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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壹、普洛普的《民間故事型態學》 

《民間故事型態學》是普洛普的第一部民俗學著作，亦是他最具影響力、最惹人

爭議的著作。在普洛普之前，民間故事（包括童話）的研究都著眼於故事的起源和演

變，結構分析被長期忽視。學者們都只問「故事怎樣來」，而沒有弄清楚「故事是甚

麼」，一旦進行比較研究，他們的學說無法說明故事的本質，也無從掌握比較的工具。

在《民間故事型態學》中，普洛普指出，在未弄清楚故事是甚麼之前，先去找尋其歷

史根源，往往不得要領，且故事種類繁多，要研究其整體面貌，便先要作清楚的分類，

所以，正確的分類法才是科學研究的第一步。 

 
至於「型態學」，普洛普認為它的實質意義是「組合（композиция）」，即童話

的功能序列，是潛藏於所有童話中的組合規律。他認為，為了對故事作出正確的比較，

最明智的方法就是將故事拆分為一個個細小的成分，再就成分比較故事的異同，比較

的結果將是一個「型態學」。也就是根據故事組成成分、成分和其他成分、以及成分

與故事整體的相互關係所做的描述。 

 
前述已介紹部份俄國童話並做初步分析，接下來將條列普洛普的民間故事型態，讓讀

者可與俄國童話做對照，這些類型是從英文版的《民間故事型態學》翻譯而來，因為

台灣未有針對普洛普《民間故事型態學》的中文翻譯版本，筆者先大略翻譯英文版的

童話類型，希望能引起台灣讀者的興趣。 

 
    根據普洛普的分析，總共有 31 種主要的類型：211 

 
1. 家庭成員之一離開家。 

(1) 離開家庭的不一定是年輕人，例如：父母親離家去工作（參考《Гуси-лебеди

天鵝》212）；王子踏上旅途，將妻子留給陌生人照顧；一位商人離家到遙遠的

國度。 

                                                 
211 Propp, Vladimir Iakovlevich. 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 26-65. 
212 Афанасьев А.Н.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М.: Худож. лит., с. 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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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要素的強烈變化型有時候是以父母雙亡的方式呈現。 

(3) 離開家的是年輕一輩：去拜訪親戚、去散步、去採集野果等（參考《嚴寒老公

公》213）。 

 
2.  針對主人翁所下的禁令。 

(1) 「照顧你的弟弟，不准穿越庭院出去冒險」（參考《天鵝》）。「如果巫婆來了，

你不准說話，不要出聲」。「不要打開那個箱子」。「不准採那些蘋果」。 

    (2) 這種禁令的轉化型是一個命令或是建議，「將早餐帶到田裡」。「帶著你的弟弟

去森林裡」。 

 
3. 禁令被違反。 

類型 2 和 3 通常是一起的，有時候類型 2 不會出現，但是主人翁被命令要完成

某件事，也就是違反禁令，通常這個時候故事會出現一個新人物，也就是反派角色，

這個角色的任務就是去破壞一個家庭的和諧、造成不幸、損害，這個反派角色有可

能是一個魔鬼、一條龍、一位巫師或是後母。（參考《天鵝》，小女孩讓弟弟到庭院

遊玩，弟弟卻被天鵝抓走，抓到巫婆的住所）。 

 
4. 反派人物試圖偵察。 

(1) 偵察的目的是要找出小孩的所在地，或是貴重物品的藏匿處。例如：小販問

道：「你在哪裡找到這些珍貴的寶石？」；公主說：「告訴我，商人之子伊凡，

你的智慧從何而來？」。 

(2) 偵察的轉化型是受害者試圖對反派人物提出問題：「你的死亡藏在哪裡，

кащей？」（參考《Царевна-лягушка青蛙公主》214）；「你的馬跑得真快！不

知道能不能找到另一匹跑得比你的馬還快的馬？」。 

 
5. 反派人物獲得有關受害者的資訊。 

(1) 反派人物直接得到問題的答案：針對小販詢問寶石的問題，商人妻子回答道： 

「喔，這些寶石是我家養的母雞孵出來的。」 

(2) 所有的資訊集結產生了相對的答案。如：Кащей的行為暴露了關於他的死亡

的秘密。 

 

                                                 
213 阿‧托爾斯泰著，任溶溶譯，《俄羅斯民間童話》。台北：小知堂，頁 177-181。 
214 Казберук М.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М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нацтва», с.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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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反派人物試圖欺騙受害者，為了佔有受害者、或是屬於受害的物品。 

