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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臨水夫人信仰的建立 

  「順懿廟」，祀後人稱為「陳靖姑」者，因廟建在古田縣臨水，故俗又名

「臨水夫人」，是一在宋代福州極重要的「人物類」神祇。其成立始於唐末，盛

於宋。到了南宋，不但獲得政府的封號和廟額，名聲更顯於八閩。然而，因陳

靖姑乃一介平民出身，故對其身平所知不多。有關她的傳說，全都是在被奉祀

為神以後才產生的。仔細觀察地方志和〈神救產蛇〉對陳靖姑的敘述，會發現

他的神話乃是根植於民間對妊娠與分娩的恐懼和福州多蛇的環境所帶來的不

良印象。 

  經由分析陳靖姑的死因、顯靈斬除傳播瘟疫的蛇祟和拯救遭蛇祟害的孕

婦等傳說故事，可以了解人們如將因遭意外而亡的「鬼魂」，經由偶然的靈跡，

塑造成一個保境安民的神祇。 

第一節 臨水夫人的故事 

(一)方志的記載 

  古田縣是該祠祀的發源地，關於臨水夫人的傳說都從這裡開始。《(萬曆)

古田縣志》提供了一個所有方志裡面最完整的故事版本。古田縣治東三十里有

個名為臨水的地方有順懿廟。神姓陳，家世代以巫覡為業。生於唐大曆二年

(767)，祖父名玉，父名昌，母為葛氏。神精於巫術，長大嫁與劉杞。懷孕了幾

個月，適值地方上發生大旱災，於是，打掉胎兒，施法祈雨，果然獲應。他打

掉胎兒施法祈雨的祕密被發現，最後因墮胎祈雨大傷而亡。臨終之時，立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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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產的遺願而逝1，時僅二十四歲。死後屢顯靈跡。臨水地方有一白蛇洞，

裡頭蛇精常吐穢氣，造成瘟疫流行。有一天，有一身著紅衣的女子執劍斬蛇。

鄉人向前詢問他的姓名，女子說：「我江南下渡陳昌女也。」即刻消失不見。

人們趕緊往下渡尋訪，才知道這個女子為神，故在斬蛇處立廟祭祀。又建寧徐

清叟子婦懷孕十七個月還未生產，夢見神為之療治，於是產下一蛇，而孕婦平

安。以後，凡是祈禱雨暘、驅除疫厲、祈求子嗣，皆有響應。2有理由可以相

                                                      
  1 訣云：「吾死後不救世人產難，不神也。」詳見(明)劉曰暘 等纂修，《(萬曆)古田縣志》，
卷7，「秩祀志．祠廟」，8a-8b。 

  2 (明)劉曰暘 等纂修，《(萬曆)古田縣志》，卷7，「秩祀志．祠廟」，8a-8b。方志的說法
之所以可用，和方志的編纂方法有關。從所搜集到的福州方志可以看到一個現象，即宋

代廟記、碑文裡的內容，經常會被收到明清的方志裡，當成敘說祠祀的一部分。舉永福

縣的「洑口廟」為例，在《淳熙三山志》裡記載：「縣東南二里，姓陳氏，居烏石山，

兄弟九人皆著奇節，沒而為神。初置，永泰之年，溪潦暴漲，有枯木泝而上者數四，乃

洑口祠所刻像也。邑人柯氏取之，即今廟之址累石為室奉焉。民禱祠或樵牧過者，往往

石室中獲銅鈔。」而黃彛(時為鄉貢進士)為廟所作之〈威濟廟記〉裡也有相同的內容：「永

泰縣東南二里而近大溪之濱高阜之上有護境王廟存焉。王姓陳諱必勝，漢時人也。家於

閩域之烏石山，兄弟九人，皆著奇節。沒而有靈，肇顯於洑口之地，其民相與立祠貌，

欽事之且久。唐永泰二年，茲邑初置，邑人柯氏者漁於川中，流有若枯木泛然而來，怪

而視之，乃洑口祠所立王像也。既嘗所經見，愈驚懼，亟推之，復泝波而上，如是數四。

乃奔告邑人，邑人素奉王之威德，相謂曰：『吾邑初置，王之來，其為吾民之福歟？』

乃即今廟之址疊石為屋，以安其像。民之禱祠，或漁樵而至者，往往於石室中獲銅錢。」

該記作於北宋嘉祐七年(1062)，年代早於《淳熙三山志》的修纂年代，而二者文字相同的

程度之高，可以確定《淳熙三山志》裡的內容是從黃彛的廟記摘錄而來。同樣的內容也

可以在明代編纂的《(萬曆)福州府志》、《八閩通志》、《閩書》，以及清代編纂的《(乾
隆)永福縣志》裡看到。同樣的例子也可見於古田縣的「廣惠惠應行祠」。該廟在南宋曾
於縣令劉克遜的主持下重建，而由其兄劉克莊(1187-1269)撰寫了一篇廟記，記文內容為：

「廣惠惠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邑人即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

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積雨

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劍郡不靖，聲搖邑境，徐村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村諸葛

珏夢神告曰，賊至矣。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搏賊，詣祠乞靈穆卜龜，從賊果就縛，於

是辟故址作新宮舍，祠二神。」而明代編纂之《八閩通志》也有相同內容：「在縣之溪

南。宋嘉定間，邑人創於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今所，草創數楹，旁設廣惠

像，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痛焉。紹定二年冬，積雨妨穫，縣令劉克遜禱祠下輒霽。時

劍郡不靖，聲搖邑境。徐村頑民效尤。竊發，克遜詣祠乞靈穆卜龜，從賊果就縛。於是

辟故址作新宮舍，祠二神。」這二個例子充分證明廟記碑文的確會被方志的編纂者摘錄，

寫進方志裡，而且一代一代地傳抄下去。目前可見最早的順懿廟記，是元末張以寧(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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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人們之所以向臨水夫人祈求雨暘、驅疫厲和求子嗣，是因為人們一直傳說

