱帶海島型氣候，其氣候特徵不儘相同。中央氣象局統計

1981～2010近30年氣象觀測資料，針對24節氣中的每一節氣做歸納，利用實際

的氣象觀測資料，清楚顯示臺灣各地在過去30年每一節氣的氣候型態。（以上

說明節錄自中央氣象局資料） 

所以我們把祭事曆各祭典的時間與中央氣象局所提供這近30年來台灣的平均氣溫、平

均降水量及平均日照時數來考量，將祭事曆結合台灣氣候與24節氣配對，找出最適合的

結合點。 

 



 

1.   平均氣溫方面(見圖 1b、1c、1d) 

 

 

討論： 

由平均氣溫與平均最高氣溫、平均最低氣溫三者 30 年資料顯示，臺灣地區冬天

的氣候 變化不明顯，所以 24 節氣中秋分之後的寒露、霜降、立冬、小雪、大雪、冬

至、小寒、 大寒等節氣名，在臺灣並不符合其字面上的意義。 

 



2.   平均降水量方面(見圖 1h) 

 

 

 

 

 

 

討論： 

整體上來說，平均降水量的全年分佈有 3 個極大值，第 1 個極大值在芒種(應

是梅雨季 的降水) (僅東部地區非極值)，芒種時節，雨水帶來風調雨順，是農

作豐收的好預兆， 此時小米以成熟，最適合開始收割小米。 

第 2 個極大值在立秋(應是颱風的降水)，第 3 個應叫作極大值群(落在秋分、霜

降、小雪 等，每隔 1 個月)，不過，從芒種到立秋之間，氣候穩定、氣溫高，小

米大致在這時都 曬完了，適合將小米存入米倉了。 

 

1、  平均降水日數方面(見圖 1i) 
 

 

討論： 

整體來說，夏季時臺灣南部平均降水日數比北部多，其他季節恰相反，北部平均降

水日 數比南部多。而布農族分佈區域在南投以南，降水日數不致多到影響小米生

長。 



2、  平均日照時數方面(見圖 1j) 

 

討論： 
整體上，南部日照較北部充足(除夏季的東部外)，南部地區的平均日照時數，全
年幾乎 都大於 5 小時，東部地區的夏季平均日照時數超過 7 小時，北部與東部
地區，自小雪至 來年的清明(11 月中下旬～來年之 4 月上旬)，約有 5 個月的
時間，平均日照時數都在 3 小時以下，平均日照時數，在小滿～芒種(5 月中下
旬～6月上中旬)之間有一相對極小 值，此為臺灣梅雨期，梅雨季節的滯留性降
水系統，降低了平均日照時數。以布農族的分佈位置，平均日照時數長，有利小
米之生長。 

 
 
三、製作祭事曆圓盤 

 

  

 

剪下一圓。 依照工作天標示刻度。      畫上工作內容符號。 

 

  

 

標示月份。            標示出符號的內容。       大功告成囉！ 



柒、結論 

 

一、祭事曆其實就是工作曆、行事曆，如同現在的記事本一樣，它在空間軸與時間軸

上，以一些簡單繪圖，詳細的記載工作內容，並清楚的了解祭祀的內容及時間。 

 

二、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幾乎都圍繞在小米的生長，而在進行重要的農事之前，首先會

進行一連串的儀式或禁忌。 

 

三、經過這一次的田野調查研究，我們發現： 

1. 布農族人尊重大自然的生息法則 

布農族的狩獵時間會避開十二月至二月，此時為寒冬，野獸不會出來活動，所

以不舉行狩獵；六月為農忙時期，大家忙農事，也不入山狩獵。由狩獵的次數

可知，布農族 

人並非隨時隨地狩獵，而是會尊重大自然的生息法則。 

 

2. 布農族人重視倫理 

在尋覓開墾之地時，對於先作記號之土地，不會加以侵犯。 

 

3. 布農族人樂於分享 

釀酒、煮粟、獵物接會與親友共享。 

 

4. 布農族是敬畏天神的族群 

從祭事曆的圖示可以知道：布農族幾乎整年都沉浸在肅穆的祭典儀式中。無論是

耕種或狩獵，不管是夢占或禁忌都會嚴加遵守，不會冒犯。尤其每在祭祀場合一

定會看到主祭者會用手先沾酒撒向四周，先請祖先神靈先享用可見一斑。 

 