       首先，要假設反派人物會進行變裝或易容，龍會變成一位年輕人、巫婆會變成

一位和藹的老婦人...等等。 

(1) 反派人物進行勸說：巫婆勸人收下一只戒指；教母提議洗個熱水澡；巫婆建

議脫下衣服，且進入池塘沐浴一番（參考《Белая уточка小白鴨》215）。 

(2) 反派人物直接用魔法達成目的：繼母給丈夫與前妻生的兒子飲用睡著的魔

藥；女子將一個有魔力的別針別在他的衣服上（參考《Перышко Финиста ясна 

сокола雄鷹芬尼斯特的羽毛》216，作聖餅婦人之女每晚都讓芬尼斯特喝下睡

著的魔藥，讓他無法與老人的小女兒相認）。 

(3) 反派人物用欺騙或強迫的手段達到目的。 

 
7. 受害者被欺騙因此不智地幫助了他的敵人。 

(1) 主人翁接受了反派人物的所有勸說（《小白鴨》裡的公爵夫人接受巫婆建議，

入池塘沐浴，卻被巫婆師法變成一隻白鴨）。 

(2) 主人翁直接反應了反派人物所採取的手段，如：喝了魔藥馬上沈沈入睡。 

 
8. 反派人物造成一名家庭成員的損害或受傷（有這項條件主人翁才能進行下一步的行

動）。 

(1) 反派人物劫掠一個人，如：龍擄走了沙皇的女兒、或是農人的女兒；巫婆偷

走了一名男孩（參考《天鵝》）。 

(2) 反派人物抓走或是帶走了有魔法的媒介，如：醜惡的男人偷走了寶箱；農民

偷走了有魔力的駿馬。 

(3) 反派人物掠奪或是損害農作。 

(4) 反派人物造成身體的受傷，如：《沒手的姑娘》217裡，姊姊的雙手被弟弟砍去。 

(5) 反派人物造成某人或某物的突然消失，通常是採取某種魔法或是欺騙的手段

才會導致某人某物消失，如：《雄鷹芬尼斯特的羽毛》姊姊們在小妹的窗戶旁

放了刀子和針，雄鷹芬尼斯特因此傷了翅膀，便無法飛進小妹的房間，從此

消失。 

(6) 反派人物命令或慫恿受害者。 

(7) 反派人物驅逐某人：繼母將丈夫與前妻生的女兒驅逐離開家（參考《嚴寒老

                                                 
215 亞‧尼‧阿法納西耶夫著，潘稼民譯，《指頭孩兒—俄羅斯民間故事精粹》。重慶：重慶出版社，頁

6-10。 
216 Казберук М.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М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нацтва», с. 227-234. 
217 陳馥編譯，《俄羅斯民間故事選》。瀋陽：遼寧出版社，頁 17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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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 