著他曾經施法祈雨、死後有斬蛇驅疫厲，以及助人產子的靈跡。 

(二)神救產蛇 

  在徐清叟家顯靈3，使陳靖姑獲得朝廷賜爵號和廟額的殊榮。《湖海新聞夷

堅續志》提供了關於這個靈跡較為完整的版本。徐清叟一家正為子婦懷孕十七

個月不產而憂懼。忽然，有一婦人不請自來，自言姓陳，專門醫治難產。徐清

叟高興地將他留下，並將兒媳的事告訴他。陳婦認為這件事不難處理，於是請

徐清叟準備一個樓房，在二樓中心的地板上挖一個大洞，命一班僕人持杖在樓

下等待，若有東西從洞中落下，就立刻將之擊斃。陳婦為產婦「吹呵按摩」，

只見一條長尺餘的小蛇從洞中落下，僕人們群杖之。產婦平安，全家欲送禮陳

婦以表達謝意。陳婦只要一只手帕，上面由徐清叟親自寫上「某贈救產陳氏」

數字，並說：「某居古田縣某處，左右鄰某人。異日若蒙清目，萬幸。」辭別

出門，轉眼已不見蹤影。徐清叟心中常常在懷疑這件事。之後，徐清叟知福州，

和人談起這件事，於是遣人尋訪陳婦所說的地點，鄰居說：「此間止陳夫人廟，

常化身於事，救治難產。」仔細看所謂「陳夫人廟」，只見徐清叟親題之手帕

已經懸掛在神像前。徐清叟知道這件事之後，就向朝廷申請增加神的封號，並

重建廟宇。以後，只要有祈求男嗣及婦人難產，向神祈禱便能實現。4 

  故事發生的時候，奉祀他的祠祀已經建立了，而且也早以「救治難產」

聞名。從住在廟旁的人的語氣來看，這肯定是一個靈驗的祠祀。 

                                                                                                                                       
所作〈臨水順懿廟記〉。該記文裡提到在南宋，古田知縣洪天錫(寶慶二年〔1226〕進士)

曾經為廟立了一塊廟碑。從以上事例來看《(萬曆)古田縣志》裡關於「順懿廟」的記載是
若出自洪天錫所立的碑文，是可以成立的。一直到清乾隆十六年(1751)刊行的《古田縣

志》，亦能看到同樣的內容。 
  3 徐清叟字直翁，嘉定七年(1214)進士，曾任福建安撫使、知泉州。 
  4 (元)思善堂 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筆記小說大觀．四十二編〕第3冊(台北：新興
書局，1986)，〈神救產蛇〉，頁36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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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以降，和臨水夫人相關的傳說益加豐富，目前可見者有〈大奶夫人〉、

〈女道除妖〉、《海遊記》、《臨水平妖》和《閩都別記》等短篇和長篇小說。除

了將臨水夫人與道教閭山派連結在一起的情節不見於方志和〈神救產蛇〉的故

事記載之外，以斬蛇為主軸的降妖除魔故事，可說和宋代以來的說法如出一

轍。故事從宋到明清，雖然情節愈形複雜，卻是該祠祀興盛的反映。 

第二節 治產與伏蛇 

  自古以來，福州巫風盛行。從北宋開始，就有地方官不斷下令取締師巫，

企圖糾正人民信巫的風氣。蔡襄(1012-1067)於慶曆七年(1047)擔任福州知州的時

候，針對該州的弊病頒下戒諭，其中即嚴格聲明「巫覡主病、蠱毒殺人之類」，

必需「痛斷絕之」5，取締達「數百家」之多6；紹興二年(1132)，張守任福州知

州時，接獲連江、古田等縣被蠱毒禍害之家的控訴，又再度嚴申條禁，要求保

甲組織嚴格執行。7若單以臨水夫人祠祀首建之地的古田縣來說，景德二年(1005)

任知縣的李堪在禁巫祟之弊方面用力甚深，「薙佛宮四十九畝，灰淫祠三百一

十五所」，並且「虜邪巫四百有餘人」8，勒其回歸農業、變淫祠以成良田，一

時似乎風聲鶴唳。不過，亦僅是一時的禁絕而已。《夷堅志》裡幾則和師巫有

關的故事，證明到了南宋，福州仍然流行造蓄蠱毒和師巫治病、祛妖的習俗。

而當中和陳靖姑信仰最有關者，莫過於請巫治產難和降祛蛇祟。 

                                                      
  5 (宋)李燾 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冊8，卷187，頁4516；(宋)歐陽修，《文忠集》〔文
淵閣四庫全書〕，卷35，〈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2b-7b。 

  6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9，「禁蓄蠱」條，頁8244。 
  7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39，「禁蓄蠱」條，頁8244。取締「傳習妖教」、「造
畜蠱毒」之類列入保甲條制裡，首見熙寧三年(1070)制定之《畿縣保甲條制》。見(宋)李
燾 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冊9，卷218，頁5279。 

  8 (清)章竟可 等修纂，《(乾隆)古田縣志》(清乾隆十六年年刊本；景印，台北：成文出版
社，1967)，卷1，〈宋古邑令李堪古田縣記〉，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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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巫治難產 

  台灣閩南俗語諺云：「生贏雞酒香，生輸四塊板」，形容的就是婦人生產

的危險性，安然順產固然值得慶幸，若不幸在生產過程中去世，只有對著棺材

落淚。因此，為求生產過程平安，只得向神祈求。不過，醫家是否無法在婦女

的妊娠到生產過程中予以協助？其實不然。唐宋以來的醫家，例如孫思邈

(581-682)、朱端章(1184年完成《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和陳自明(1237年完成《婦人良方》)

等，均已發展出一套「產難」理論和處理藥方。9然而，藥方搭配產圖、靈符

和禁咒一齊使用，卻說明醫家對妊娠和分娩過程中可能發生的危機無法掌握。 

  由於生產過程可能產生的危險，無法以醫學的方式來避免，甚至還要藉

符咒的力量為輔助，企求姙娠到分娩的平安，無怪有些人為了逃避生育的危

險，選擇不婚10；要不就將整個生產過程的不順遂託言是超自然力量所為。這

裡所指的「超自然力量」當然沒有給予產婦任何協助，反而帶給他們恐慌。《夷

堅志》裡記載了許多這類的故事，故事裡的主人翁多誕下異胎，而當時的人們

大多以為若非被妖鬼作祟所害11，就是宿世冤孽所為。12而要壓制這些鬼祟或

                                                      
  9 在孫思邈、陳自明和朱端章的醫書裡，都用「產難」這個詞語指稱生產過程中發生的困
難。孫思邈為唐朝人，陳自明和朱端章都是南宋時人。 

 10 劉靜貞，《不舉子：宋人的生育問題》(台北：稻鄉出版社，1998)，頁55。 
 11 產下異胎而被指為是妖鬼作祟所導致的故事，如〈江南木客〉，使女子懷孕，進而產下
異胎的是所謂「五通」、「木下三郎」、「木客」或「獨腳五通」。見(宋)洪邁，《夷堅
志》，冊2，丁志卷19，〈江南木客〉，頁695-697。〈蛇妖〉的故事裡，造成異胎的是蛇；
〈二狗怪〉裡，造成異胎的是一條老黃狗。見(宋)洪邁，《夷堅志》，冊2，〈二狗怪〉，
丁志卷20，頁702-703。〈葉氏庖婢〉，造成異胎的是「土地祠中鬼物」。見(宋)洪邁，
《夷堅志》，冊2，支乙卷4，〈葉氏庖婢〉，頁824。〈璩小十家怪〉，造成璩小十妻子
產下小猱的是一條大白猿。見(宋)洪邁，《夷堅志》，冊3，三志己卷2，〈璩小十家怪〉，
頁1316-1317。〈苦竹郎君〉則是提到一座廟中的土偶，化作一美少年，使得婦人唐氏因
懷異物，難產腹裂而死。見(宋)洪邁，《夷堅志》，冊4，志補卷9，〈苦竹郎君〉，頁1627。 