四、根據中央氣象局的資料，我們將祭事曆考量台灣（1981～2010）30 年平均氣候，

配合 24 節氣作結合，如下表： 

祭事曆 節氣 日期 台灣氣候特徵 節氣與農業 

 

 

A

段 
開墾祭 大雪 12/6～8

大雪期間中央氣象局

全臺平地測站，1981

～2010 共30 年平均

之平均氣溫約19.5

℃、平均最高氣溫約

23.2℃、平均最低氣溫

約16.6℃、平均相對濕

度73.8％、12 月上半

月累積平均降 

水量約40.1 mm、12 月

上半月累積平均降水

日數約4.1 天。 

此時臺灣南部開始進行一

期作水稻育苗或冬季裏作

的種植，北部地區因氣溫較

低，二期稻作收割結束後，

有的種植冬季蔬菜，有的休

閒種植綠肥；宜蘭地區農田

則多浸水休耕。 

此時溫度涼爽且變化不

大，適合尋找新耕地、開始

進行農耕事宜。 



 

 

B

段 
播種祭 立春 2/3～5 

立春期間中央氣象局

全臺平地測站，1981

～2010 共30 年平均

之平均氣溫約17.6

℃、平均最高氣溫約

21.4℃、平均最低氣溫

約14.8℃、平均相對濕

度約77.7％、2 月上半

月累積平均降水量約

54.9 mm、2 月上半月

累積平均降水日數約

5.9 天。 

臺灣氣候暖和，立春時，中

南部地區一期水稻大多已

完成插秧，北部地區則預備

插秧或休耕中。有人根據立

春的天氣，預測未來一年的

收成。即｢立春天氣晴，萬

物好收成｣，意指立春天氣

晴朗的話，這一年便風調雨

順。政府選定｢立春｣為農民

節，藉以表彰辛勤傑出的農

民。 

此時最適合播種之事，並祝

禱小米豐收。 

 

 

C

段 

播種 

完成祭 
驚蟄 3/5～7 

驚蟄期間中央氣象局

全臺平地測站，1981

～2010 共30 年平均

之平均氣溫約19.1

℃、平均最高氣溫約

23.1℃、平均最低氣溫

約16.0℃、平均相對濕

度約77.1％、3 月上半

月累積平均降水量約

48.3 mm、3 月上半月

累積平均降水日數約

5.7 天。 

驚蟄象徵春雷初響，下雨機

會大增，臺灣中北部地區在

驚蟄前後多為水稻插秧盛

期，雨水多尚不至有影響。

但若霪雨綿綿的話，會使得

低窪地區極易發生災害。 

 

此時最適合播種完成，並祝

禱小米豐收。 

 

 

D

段 
除草祭 春分 3/20～22

春分期間中央氣象局

全臺平地測站，1981

～2010 共30 年平均

之平均氣溫約20.7

℃、平均最高氣溫約

24.5℃、平均最低氣溫

約17.8℃、平均相對濕

度約79.2％、3 月下半

月累積平均降水量約

64.5 mm、3 月下半月

累積平均降水日數約

6.8 天。 

古人認為春分日陰陽分，春

分為陽氣日盛，陽氣盛才會

打雷，雷電大作，一直持續

到秋分陰氣漸盛，雷電乃

收。「春分日夜對分」，自此

白晝時間逐漸增長，農民必

須早起下田工作。春分時

節，氣溫變化大，因此農作

物容易感染病蟲害。 

 

此時最適合開始除草，祈求

小米成長茂盛。 

E

段 狩獵祭 穀雨 4/19～21

穀雨期間中央氣象局

全臺平地測站，1981

～2010 共30 年平均

之平均氣溫23.9℃、平

均最高氣約27.7℃、平

均最低氣溫20.8℃、平

穀雨就是｢雨生百穀｣的意

思，此時臺灣北部地區的水

稻業已插秧完畢，南部的一

期水稻則多已抽穗開花，需

要大量雨水來滋潤，才能欣

欣向榮地成長。「穀雨」象

徵著農民佈穀後期盼雨水



均相對濕78.1％、4 月

下半月累積平均降水

量約62.5 mm、4 月下

半月累積平均降水日

數約5.7 天。 

的心情。 

 

此時為農閒季節，最適合獵

取動物以充實食物，並取動

物及作衣、帽。 

 

 