(8) 反派人物對某人或某物下咒，如：繼母將丈夫與前妻生的女兒變成一隻貓，

並將她趕出家門。 

(9) 反派人物命令某人進行謀殺，或是親自進行謀殺（參考《小白鴨》）。 

(10) 反派人物囚禁某人（《青蛙公主》中 Кащей囚禁了有智慧的瓦西莉薩。 

(11) 反派人物以吃人為要脅，如：惡龍命令沙皇將女兒送給牠當晚餐吃掉。 

(12) 反派人物在夜晚糾纏，如：惡龍或魔鬼在夜裡糾纏折磨公主。 

 
    轉換型：家庭成員之一不是缺乏某物，就是渴望獲得某物（因此才會啟程追尋某

物）。 

(1) 缺乏新娘，主人翁未婚，因此出發去尋找適當人選（參考《Сивка － бурка

灰褐色的馬》218）。 

(2) 需要魔法媒介，如：金蘋果、復活水...等（參考《Сказка о молодильных яблоках 

и живой воде返老還童蘋果和起死回生水的童話》219）。 

(3) 缺乏一些特殊的物品，如：藏匿 кащей死亡的蛋（參考《青蛙公主》）。 

 
9. 不幸事件發生；主人翁根據要求或命令而行動；他被允許出發，或是被派遣到某處。 

(1) 某人尋求幫助，主人翁因此行動（參考《Поди туда － не знаю куда, принести 

то － не знаю что到那不知為何處的地方，取那不知為何物的東西》220）。

尋求幫助的通常是沙皇，而且沙皇會因此承諾某些諾言。 

(2) 主人翁被允許離家。 

(3) 不幸事件發生，如：《額頭有太陽，腦後有月亮，兩側群星璀璨》221裡母親告

訴主人翁，她曾經有三個兒子在主人翁出生之前被偷走，主人翁和母親先是

被流放，後來在某處找到三個兄弟。 

(4) 本來應該遭受死亡的主人翁被偷偷地解救，如：獵人將白雪公主藏匿起來並

釋放，殺了一頭動物並取出心和肝，假裝成他已殺了公主的證據。 

 
10. 尋找者同意或是決定要反擊。 

       這類情節通常會有一些關鍵話語，例如：「請允許我們去尋找公主的下落」。有

時候這些行動並不是由話語表示，而是根據決定，開始展開搜尋的動作（參考《Иван, 

                                                 
218 Казберук М.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М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нацтва», с. 79-83. 
219 Там же, с. 253-265. 
220 Там же, с. 237-253. 
221 陳馥編譯，《俄羅斯民間故事選》。瀋陽：遼寧出版社，頁 15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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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сын, и Чудо-юдо農人之子伊凡與多頭妖怪》222，三兄弟出發去打敗

多頭妖怪）。 

11. 主人翁離家。 

這類型和類型 1 的離家不同，這種類型的主人翁，離家是有目的、任務的，通

常是去尋找某人某物，或是解救受害者。而且在此時，通常會有一個新角色加入故

事，也就是援助者，通常是在森林或是路上不經意地和主人翁相遇（《青蛙公主》

的伊凡王子出發去尋找瓦西莉薩，路上遇到幫助他的巫婆）。 

 
12. 主人翁遭受試驗、審問、攻擊，開啟了他獲得魔法媒介或助手的道路。 

(1) 援助者考驗主人翁，如：巫婆要少女幫她做家事、主人翁為商人工作三年、

龍叫主人翁舉起一顆巨石。 

(2) 援助者向主人翁寒暄或是提出問題，如果主人翁有禮貌地回應，通常會獲得

一些寶物作為獎賞，如果他無禮地回應，則什麼都得不到（參考《青蛙公主》、

《到那不知為何處的地方，取那不知為何物的東西》）。 

(3) 一個垂死的人或是病人要求主人翁為他做某事，如：垂死的父親要兒子們在

他的墳墓旁度過三晚。 

(4) 囚犯要求主人翁解放他：瓶中的精靈要求男孩將他釋放出來。 

(5) 爭論者要求主人翁替他們分配財產（參考《Заколдованная королевна中了魔

法的公主》223），如：兩個巨人要求將一支柺杖和一支掃帚平均分配給兩人。 

 
13. 主人翁回應了援助者的行動（此回應可以是積極也可以是消極的）。 

(1) 主人翁通過（或是沒通過）考驗。如：《青蛙公主》中的伊凡通過了巫婆的考

驗。 

(2) 主人翁回應（或是不回應）問題。 

(3) 他完成（或是沒完成）死者的要求。 

(4) 他放了囚犯自由。如：《灰褐色的馬》中，伊凡抓到了破壞小麥甜的那匹馬，

馬要伊凡放了牠，並答應會在伊凡需要幫助時出現來援助他。 

(5) 他解決了爭論者的問題。如：《中了魔法的公主》中士兵解決了三個鬼的問題。 

 
14. 主人翁取得或是學會了魔法媒介的用法。 

       下列物品都有可能作為魔法媒介：(a)動物（一匹馬、一隻老鷹...等）；(b)會變

                                                 
222 Казберук М.А. Рус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сказки. Мн.: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Юнацтва», с. 160-168. 
223 Шалаевой Г. Серебряная книга лучших сказок мира: Для мл. и ср. шк. возраста. М.:АСТ, с. 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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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魔法助手的物品（會變出跑得很快的馬的打火石、會變出一個精靈的魔戒）；(c)