 12 〈芭蕉上鬼〉描述曹紳的妻子，因為紹興初年協助廣東經略安撫使連南夫(1086-1143)殺少

不少海寇，所以，最後不但冤魂纏致死，連他的小妾也誕下一名「遍體皆長毛」的嬰孩，

被指為是冤鬼所託。見(宋)洪邁，《夷堅志》，冊1，後志卷14，〈芭蕉上鬼〉，頁120-121。
〈武真人〉的故事裡，敘述張循王(張俊，1086-1154)家的婢人，過生預產期仍沒有臨盆的跡

象，原來是該婢女前世為樵夫，嘗擊殺大蛇，腹內所懷正是報仇的大蛇，飲下符水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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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孽，唯有尋求和能超自然力量溝通的師巫或佛道人士來診治。 

  一則發生在福州的故事，可以說明婦女對於懷孕的憂懼。福州地方有個

巫者，因其能行「穢跡咒」的法術，替人治療邪祟、蠱毒甚為靈驗，因此獲得

「大悲巫」的稱號。當地人家有一處女，忽然懷孕，父母詰問原因，卻又得不

出個所以然，於是請來大悲巫施法「考召」。才剛到，就有一小兒左搖右擺地

入門，舞動一段時間，便跳入屋前的水池，到晚上還沒出來。隔天，另一小兒

亦同樣躍入池中不出。兩小兒的父親見孩子經久不出，亟欲將巫者送官懲辦。

然在巫者的保證之下，乃行作罷。這時，水池四周擠滿了圍觀的人群。不久之

後，兩小兒自水中出，一以繩索綑綁一條大鯉魚，一從其後鞭打。待拉上岸後，

鯉魚已經死去。而兩小兒則和常人沒兩樣，好像一點兒事也沒發生過。巫者命

人在處女的腹上疊堆瓶甓，舉杖將之擊碎。碎片嘩啦而下，懷孕的徵狀立即消

失，證明是鯉魚精作祟。13 

  上述「穢跡咒」和「考召法」，是宋代巫者經常使用的咒語和法術，其作

用在祛除邪魔。也許是「大悲巫」在福州已經享有一定名聲，獲得大眾的信任，

因此也未再追究兩小兒經久不出池中的責任和緣由。不過，重點不在巫師和小

兒，而是被當成懷孕原因的「鯉魚精」。當圍觀的群眾都知道是鯉魚精造成莫

名的懷孕，並可能威脅婦女的生命安全時，那麼巫師治孕有效的消息，便隨著

                                                                                                                                       
然產下一蛇。見(宋)洪邁，《夷堅志》，冊1，丁志卷14，〈武真人〉，頁654。〈武唐公〉
裡敘述，江州豪族顏忠訓的妻子懷孕二十四個月還沒有生，原來是他平時好食雞，每次

必「徐觀其死」而報應，果然產下一隻大鼈。見(宋)洪邁，《夷堅志》，冊1，丁志卷14，
〈武唐公〉，頁656。〈馬妾冤〉則是說一姓常的婦人，因妒箠殺嬖妾馬氏致死，受其鬼
魂報仇而變得難產。見(宋)洪邁，《夷堅志》，冊1，乙志卷15，〈馬妾冤〉，頁311-312。
〈許道壽〉是說還俗的道士許道壽，因為在廟前販賣假貨，其寡居的母親產下了一為貓頭，

一為鴉頭的怪胎。見(宋)洪邁，《夷堅志》，冊2，丁志卷9，〈許道壽〉，頁609。〈姜
七家豬〉說的是一名為姜七的牙儈祖婆，因生前專養母豬而賣豬豚，報應到姜七的妻子

身生，他生下人面豬足，身布黑毛的女嬰。見(宋)洪邁，《夷堅志》，冊3，三志己卷2，
〈姜七家豬〉，頁1313-1314。〈汪十四黿〉則敘述漁人汪十四，因為不願將所捕到的大黿
放生，使得他的妻子產下一個「宛如黿狀」的男嬰。見(宋)洪邁，《夷堅志》，冊3，三
志辛卷10，〈汪十四黿〉，頁1460。 

 13 (宋)洪邁，《夷堅志》，冊1，丙志卷6，〈福州大悲巫〉，頁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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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觀的群眾散布出去。可以說，正是這些駭人的故事、傳言造成婦女對生育過

程的恐懼。但是，是誰在解釋這些原因，並且擴大這些觀念？出現在那些故事

的人物，正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有少部分的的訊息是由醫者提供的，他們一

眼看穿那些過期未產的婦人是腹懷異胎14，甚至使用鍼法治療難產，卻說產下

的胎兒是宿世冤報。15然而，絕大多數的故事指出，是巫師和道士在解釋產下

異胎的原因，他們念咒語、給符水、調方藥，助產婦產下異胎，並告訴產婦的

家人，可能是因果報應，抑或是妖邪作祟，才產下如此不祥的胎兒。 

  在長期「先巫後醫」的社會裡，這樣的故事傳開，會對婦人造成相當大

的憂懼。他們可能會到處求神拜佛，找尋巫師為其診治懷孕過程中的異狀，為

的只是能平安地懷孕，產下胎兒。一個曾有巫覡身分、臨死前誓言救助難產，

死後因顯靈而被奉祀為神的陳靖姑，正好是最佳的訴求對象。而在傳統社會

中，生產被視為不潔且只有女性可以接觸的習俗，更促成陳靖姑被視作生產保

護神。16換言之，在生產方面求助於巫覡，並只有女性可以接觸的傳統習慣，

塑造了陳靖姑祠祀裡「護產保胎」的一面。 

                                                      
 14 〈潘璟醫〉裡提到名醫潘璟曾經治療過異胎的案例，該婦人誕下「肉塊百餘」。見(宋)
洪邁，《夷堅志》，冊1，甲志卷8，〈潘璟醫〉，頁69。〈建康三孕〉則提到醫者楊有
成曾經治療的三個異胎案例，其一產下大蛇，其一產下「頭甚大，茁髮長五寸許，兩肉

角隆起，滿口十餘牙，白而銛利」的怪胎，其一產下一雞和一猴。見(宋)洪邁，《夷堅志》，
冊1，支乙卷6，〈建康三孕〉，頁836。 

 15 〈屠光遠〉的故事正是敘述這樣的情節。屠光遠學習龐安常(北宋人，1082年曾為謫居黃州

的蘇軾治臂疾)診治難產的方法，但卻提出相異的解釋。龐安常以為「兒已出胞，而一手誤

執母腸胃，不復能說，故雖投藥而無益。適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病，即

縮手，所以遽生，無他往也。」而屠光遠卻認為「此非佳兒也，必有宿冤，卻取君夫人

命，故在胎執母腸不放，無由得生。⋯⋯。」見(宋)洪邁，《夷堅志》，冊1，甲志卷10，
〈龐安常鍼〉，頁83；(宋)洪邁，《夷堅志》，冊4，志補卷18，〈屠光遠〉，頁1715-1716。
即使是對婦科病深有研究，撰寫成集合理論和實例的《婦人良方》的陳自明，也有所謂