F

段 
打耳祭 立夏 5/5～7 

立夏期間中央氣象局

全臺平地測站，1981

～2010 共30 年平均

之平均氣溫約25.3

℃、平均最高氣溫約

29.2℃、平均最低氣溫

22.2℃、平均相對濕度

78.2％、5 月上半月累

積平均降水量約69.3 

mm、5 月上半月累積

平均降水日數約5.8 

天。 

夏季開始，早植稻將進入抽

穗期，病蟲害也開始蠢蠢活

躍了。農諺：「初一落雨有

花結無仔，初二落雨有穀做

無米」，這天若下雨，日後

雨水多，水稻容易倒伏，開

花無法授粉，收成會不好。

 

此時等待小米收成之際，舉

行最隆重、盛大的布農族祭

典。 

 

 

G

段 
收穫祭 芒種 6/5～7 

芒種期間中央氣象局

全臺平地測站，1981

～2010 共30 年平均

之平均氣溫約26.8

℃、平均最高氣溫約

30.4℃、平均最低氣溫

約24.0℃、平均相對濕

度約80.8％、6 月上半

月累積平均降水量約

178.5 mm、6 月上半月

累積平均降水日數約

8.0 天。 

此時天氣炎熱，俗諺「有好

食，就懶去」，形容人們懶

得活動，即使美食當前，也

不為所動。芒種時節，雨水

帶來風調雨順，是農作豐收

的好預兆，水稻亦進入穀粒

充實期。 

 

此時小米以成熟，最適合開

始收割小米。 

 

H

段 
進倉祭 立秋 8/7～9 

立秋期間中央氣象局

全臺平地測站，1981

～2010 共30 年平均

之平均氣溫約28.6

℃、平均最高氣溫約

32.4℃、平均最低氣溫

約25.6℃、平均相對濕

度約78.2％、8 月上半

月累積平均降水量約

157.4 mm、8 月上半月

累積平均降水日數約

6.2 天。 

二期作水稻最好能在立秋

前完成插秧工作，若延遲種

植，生育後期較易遭遇低

溫，將引起稻穀充實不良，

而影響產量與品質。 

 

從芒種到立秋之間，氣候穩

定、氣溫高，小米大致在這

時都曬完了，適合將小米存

入米倉了。 



捌、祭事曆圓盤在教學上的使用之建議 

 

祭事曆圓盤製作完後，充分展現出它的魅力，許多人好奇的詢問祭事曆相關的內

容， 並對布農族有更深刻及進一步的瞭解。 

而祭事曆圓盤在教學上的使用，建議如下： 

1.  融入國語文教學—看圖說故事：讓小朋友能看著祭事曆圓盤，編織一個故事或將

故事寫進作文中。 

2. 融入數學領域教學：像可以數出每個祭典的工作日、某個祭典的第幾天是在作什

麼？共 出現幾次半圓形的符號…….等。 

3. 融入社會科領域：瞭解家鄉的傳統、風俗、祭儀…….等。 

4. 融入自然科領域：認識小米的生長、整地的智慧…….等。 

5. 融入母語教學：用母語說出各祭典名稱及相關內容…….等。 

 

玖、其他說明 

 

1. 當初設定研究主題時，由於居住在屏東市，並非原住民部落，第一考量是就近詢問

教授 我們布農族母語的老師（一位住在高雄市桃源區，是六龜育幼院的董事、另

一位住在屏 東市的師母，本籍為南投縣仁愛鄉），不過，兩位老師都說，對祭事

曆有聽說，但並沒 有深入瞭解。所以，我們找了台東縣海瑞鄉崁頂村的村長夫婦，

他們是本研究指導老師 的好友，且對祭事曆相當有研究，本題材也是在他們家看

到所延伸出來的。而實地考察 及進行耆老訪談的另一地點為台東縣延平鄉桃源

村，此地為巧真與昱翔的家鄉，透過此 次的研究，除了讓他們更瞭解自己的文化

外，能多一點與爺爺、奶奶有更多話題可以 聊，增加相處的機會。 

 

2. 祭事曆與布農族關聯性，是否為布農族獨有的文化呢? 