具有魔力的物品，像是棍棒、劍、線球...等等；(d)直接授與的力量，像是可以變成

動物的魔法。 

(1) 直接傳授媒介，如：《Чудесная рубашка神奇襯衫》224，鵰、鷹、麻雀送給

伊凡兩匹馬和一件神奇的襯衫。。 

(2) 經由他人指出媒介。 

(3) 媒介被出售又被買下來，如：主人翁買下了一隻神奇的母雞。 

(4) 媒介意外地落入主人翁的手中。如：《中了魔法的公主》中士兵在路上巧遇三

個鬼的爭吵，並用智慧騙走了三個鬼的寶物。 

(5) 媒介突然自己出現。 

(6) 媒介被拿走，如：主人翁從巫婆那裡偷走了一匹馬。 

 
15. 主人翁被派遣、指引到所尋找物品的所在地。 

       通常主人翁所尋找的物品，位於另一個國度，不是在非常遙遠的地方，就是在

非常高或是非常深的地方。 

(1) 主人翁飛越天空，有許多種方式：騎著馬、乘著老鷹、乘著飛船、乘著會飛

的魔毯，坐在精靈的背上...等。 

(2) 他在陸地上或水上旅行，如：乘著一匹馬或狼（《Иван-царевич и серый волк

伊凡王子和灰色野狼》225）、坐船。 

(3) 他被引導：線球指引了一條路、一匹狼將主人翁帶領到公主所在之處、《青蛙

公主》裡的巫婆指引伊凡，告訴伊凡不死卡薛的致命弱點。 

(4) 他利用了常用的交通設施：他爬上了階梯；他發現了地底下的秘密通道，並

使用它；他利用皮帶爬下來。 

 
16. 主人翁直接和反派人物搏鬥。 

(1) 他們在開闊的場地戰鬥（參考《農人之子伊凡與多頭妖怪》）。 

(2) 他們進行競爭，有些故事裡，主角和反派人物並沒有打起來，而是用比賽的

方式分勝負，通常主人翁會以他的機智贏得比賽。 

(3) 他們一起玩牌。 

 

 

                                                 
224 Афанасьев А.Н.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М.: Худож. лит., с. 153-159. 
225 阿‧托爾斯泰著，任溶溶譯，《俄羅斯民間童話》。台北：小知堂，頁 26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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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主人翁被做上記號。 

(1) 身上被做記號：主人翁在小爭吵中受傷，產生一個傷口；公主在主人翁的額

頭上，用圖章戒指做了一個印記；她親吻他，在他的額頭上留下一個流星的

記號。 

(2) 主人翁獲得一只戒指或是一條手帕（參考《灰褐色的馬》）。 

 
18. 反派人物被打敗。 

(1) 反派人物在公開的戰鬥中被打敗（《農人之子伊凡與多頭妖怪》）。 

(2) 他在比賽中輸了。 

(3) 他玩牌輸了。 

(4) 他直接被消滅（《青蛙公主》中的不死卡薛被伊凡殺死）。 

 
19. 一開始的不幸或貧乏消失了。 

(1) 尋找的物品被用來增強力量或增加智慧（參考《灰褐色的馬》）。 

(2) 在循循利誘下，獲得所尋找的物品。 

(3) 一連串行動的結果，得到想要的物品，如：《伊凡王子和灰色野狼》，伊凡獲

得寶物，讓野狼殺了邪惡的哥哥們，解救了公主，之後和她結婚。 

(4) 藉由使用魔法媒介，獲得所尋找的物品。 

(5) 魔法媒介的使用改善了貧窮的狀態（參考《到那不知為何處的地方，取那不

知為何物的東西》）：會產生豐盛美食的桌巾。 

(6) 尋找的物品被逮到了：主人翁抓到了偷吃小麥的那匹馬（《灰褐色的馬》）。 

(7) 人身上的魔咒被破解了（參考《雄鷹芬尼斯特的羽毛》）。 

(8) 被殺死的人又復活了，如：《返老還童蘋果和起死回生水的童話》，主人翁用

生死水復活。 

 
20. 主人翁回來。（參考《伊凡王子和灰色野狼》、《灰褐色的馬》）。 

 
21. 主人翁被追趕。 

(1) 追趕者緊跟著主人翁（參考《天鵝》）。 

(2) 他追趕著主人翁，快速地將自己變成其他動物。 

(3) 追趕者將自己變成可誘惑主人翁的物品，並擋在主人翁必經之路。 

(4) 追趕者試圖要殺害主人翁（參考《Баба яга巫婆》226）。 

                                                 
226 Афанасьев А.Н., Сост.: Пескова А. Народные русские сказки. М.: Худож. лит., с. 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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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人翁逃脫別人的追趕。 