的「妊鬼胎方論」，他認為身心不健康的婦人，易為妖魅之類所乘，狀如懷孕，因此名

曰「鬼胎」。然而，他所說的「鬼胎」和《夷堅志》所舉諸故事三結局不同，他所舉案

例只是「狀如懷孕」，經過施藥治療後即失去徵狀。不過，值得注意的在於他認為「鬼

胎」的成因，亦為妖魅所造成。見陳自明，《婦人良方》，卷14，4a-5a。 
 16 劉靜貞認為禱於鬼神的儀式性作法，可能有部分是源於視產育為穢事的原始信仰。詳見
劉靜貞，《不舉子：宋人的生育問題》，頁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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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降祛蛇祟 

  宋代的陳靖姑故事中，蛇是很重要的禍周來源。其害有二：吐氣為疫厲

與作祟造成難產。當地人幾乎將「蛇」當作危害生命的敵人，說明宋代福州人

面對蛇的恐懼。據《淳熙三山志》載，福州產蛇數種，其中以蝮蛇最毒17；《古

田縣志》裡也提到當地產有多種蛇，分靑、赤、黃、白、黑諸色。18尤其是古

田、長溪等地多山，生活在此地的人經常有遇到蛇的機會。 

  早在漢代的文獻就已經記載居於此地的閩越人以蛇為圖騰，並有祀蛇為

神的習俗19；Edward Schafer也認為蛇女是古代中國南方文化中很重要的神

祇。20但當漢人南遷以後，面對陌生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習俗，使得他們必需使

用一些新的詞彙來建構這些新的見聞。在閩越人的習俗裡，是平常的事物，對

新住民來說卻極為駭人。21因此，就當漢人移居福州，開墾當地的林野時，面

對蟄居在林野中，會攻擊人類、致使斃命的蛇類，自然不會有正面的印象。 

  最極端的作法，便是將蛇「妖魔化」。而應付妖魔化的蛇，通常有二種作

法，一是為之建祠立祀，提供生人獻祭以緩和蛇的「怒氣」；一是視之為「妖

祟」，當其成為違害人類生命的主嫌時，找來師巫、法師將其消滅。 

  關於前者，由於漢代文獻闕如，無法得知閩越人祀「蛇神」的實況。然

在晉朝的時候，用人牲祀蛇的習俗，已經記載在當時的志怪小說裡面。22但殺

人祀蛇的習俗並沒有因為時間推移而消失。紹興二十九年(1159)，有一建州政

和縣人，前往莆田買一處子，原約定是要當作妾侍。沒料到，此政和人祀蛇為

                                                      
 17 (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42，「土俗類．物產」，頁8267。 
 18 (清)章竟可 等修纂，《(乾隆)古田縣志》，卷2，「風俗」，頁68。 
 19 楊琮，《閩越國文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頁442-443；林國平、彭文宇，
《福建民間信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頁54-58。 

 20 Edward H. Schafer, 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7-54. 

 21 Paul R. Katz,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21. 

 22 (晉)干寶，《搜神記》(台北：世界書局，1975)，卷19，〈李寄斬蛇〉，頁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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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買處子的用意在於以人祀蛇。幸好此女慧黠，覺有禍事將臨，於是絕不茹

葷，不停地默念《大悲咒》才逃過一劫。23 

  就後者而言，宋人賦予蛇最恐怖的意象，莫過於視之為傳播「瘟疫」的

媒介。一則發生於南宋的故事，描述了蛇與瘟疫大流行的關係。慶元元年

(1195)，湖州南門外出現了一個膚色潔白、著黑色弓鞋的婦人。他雇用了一艘

小船，卻往「易村」這個地方。上船之後，便偃臥休息，並拿葦席遮蓋。由於

只是一葉扁舟，若有動靜必能聽聞，但是，卻未聽見該婦人有任何反應。船伕

好奇，便翻開葦席，赫然發現數千條尺許長的小黑蛇蟠繞成聚。船伕急忙又將

葦席覆上。行六十里始抵岸，船伕扣舷，暗示已到達目的地。只見蛇又變回原

來的婦人。船伕未敢接受婦人所給的船資，問其故，原來是被蛇的模樣嚇住了。

婦人笑著叮嚀船伕，切莫將此事洩漏，並將往易村行「蛇瘟」的目的，以及一

個月後再回湖州的事告訴他。果然，是夏，居易村者七百戶人家，殆死大半。

一個月後，臨近州縣暴發大型瘟疫，和婦人所言無異。24 

  為了表示此故事所言不虛，洪邁在文後附上「沈清臣女嫁閩帥詹元善，

老嫗來福州說此」一句話。詹元善於紹熙五年(1194)任福州知州，慶元元年(1195)

罷職。康豹(Paul R. Katz)認為語言的相似性，在溫元帥信仰的傳播上，具有推波

助瀾的作用。25研究古代語言的學者，認為漢末的動亂，讓北方移民逐漸進入

江淮地區，使得北方語言和古代的吳語產生融合。南北朝時期，這種現象更為

激烈，北人和南人不僅互相學習語言，融合後產生的新語言形態，也隨著移民

江東、浙江和福建的路線，遍布於浙、閩兩省。因此，浙、閩兩省在語調、語

彙方面，就有了相似性。26相同的觀念，用來解釋民間故事的傳播一樣合適。

陳靖姑死後顯靈，替古田人除掉「吐氣為疫厲」的白蛇，證明蛇能傳播瘟疫的

                                                      
 23 (宋)洪邁，《夷堅志》，冊4，志補卷14，〈莆田處子〉，頁1683-1684。 
 24 (宋)洪邁，《夷堅志》，冊2，支景卷2，〈易村婦人〉，頁892。 
 25 Paul R. Katz, Demon Hordes and Burning Boats: The Cult of Marshal Wen in Late Imperial 

Chekiang, 15-17. 
 26 張光宇，〈吳閩方言關係試論〉，《中國語文》，234(北京，1993.05)，頁161-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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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早已存在福州，〈易村婦人〉的故事，對福州人來說一點也不陌生。 