以下摘錄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18 期（2013 年 12 月）劉昭民、劉有台所

發表----台灣原住民早期之天文曆法和氣象知識，剛好幫我們回答了這個問

題。 
 

 

 
 
 
 
 

  台灣原住民並沒有文字的記載可讓吾人研究古代他們的天文曆法和氣象知識。但是
吾人可以從數十年來考古人類學者的調查報告中，看出古時候他們也有簡單的天文物候
知識，也有簡單的年、月、日、時觀念，作為播種、收穫、狩獵、舉行播種祭和豐年祭
等活動之依據。最進步的要屬布農族所創造的「繪曆」和「日曆板」，前者上面刻有  

日、月、草、木以及動物等圖象，後者上面刻有山、川、日、月、植物圖象，還有會意
符號，舉凡釀酒、種粟、收穫、製作粟餅、出獵、殺豬、開墾田地、禁煮砍柴、舉行豐
年祭禮、喝酒等活動，都有硬性規定的日期，可以說是一種雛形的曆法。其他原住民都
沒有發展到「繪曆」和「日曆板」的程度。   

 
所以圖像符號來記錄一年中的各種祭儀的祭事曆板，是布農族獨有的特色，目前

於臺大人類學系標本室中收藏了兩塊的祭事曆板。 

 



2. 祭事曆如何的應用與推廣? 在我們踏尋祭事曆蹤跡時，發現目前部落中祭事曆廣 

為應用在編織、牆壁彩繪、皮雕....等藝術裝飾上，代表著族人在族群的認同上

的強化，透過藝術的方式呈現給不同的 族群認識，亦能在部落裡，除了耕種與狩

獵，發展出另一種生計文化。 

 

    透過學校教育是最根本的作法，我們看到台東縣紅葉國小將祭事曆作為教學步道，    

    我們所製作的祭事曆為簡化存放空間，將它用圓盤的方式呈現，並在第捌項裡提出 
祭事曆圓盤在教學上的使用建議，希望有利於祭事曆如何的應用與推廣。 
 
我們將布農族的祭事曆搭配國人所重視的 12 節氣，如果我們的這份研究成果可
以在文化傳承上有著其貢獻，我們會很高興。雖然我們無法取代民間流傳已久的
農民曆且 印製發行，但是在布農族的族群中，但願有其存在的意義。不管在文化
傳承或者文創 上，都有所貢獻。至少能在族人的文化教育上，有著鄉土文化的教
育使命，期待能在鄉 土教材上貢獻一些微薄心力。 
 

4. 由於本研究之隊員巧真與其他三位年紀不同，音劼居住地與其他三位不同，所以

在台東 相遇時屬共同研究，其他研究部份採分工制： 巧真負責策劃、構思研究

內容；昱翔、子聿負責採訪及打字；音劼則負責當出現問題 時，隨時幫我們詢求

解答，再透過電話、臉書傳送資料。 因這次的研究，讓四人成為很好的朋友，是

這次活動的另一項收穫。 

 

拾、研究心得 

 

祭事曆其實就是工作曆、行事曆，如同現在的記事本一樣，由於氣候的變遷小米

從以前 的一年一作，到現今能一年兩作，但無論如何變化，都不會改變布農族的歷

史文化。 

透過這次的科展，從一百零二年暑假開始籌劃，到一百零三年三月完稿，這段時

間讓我 們經歷了一場文化的洗禮，使我們更肯定布農族文化，對祖先為我們留下如

此珍貴的資產而 感到驕傲。 

探尋祭事曆密碼的過程雖然辛苦，在舟車勞動中，不過也豐富了我們身為都市原

住民所 欠缺的文化傳承這一塊，更增進了與部落耆老、同伴的情感。這一路要感謝

相伴的老師、家 長及最重要的解惑者--台東縣海端鄉崁頂村村長夫婦--胡天國耆老及

劉金蕉耆老。看到他們 背負著文化使命，在部落裡不斷地傳承文化，甚而推動了綠色

旅遊路線，讓不同族群的人亦 可以體驗布農族文化，瞭解布農族文化，著實的令人感

動。還要感謝關山國中的退休教師-- 胡金勝老師及延平鄉的古忠福老村長大家都不吝

將自己所知，將祖先的生活智慧告訴我們及 中央氣象局同意引用「臺灣 24 節氣與氣候

--1981~2010 資料統計」一書之資料，讓我們的研 究更順利的進行。 

感謝評審的建議與指教，讓我們看到研究需更充實的部份，使內容更加完備。 

 

 

 



壹拾壹、探討研究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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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一： 

 

 

                                         圖片說明：  此為 2014 年布農盃總冠軍獎盃，      

                                                            剛出爐 的，由海端鄉所獲得。  

                                                            你看到了嗎？上 面有祭事曆的 

                                          截圖呢！ 

 

 

 

 

 

 

 

 

http://math.ntnu.edu.tw/%7Ehorng/letter/vol3no4a.htm


 

附註二：祭事曆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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