(1) 主人翁逃跑。 

(2) 主人翁逃跑，在追趕者的路上放置阻礙物（《巫婆》中小女孩將梳子變成樹林，

將頭巾變成小溪，擋住巫婆的去路）。 

(3) 主人翁在逃跑的時候，將自己變成追趕者無法認得的物品。 

(4) 主人翁躲起來（參考《天鵝》中姊弟倆受到其他物品的幫助，避免被天鵝發

現）。 

(5) 他避開了追趕者所變成的誘惑物。 

 
23. 未被認得的主人翁返家，或是到另一個國家（《返老還童蘋果和起死回生水的童話》

中，三王子伊凡被兩個哥哥丟入深淵後，並沒有馬上返國，而到另一個國家去）。 

 
24. 假冒的英雄發表沒有事實根據的聲稱。 

       如果主人翁返家，那些虛假的聲稱通常是由他的兄弟發佈的，他的兄弟宣稱寶

物是他們取得的（《返老還童蘋果和起死回生水的童話》中邪惡的大王子和二王子，

謊稱寶物是他們取回的）；如果主人翁去去另一個國家，通常是其他人假冒他，宣

布自己打敗了惡龍或是魔鬼。 

 
25. 主人翁被指派了困難的任務。 

       這是童話故事裡最受喜愛的要素之一，有各式各樣的任務：被要求要吃一定數

量的食物，喝一定數量的飲料；在火熱的鐵製澡堂裡洗澡，或是在滾燙的熱水中

沐浴；在 12 位看起來長得一樣的女孩中找出特別的一位（參考《返老還童蘋果和

起死回生水的童話》）；去找某個「蠟燭會自己亮起來」的人...等。 

 
26. 任務已達成。 

       有些任務在還沒被指派給主人翁之前就已完成，如：主人翁早在被要求要認出

公主之前，就發現公主和其他人不一樣的特徵（參考《返老還童蘋果和起死回生水

的童話》）。 

 
27. 主人翁獲得認可。 

       主人翁藉由身上的記號，或是授予他的物品（手帕、戒指），而獲得其他人的

承認（參考《灰褐色的馬》中，伊凡拿到公主的戒指，最後因此戒而與公主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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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假冒的英雄或是反派人物被發現。 

       通常假冒的英雄無法完成被指派的任務，所以被發現是假冒的（參考《返老還

童蘋果和起死回生水的童話》，兩個年紀較長的王子假冒是伊凡，卻被認出）；通常

反派人物會藏身在人群中，由於只有他發出反對的聲音，而暴露了他的行蹤。 

 
29. 主人翁有了新面貌。 

(1) 援助者用魔法讓主人翁有新面貌，如：主人翁穿越了馬的雙耳，獲得了俊俏

的新臉孔（參考《灰褐色的馬》）。 

(2) 主人翁建造了一座華麗的皇宮，如：《憑梭魚的吩咐》227葉密里雅靠梭魚的魔

法建造出一座宮殿。 

(3) 主人翁換上新衣裳。 

 
30. 反派人物得到懲罰（參考《小白鴨》、《返老還童蘋果和起死回生水的童話》、《農人

之子伊凡與多頭妖怪》）。 

 
31. 主人翁結婚並登上王位。 

(1) 獲得新娘和王國作為獎賞，或是起先得到一半的王國，在雙親去世後得到整

個王國（參考《中了魔法的公主》）。 

(2) 有時候主人翁只有娶得新娘，因為他的新娘不是公主，因此無法登上王位，

如：《神奇襯衫》，富商之子伊凡最後趕走了陷害他的伊蓮娜，娶伊蓮娜的女

僕為妻。 

(3) 有時候，故事只提到主人翁登上王位。 

(4) 有時候主人翁得到金錢的獎賞，或是其他補償（參考《嚴寒老公公》）。 

 
    從普洛普的《民間故事型態學》中，可以發現許多童話故事的典型模式，而第三

章筆者所分析的一些俄羅斯童話，也可證明某些故事裡情節、角色配置，所產生的功

能與意義。 

                                                 
227 阿‧托爾斯泰著，任溶溶譯，《俄羅斯民間童話》。台北：小知堂，18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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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圖片 

 

Леший 
圖片出處：http://depculture.ru/new001_show.php?mode=other&i=219 

 

 

Русалка 
圖片出處：http://zhurnal.lib.ru/img/d/domowoj/estxtakajarabotaljudejpugatx/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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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икиморы и Водяной 
圖片出處：

http://www.artlib.ru/index.php?id=11&idp=45&fp=2&uid=41&iid=15217&idg=0 

 

 

Царевна Лягушка 
圖片出處：В.М. Васнецов, 

http://www.varvar.ru/arhiv/gallery/russian/vasnetsov_v_m/vasnetsov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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Сивка-Бурка 
圖片出處：В.М. Васнецов, http://www.strani.ru/art/displayimage.php?album=16&pos=9 

 

 

Баба яга 
圖片出處：И.Я. Билибин, 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Ivan_Bili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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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ащей Бессмертный 
圖片出處：В.М. Васнецов, http://www.strani.ru/art/displayimage.php?album=16&pos=7 

 

 

Змей Горыныч 
圖片出處：В.М. Васнецов, http://www.all-art.org/literature/axmatova/x11-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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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ван царевич и Жар-птица 
圖片出處：И.Я. Билибин, http://paganism.msk.ru/duhi/duhi2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