  除了傳播瘟疫外，蛇亦能憑附在人身上，使人陷入瘋狂。受害者手足無

措，只得找巫師進行除祟的工作。福州長溪人潘甲，娶妻李氏。某天，與妯娌

出遊的路上，見一紅蛇蟠結，一動也不動。李氏「注目諦觀之」，回家後便開

始發狂，嬉笑說話毫無節制，行為舉止與常人不同。潘甲怕李氏會發生危險，

請來村子裡的巫師施法考驗。巫師身著紅衣，率鄰里僕童作驅儺隊的裝扮，沿

李氏曾經走過的路，施名為「燒山捉鬼」之術；夜晚又進行一連串的考治之術，

才將蛇祟趕出李氏的身上。27著紅衣的巫師施法除祟，和陳靖姑「著紅衣」斬

白蛇的情節相同。 

  以上兩例，說明陳靖姑傳說其來有自，而傳說內容之所以能和陳靖姑結

合，和陳靖姑「家世巫覡」的背景脫離不了關係。因為時人習慣尋求巫師解決

疾病和妖祟的問題，依此而產生的各種習俗和觀念，就和家世巫覡的陳靖姑結

合在一起。換言之，陳靖姑信仰的形成是奠基在民間的生活習俗上。 

第三節 塑造陳靖姑傳說的其他因素 

  誠如上節所言，舉凡陳靖姑傳說中的助產和降妖情節，均與民間尚巫的

風俗有關。民間對巫術的依賴，或許就是造成陳靖姑信仰在南宋蓬勃發展的主

因。這些情節在明代以後被繼續擴大，發展出短篇和長篇小說。 

  明清時期的陳靖姑信仰雖有「去巫入道」的傾向，但仔細分析這時發展

出來的故事情節，將會發現許多是奠基在宋代的巫法背景。這方面表現在施法

祈雨、降妖伏魔的模樣和穢跡咒的使用。明清小說在敘述陳靖姑除妖的裝扮

時，經常是「散髮帶冠，腰綑法裙，左手執劍，右手攜角，行罡步斗，念經朝

化」28、「帶冠披髮，執劍書符，⋯⋯吹角煉屍回氣，舞劍行罷」29、「披頭散

                                                      
 27 (宋)洪邁，《夷堅志》，冊3，支丁卷3，〈李氏紅蛇〉，頁986。 
 28 (清)不著撰人，《臨水平妖》(台中：瑞成書局，1977)，第4回，頁18。 
 29 (清)不著撰人，《臨水平妖》，第4回，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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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吹角佈斗，念動真言咒語，⋯⋯」30、「抖散青絲頭髮，戴上法冠，繫法

裙，左手執靈角，右手持法劍，腳踏草蓆，在江面上舞劍吹角，步罡踏斗」，31

即使在陳靖姑坐化，升天成神之後，據說在街上畫店賣的陳靖姑法相，亦是「披

髮帶冠，左手執劍，右手執靈角」。32在《海遊記》裡，儘管沒有提到陳靖姑

執法時的模樣，卻也提到其兄預備作法時的樣子，同樣也是「披頭散髮，手持

寶劍，口念真言，結壇作法，遣兵召將，鑼鼓齊鳴」。33而這正是宋人眼中驅

邪師的形象。 

  早在宋朝以前，「披髮跣足」的模樣就經常和「祈禳消災」的動作，或預

言神鬼之事的人結合在一起。34在宋朝，不論是巫師或身著「道袍」的人，凡

                                                      
 30 (清)不著撰人，《臨水平妖》，第13回，頁79。 
 31 (清)不著撰人，《臨水平妖》，第16回，頁103。 
 32 (清)不著撰人，《臨水平妖》，第17回，頁113。 
 33 (明)無根子集，葉明生 校注，《新刻全像顯法降蛇海遊記傳》(台北：財團法人施合鄭民
俗文化基金會，2000)，卷上，頁66。 

 34 《廣異記》裡收錄了一條發生於唐朝開元年間(713-742)的故事。開元中，楊瑒任洛陽令，
一卜者預言其兩日後當殞命。楊瑒問說是否有解厄之法。卜者說：「當以君之聞見，以

衛執事。免之與否，未可知也。」於是領著楊瑒入東院亭中，令瑒「被髮跣足」，墻面

而立，自己則據案書符。中夕之後，喜謂瑒曰：「今夕且免其即來，明日，可以三十張

紙作錢，及多造餅盔，與壺酒，出定鼎門外桑林之間，俟人過者則飲之，皁裘右袒，即

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飲餤，君其無憂。不然，寔難以。君亦宜易衣服，處小室，以伺之，

善為辭謝，問以所欲，予之策盡於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餤將罄，而皁裘不

至。瑒深以為憂，須叟遂至。使人邀屈，皁裘欣然，累有所進，瑒乃拜謁。人云：「君

昨何之？數至所居，遂不復見，疑於東院安處，善神監護，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

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數，兼燒紙錢，資真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尚與府

中諸吏同來謀之。宜盛饌相待。」言訖不見。明日，瑒設供帳，極諸海陸，候之日晚，

使者與其徒數十人同至，宴樂殊常浩暢。相語曰：「楊長官事，焉得不盡心耶？」久之，

謂瑒：「君對坊楊錫，亦有才幹，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聲動，宜於錫門相

候。若聞哭聲，君則免矣。」瑒如其言往，見鬼便在樹頭，欲往錫舍，為狗所咋，未能

得前。及從缺墻中入，遲迴聞哭聲，瑒遂獲免。雖然不知道楊瑒「被髮跣足」的形象是

否有所模仿，不過這樣的形象的確使他倖免於死。見(宋)李昉 等編，《太平廣記》，冊
7(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329，〈楊瑒〉，頁2616-2617。又《野人閑話》裡記載在
利州的市集裡有一人，「被髮跣足」，能言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

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人叫他「天自在」。在州南有一鬧市，人

甚闐咽。一天突然火起，煙火亘天，天自在於廟中自言自語：「此方人為惡日久，天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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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施法除祟的時候，都以「披髮杖劍」、「禹步吹角」的樣子出現35；刀劍和

靈角，則是民間師巫經常使用的法器。36可能是投射作用，主司除人間惡魔、

鬼邪的神明，也是以相同的形象出現。受到宋太宗和真宗崇奉道教的影響，而

躍居道教驅邪信仰神祇主流的「真武帝君」，即被描述是以「披髮跣足，踏螣

蛇八卦神龜」，手持「北方黑駞裘角斷魔雄劍」，領著天將神兵，收斷人間妖

魔37；長溪縣，始成於開慶元年(1259)的「七聖廟」，所祀主神趙昱，亦是以相

同的形象，出現在他的傳記裡。38 

                                                                                                                                       
殺之。遂以手探堦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為大雨，盡滅其火。

掌廟之人常常跟人說起這件事。天自在由是隱遁不見。後來，市裡的人果然遭祝融肆虐，

才相信天自在所言不假。見(宋)李昉 等編，《太平廣記》，冊2，卷86，〈天自在〉，頁
560-561。 

 35 《夷堅志》裡，幾則敘述替人解除鬼魅纏身的故事，驅邪師即是如此裝扮：〈九聖奇鬼〉：
隆興二年(1164)，薛季宣姪女之夫家為魈怪所苦，請來巫師沈安之治鬼，沈施法之時，即
「解髮禹步，杖劍呵祝」。見(宋)洪邁，《夷堅志》，冊1，丙志卷1，〈九聖奇鬼〉，頁

364-369。〈巴山蛇〉裡敘述崇仁縣有一農家婦，屋後晾晒衣服之後即不還。最後在一洞
穴中發現蹤跡。家人咸以為是妖魅所為，於是招來樂安的詹生治妖魅。詹施法時，亦是

「被髮銜刀，禹步作法」。見(宋)洪邁，《夷堅志》，冊2，丁志卷20，〈巴山蛇〉，頁705-706。
〈程山人女〉說是一在樂平縣一個織紗的盧姓人，娶了程山人女。有天，一蛇化成一士人

與程女交纏，家人於是找來里中江巫治妖。江巫施法之時，「被髮跣足，跳梁而前，鳴

鼓吹角，以張以勢。」見(宋)洪邁，《夷堅志》，冊3，三志辛卷5，〈程山人女〉，頁1425。
又〈成俊治蛇〉，講述的是建康屯駐中軍偏校，武功大夫成俊善禁咒之術，尤精於治蛇。

他施法時，「被髮跣足，衣道士服」。見(宋)洪邁，《夷堅志》，冊3，支戊卷3，〈成俊
治蛇〉，頁1070-1071。 

 36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夏竦在洪州取締師巫，沒收其法器，其中即有「鍾角」、「刀笏」
二種。見(宋)李燾 撰，《續資治通鑑長編》，冊4，卷101，頁2341。又鄱陽有一彭姓師
巫，慶元元年(1195)得病疫死去。後二年，其妻將其生平常用之「螺鼓」、「牛角」盡賣
與女覡郝娘。見(宋)洪邁，《夷堅志》，冊3，三志辛卷2，〈彭師鬼孽〉，頁1399。 

 37 不著撰人，《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收入張繼禹 主編，《中華道藏》，第30冊(北
京：華夏出版社，2004)，頁523；不著撰人，《玄天上帝啟聖錄》，收入張繼禹 主編，
《中華道藏》，第30冊，卷1，〈天帝錫劍〉，頁636。 

 38 《(萬曆)福寧州志》載，隋趙昱，蜀青城人，與道士廣陵李玨遊，累辭徵聘。後煬帝徵為
嘉州太守。時州有蛟害，昱令民募舡數百，率千人臨江鼓噪，自「被髮杖劍」隨之，天

地晦暝。少頃，雲霧歛收，七人不復出，惟昱左手提歛，右手提蛟道，奮波而出，河水

盡赤，蛟害遂除。開皇間，挈家入山，蹤跡不見。見(明)史起欽 等修纂，《(萬曆)福寧州
志》(北京：中國書店，1992)，卷2，「營繕志．祠祀」，頁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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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大奶夫人〉和《海遊記》均曾提及陳靖姑信仰與「穢跡法」或

「穢跡金剛」的關係39，時人相信穢跡法是陳靖姑降妖伏魔的法寶之一。而上

述的福州大悲巫即能持「穢跡咒」，替人化解因鯉魚作祟而產生的懷孕現象。

關於穢跡法在南宋時的流行狀況，可見載於白玉蟾弟子所編輯的語錄。白玉蟾

(1194-?)原名葛長庚，福州閩清縣人。自幼即從陳楠(1171?-1213)學習內丹修養和

道教雷法，對道法、佛教，以及民間祠祀活動，都有深入的觀察。40白玉蟾以

為穢跡法源於佛教，以穢跡金剛作為法神，專為「降伏諸魔，制諸外道」。然

而，在當時卻為巫者所用。他說： 

今之邪師雜諸道法之辭，而又步罡捻訣，高聲大叫，胡跳漢舞，搖鈴撼鐸，

鞭麻蛇，打跳棒，而於古教甚失其真。似非釋迦之所為矣。41 

從白玉蟾的說辭來看，巫者援佛教的「穢跡法」以為己用，和「穢跡法」除祟

的功能不無關係。人們相信陳靖姑「家世巫覡」的背景，自然而然，便將有關

降妖除魔的法術，與陳靖姑連結在一起。 

 

  自第二節開始，即談論造就陳靖姑神話的因素。從地方志和〈神救產蛇〉

裡，歸納出婦女對妊娠和生產的恐懼，以及人們對蛇的負面印象。在宋人的觀

念裡，懷孕過程危險重重。妖祟作怪和宿世冤孽是宋人解釋妊娠或生產不順遂

的常用的理由。「左巫右醫」的習慣，使得「妖祟壞孕」之說深入婦人心中。

                                                      
 39 見(明)不著撰人，〈大奶夫人〉，《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90)，頁179-180；(明)無根子集，葉明生 校注，《新刻全像顯法降蛇海遊記傳》，卷上，
頁76。 

 40 關於白玉蟾的生平，可見(宋)彭耜，〈海瓊玉蟾先生事實〉，收入(宋)白玉蟾，《白玉蟾
全集》(台北：自由出版社，1994)，冊1，卷1，頁29-39；Judith M. Boltz, A survey of Taoist 
Literature: T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87), 176-179. Judith A 
Berling, “Channels of Connection in Sung Religion: the Case of Pai Yü-Ch’an,”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307-333. 

 41 (宋)彭耜 等編，《海瓊白真人語錄》，收入張繼禹 主編，《中華道藏》，冊19，卷1，
〈師徒問答〉，頁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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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得子嗣平安，除了巫師的協助外，向神明祈求福佑，則是另一助力。因生

產而亡、死前誓言救人難產的陳靖姑，無疑最符合婦女的需要。妖蛇為祟的觀

念，起源於北方移民對福州多蛇環境的恐懼。在宋代，蛇經常被描述成吃人、

淫穢，好為祟害人的形象。為克制這些蛇祟，宋人經常尋求巫師的助力。不過，

宋人並不高估蛇祟害人的能力。蛇雖「頗能見妖怪邀索祭享」，但因法力不夠，

「威靈亦殊不章赫」，村巫社覡很容易便能去之。42宋代留下來的斷簡殘篇並無

法充分描述陳靖姑信仰的內容。幸好，明代以降的陳靖姑平妖小說，提供了一

些從宋代繼承下來的遺產，包括施法的樣貌、咒語和法術的使用。助產、施法

祈雨和除妖，是宋代巫覡經常從事的工作，而陳靖姑「家世巫覡」的身分背景，

和這些工作正好符合。由於陳靖姑信仰裡的巫術內容早在其祠祀成立以前便已

存在43，故這些巫術內容並非因陳靖姑祠祀之建立才產生，而是信徒將他們早

已熟悉的巫術活動附麗在陳靖姑信仰裡。看來，陳靖姑神話具有相當的可塑

性，後代的人將符合陳靖姑身分的巫術活動加諸在陳靖姑身生，使之成為其神

話的一部分。簡而言之，是民間早已根深蒂固的觀念塑造了陳靖姑的神話。 

  宋人因生活中的不順遂，進而懷疑因妖祟作怪、威脅生命安全而尋求師

巫協助，是很常見的作法。但是，為何這些日常生活中會遭遇的事，成為陳靖

姑神話的內容？而且，福州巫風既盛，被當神奉祀的巫覡亦不只陳靖姑而已，

為何陳靖姑的信仰特盛？地方志的敘述，提供了重要的線索。陳靖姑並非善

終，而是因為難產而死。死後「顯靈」斬除蛇妖，才被祀為神。換言之，陳靖

姑死後仍擁有除祟的能力，才是被祀為神的主要原因。否則，以陳靖姑一介「平

民」的身分，若無豐功偉業，難有被祀為神的機會。此觀念自何而來？ 

  西方的人類學者研究中國人社會時，發現在中國人社會裡，會賦予或想

像那些無人奉祀、死於非命的鬼魂極大的力量。通常，人們認為這些鬼魂會為

生人帶來災禍，因此需要好生侍奉，極力討好他們；人們會為他們建立祠廟，

                                                      
 42 (宋)洪邁，《夷堅志》，冊2，支景卷2，〈余氏蛇怪〉，頁893。 
 43 陳靖姑祠祀成於唐末，而唐代的巫者亦從事醫療、祈雨和除祟的工作。見中村治兵衛，
〈唐代の巫〉，《史淵》，105(福岡，1971)，頁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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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按年節提供香火和犧牲。一旦這些被安撫的「鬼」偶然地被人們認為曾經

協助他們脫離某些災厄，那麼「鬼」就逐漸被轉化為「神」，相關的神話、傳

說也就會與之發展出來。44中國人這樣的觀念其來有自，最早可溯源自商朝及

周朝早期。商王和周王雖貴為天子，但是卻必需畢恭畢敬地奉祀他們的祖先。

對他們來說，祖先是人和天帝的溝通橋梁，若有違逆，可能會受到祖先降災懲

罰。自漢代以降，受到地獄觀念的影響，人們所認識的祖先褪去了商周時期的

「尖銳」印象，變得比較「柔和」；人們依舊尊敬祖先，但已不再心懷畏懼。這

不意味人們對待「死者亡靈」的態度，一如對待祖先。死者亡靈與祖先截然不

同，尤其是那些客死異鄉、死於非命，或是英年早逝的人。東晉六朝時期的道

教人士，在他們所作的經典裡，特別注意民間祠祀中那些被祀為神的敗軍死

將，或是任何早夭而被祀為神的對象。此等壞軍敗將，舉眾形殘，身首異處，

故而靈魂沒有集聚之處，只得依山倚木，妄生怪異，害人性命。為了安撫這些

靈魂，人們依「俗師」占卜之言，供其「血食」。45儘管指自己為「正道」，而

斥民間崇拜為「俗道」，並持著要用「正道之法」消滅之的態度，這些道士還

是將民間崇拜的特色之一指出來了：依「俗師」(指師巫)之言，奉祀可能害人性

命的鬼神。奉祀橫死之靈魂，以避免災禍上身的說法，和西方人類學家觀察到

的情形可謂一致，而這樣傳統，還能溯源到先秦。46到了宋代以後，相似的情

形仍然存在。大多數被當作「土神」的神明，起初也是被當作鬼，他們應盡而

未盡的生命，使得他們無法超生。這些神明，生前可能是官員、武人，甚至是

師巫等，由於並非壽終，無法超度，因此還擁有生前持有的力量；正是憑侍著

                                                      
 44 C. Stevan Harrell, “When a Ghost Become a God,” in Arthur P. Wor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93-206. 
 45  Rolf A. Stein, “Religious Taoism and Popular Religion from the Second to Seventh 

Centuries,” in Holmes Welch et al., eds., Facets of Taoism: Essays in Chinese Relig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59-67.或見不著撰人，《太上洞淵神咒經》，收入張繼
禹 主編，《中華道藏》，第30冊，卷4，〈殺鬼品〉，頁13。 

 46 林富士，《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台灣的厲鬼信仰》(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
頁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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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延續下來的力量，他們能夠顯現靈跡，讓人們，不論是出於敬意或是畏懼，

都能夠去祭祀他們。47總之，非壽終正寢的死亡，讓他們擁有被祀為神的條件。 

  宋朝的民間信仰，最重要的發展應該是許多和其原生地的歷史發展有關

聯「土神」，他們的出身平常，卻對該地方極有貢獻，且死於非命或早夭；人

們把他們和那些死於沙場的敗軍死將清楚地分別開來。48陳靖姑的祠祀和這個

現象極吻合。他的祠祀起源於福州古田縣臨水洞，沒有顯赫的家世。最早的故

事，只告訴我們他姓「陳」，家中有巫覡的背景。除此之外，我們對他的來歷

一無所知。不過，因顯靈而被祀為神之後，和他相關的傳說便逐漸增加。人們

將他家世巫覡的背景和社會上流行的巫術習俗結合在一起，使得他的成為一個

擁有助產、除蛇祟等職能的神祇，並且為之創造名字，使其身分完備。簡單地

說，是陳靖姑死後顯靈除害的傳說，造就他成為一個神。傳說，陳靖姑雖是因

為祈雨而死，人們似乎應該就這點對他感謝有加，並且，為了記念他，採取對

待有功於地方的官員一樣的態度(例如古田縣知縣李堪)，直接了當地祀他為神。不

過，所有的傳記、小說並不強調祈雨的事蹟，反而反覆訴說著降妖除魔、救助

難產和保赤安胎的靈驗事跡。這點證明，身為巫覡的陳昌女，在死後顯靈，持

劍斬除吐氣為疫厲的白蛇之前，對大多數的人來說，只是一隻「鬼」，而且沒

沒無聞。反之，當斬除白蛇、提示人們他的所在之後，人們才當他是一個「神」。

這個靈蹟或許反映出發生在當地的歷史事實：在古田縣臨水，曾經發生地區性

的小型疫病，而在他們認為象徵疫病傳染媒介的白蛇被斬除後，疫情獲得消

解。對當地人來說，有能力治「蛇妖」，解救人們的疫病之苦的人，就是在當

地的活動的巫覡。他們如何解釋代替他們除去蛇祟的人，自報家門之後就「倏

忽不見」的原因？唯一的可能是「神」，已經死去的女巫陳氏顯然很適合這個

條件。之後，陳昌之女陳氏，一變而成陳靖姑，相關的故事也不斷地被製造、

傳說開來。換言之，從女巫陳氏到女神陳靖姑，其決定權是在於「人」；他的

                                                      
 47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258. 
 48 von Glahn, The Sinister Way,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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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怎麼在疫病和救助難產的基礎上琢磨女巫陳氏，他就會變成怎樣的「神」。

橫死與女巫陳氏成為一個沒有後人奉祀的「鬼」極有關係，人們可能以一般祭

祀孤魂野鬼的態度——害怕、恐懼——來對待他。一旦人們的態度因為某些有

利於鄉里的靈跡被指為是女巫陳氏所為而改變，又得到官方、道教或佛教的注

意，類似孤魂野鬼的起源就會漸漸消失。他對鄉里的靈驗事蹟將會被一說再

說，反而取代了原來祭祀他的理由。49 

  上述，乃是根據方志、傳記和小說所傳說的陳靖姑的死因，以及死後行

靈蹟的時間，參酌一些學者的說法所做的論述。斬蛇除疫的靈跡，不過是讓女

巫陳氏成為女神陳靖姑的第一步而已。要維持他在神班中的地位，必需不斷地

有靈驗事蹟被傳說才行。除了斬除蛇妖之外，陳靖姑的神話裡敘述的另一個重

點是其對婦女和幼兒的保護。可以說，就是這個職能吸引了無數的婦女信徒。

在傳統中國，傳宗接待除了是男人的重責大任外，更是配偶的重擔。婦女，最

好能多產，並且，要養護、照育嬰兒平安成長。前面曾經說過，生產婦女而言

是生命中的大事，從姙娠到到生產的過程，都極可能會發生危及生命的意外；

即便是生產完後，也有相關病變產生的可能。在幼兒成長的過程中，小病痛在

所難免，然而，一些好發在小兒身上的傳染病，如痘疹，就會造成孩子早夭。

誠如前述，婦女會將姙娠、生產的過程順利與否，當作是和超自然力量的對抗。

當婦人遇到姙娠與生產不順遂，則會找師巫或道士來診斷；師巫或道士，經常

會把姙娠與生產過程中的意外當成是妖祟或冤孽作怪。他們或是下藥方，或是

施法術，藉以處理這些意外狀況。就負責照料婦人生產的人來說，這些師巫或

道士，通常是女性，傳統中國的男性對於婦女生產的照護，經常是敬而遠之，

甚至認為是不潔的。 

  以一個女性助產、護產的身分來看，陳靖姑無疑相當適合。他死於難產，

並且發誓救助世間婦人難產的遺言，是後代人賦予他護產保赤職能最重要的根

                                                      
 49 B. J. Ter Haar, “The Genesis and Spread of Temple Cults in Fukien,” in Eduard B. Vermeer, 

ed.,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Leiden: E. J. 
Brill, 1990), 370-372; 38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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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由於陳靖姑是個平民，留下的資料有限，所有目前關於陳靖姑生平最原始

的資料，只有「家世巫覡」和「死於產難」二條而已，其他的部分都是後人傳

說、擴張的產物。因此，很難斷定他臨終的遺言是真是假。然而，不是生平成

就決定一個沒沒無聞的人，死後有沒有資格被祀為「神」，而是死後的靈蹟，

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關於陳靖姑救助婦人難產的事蹟，都是在

他死後、被當作神來祭祀才發生，至於她生前是否有類似的成就，則沒有太多

證據可徵，只能憑當時的確存在師巫治產難的風氣，推測陳靖姑大概也曾提供

類似的服務。無論如何，死於難產，並且誓言救助難產的遺言，的確會吸引女

性信徒的向心力。向心力的產生，則在於透過陳靖姑的保佑，讓他們「通過」

生產的風險，不僅獲得「再生」，對新生兒而言更是「誕生」。以〈神救產蛇〉

的故事來說，「蛇」所象徵的是懷孕或生產過程中的危險因子。但藉著陳氏婦

人的力量，危險因子被消除，並使得原本可能喪命的婦人再度「重生」。正是

「生命延續」的意義，陳靖姑才被當作婦女和幼兒的保護神。 

小結 

  從臨水夫人祠祀的案例，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民間祠祀興起的模式。已有

研究指出，到了宋代，許多曾經在地方上活動、沒沒無聞的人，被當作神來祭

拜。決定這類人物死後被祀為神的因素，不是他生前有任何豐功偉業。在福州

的祠祀表裡，我們可以發現曾經「有功於民」的官員或地方人士，死後被當作

神來祭拜。和這類神明相比，陳靖姑等生前沒沒無聞、在地方上沒有特別功績

的神祇，我們很難找到他在生前有任何可能被當作神來崇拜的理由。像陳靖姑

一樣，即使他留下死後也會助人「產難」的遺言，但是，直到持劍斬古田臨水

洞的白蛇之前，沒有人知道他是個神；之後，他才被當作是神。各種關於陳靖

姑的身份、事蹟等傳說和神話，也是在斬蛇事件發生之後才逐漸豐富起來。 

  如果仔細分析陳靖姑的神話和傳說，將會發現所有的說法或論述，並非

始於陳靖姑信仰產生之時，而是根植於長期以來就存在於福州民間的傳統。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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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整個陳靖姑傳說和故事的除妖情節及其主角——「蛇」，其實是長期以來流

傳在福州或福建民間祭祀「妖神」、蛇祟害人、巫術治祟等民間概念的總合。

大多數的民間傳說顯示，宋人經常以「恐懼」、「害怕」的態度面對蛇。蛇被描

繪成淫穢、使人瘋狂、食人、散播瘟疫和危及婦人生命的形象，而地方小民解

決的方式，通常是訴諸巫術的力量。 

  從地方志，以及《夷堅志》的故事裡可以發現，福州地方有許多師巫活

動，然而，獨獨陳靖姑被祀以為神。我們可以說，是一些外在因素促成這件事。

如上述，任何關於陳靖姑的生平，我們知悉甚少，在他被祀以為神之前，任何

他的死因都不重要。但是，引起人們注意的，可能是他的「橫死」。地方志的

敘述告訴我們，陳靖姑曾經適人，而且懷有生孕。不幸流產而死以後，意味著

他沒有自己的直系子孫嗣祀奉香火，他極有可能不能成為劉氏家族的祖先。再

者，他是否亡命於自己的家裡，我們也不清楚。換句話說，還沒有成為神之前

的陳靖姑，可能被當成「孤魂野鬼」來對待；人們一起在中元節或盂蘭盆節的

時候，祭拜這些「孤魂野鬼」。關鍵的斬白蛇——消滅疫病，以及「江南下渡

陳昌女」的線索，讓人們可以將孤鬼的女巫陳氏和女神陳靖姑結合在一起。藉

此，越來越多的神話傳說，讓孤魂野鬼的本質逐漸褪化，蛻變成神的色彩越來

越濃。愈來愈多的靈蹟讓陳靖姑的主司職能明顯起來，拯救徐清叟發生產難的

媳婦，和他的臨終遺言相互呼應。他救助徐清叟的媳婦，使之「重生」的力量，

對面臨生產恐懼的婦女來說，毋寧是一劑最有用的強心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