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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姓爺 
 

空中恍有金鼓聲，香氣達通衢。 

一官妻翁氏正在肚疼昏迷間， 

夢同眾人岸上觀大魚跳躍，對懷直沖，驚倒。 

醒來即分娩一男。 

──江日昇，《台灣外記》 

 

 

第一節 東海長鯨：傳說、英雄 

 

  鄭成功一系列的傳說，主要流傳在幾乎是台灣的全境、中國閩南地區、日本

平戶，其內容則主要以各種不同型態的情節在描述鄭氏事跡功業。鄭氏功業主要

是忠於明室，在閩南一帶負隅抗清，之後據台以為反攻基地。其傳說故事正恰如

其份地反應出這樣的情況：人們環繞著鄭氏足跡──鄭成功的所到之處（或想像

中所到之處），寫下人物傳奇。人們口中傳述著的，是在鄭成功身上看到的鄭氏

家族發跡沒落的命不可違，以及鄭成功傳奇性逆時勢而為的悲喜故事。 

  透過鄭氏傳說，我們企圖了解，傳述著他所印下足跡的人們，如何塑造出一

個英雄。而傳說與故事中的塑造，與其一生功業──被奉為「民族英雄」的鄭成

功，又有什麼樣的關係？ 

 

一、材料的收集與定位 

 

  我們限制所收集的傳說必須是「民間文學」。而經過嚴格限定的民間文學，

使得收集難度提高。這樣的限定來自於民間文學必須是口傳的，至少必須是口傳

被採集下來才以文字形態寫出來的。台灣目前有兩本對鄭成功傳說故事的研究論

文，事實上都沒有按照這個嚴格限定的標準去處理材料。而經由藤蔓式往外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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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材料，也多半沒有明白告訴我們所選錄的故事是否經由採集而來；更難判

定的是文人定稿時潤飾的文采又有多少成分。也因此在很多時候我們只好採取這

樣的認定方式：在文獻、風物式資料中所載，確有一地點或遺跡、物品與故事相

結合，並有「傳說」、「當地相傳」之類字樣者，可以採取之。我們所注意的是傳

說本身的主題及結構，只有當同一採集地（同一遺跡）傳說的主題或結構發生更

動時，我們才認為這個故事出現變異。整合同一遺跡的各個變異，我們稱為一個

傳說群。這樣的變異對該則傳說的演變傳述有意義，但對整體性的分析而言並不

那麼重要。 

  以《台灣外記》一書為例。《台灣外記》一直被當成可靠的台灣史史料，作

者江日昇的寫作資料來自他父親口述的親身見聞，從某方面說，可算得是第二手

的口述資料。因為它口傳及文字史料的雙重性，使我們認為該書中的資料可以被

收集。 

  其次，便是所收集的材料的性質與定位的問題。在民間故事以散文型式出現

的材料中，容易被弄混的是神話、傳說、故事三類。本文節錄一位鄭成功傳說研

究者蔡蕙如歸納兩位民間文學學者的整理1來為之做區分批判： 

 神話 傳說 民間故事 
主人公的屬性 神（具超人和超自然力量） 人（歷史人物） 虛構（半神半人） 

作用 神聖性 回憶  
描述地點  和一定的紀念物相關 任何地方 

  蔡氏做這樣分類的意思事實上並非在做嚴格的區分，而是「定義的界定上雖

有所差異，然而在同類型的故事基本架構上，往往相互聯繫」2。也因此，以鄭

氏為主角的，蔡氏只摘取其內容，而不去管它到底是故事、傳說、或者是神話。

以內容分析的角度來看，我們認可這樣的做法，但要質疑的是，有關鄭氏的材料

當中，是否有蔡氏界分出的「神話」這個成分？ 

                                                 
1 蔡蕙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說之研究》，頁 4。蔡氏整理程薔《中國民間傳說》及柳田國男《傳

說論》二書的看法來區分神話、傳說、民間故事。 
2 蔡蕙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說之研究》，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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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話最重要的要素是「神聖性」，蔡氏似乎誤解了神聖性的意思。神聖性是

宗教的，宗教把人和自然（人和神）釘合起來，在初民嚐試去面對人和自然的關

係時，對自然以及對與自然發生關係的人、事、物所產生的敬畏，反映出了神聖

性，從而出現信仰與宗教。因此，神話中的「神」充滿著宗教情懷，反映出民族

起源、文明起源與自然解釋，是民族的夢，而並非僅僅只具備超人和超自然力量

而已。神話和傳說間容或有灰色地帶，但在鄭氏相關材料裏頭，並沒有發現具備

有「神話」條件者。 

  同樣具備超自然力量的，還有「英雄」。鄭成功做為一個歷史人物，正是英

雄的典型。也正是「傳說」做為歷史的民間口傳，賦與了英雄在人民中的地位。

而因為傳說多半是和風物遺跡連結附會在一起的，所以有歷史的影子。某些沒有

特定地點、天馬行空的材料，我們將之歸於「民間故事」。大量有關鄭成功的材

料基本上屬於「傳說」這個類型，並且，有部份傳說已出現了民間故事的型態。 

 

 

二、鄭成功傳說概觀 

 

  我們所收集到並經過整理的材料總共有 145 則。如前所述，相同但有部份變

異的共同歸為同一傳說群，算是同一則。 

  以流傳地來區分，是第一個注意點。但是，在收集的過程中，許多材料並沒

有詳細註明確實的流傳地。因此，我們嚐試以大範圍（國家別）來做為區分的標

準，可區分為日本型（J）、中國型（C）、台灣型（T）三者。但是，今天台灣領

有的金門一地，在鄭成功活躍時，與今天中國的廈門合為思明州，因此，流傳於

金門的傳說只得歸入中國型。若有無法歸類或其他情形（?）時，會另外說明。 



 

 

 

第二章 國姓爺 44

類型 日本型（J） 中國型（C） 台灣型（T） 其他（?） 
數目 6 67 68 43 

  在上表中，日本型是比較特殊的例子。日本型六則傳說當中，一則為鄭氏誕

生傳說、三則為鄭氏幼年遺跡、二則為後人所建之紀念物。後五則並沒有什麼特

殊。但鄭氏誕生有關兒誕石的傳說，則應為日本（民族）型。同樣類型的傳說，

日本還有其他如「分布在三重一帶的『子得岩』和長野、大阪、愛媛等地的『誕

生石』等」4。而同樣誕生於巨石旁，因之使巨石有異狀或特殊功能的傳說內容

似不見於台灣及中國。因為日本型傳說數量少，對我們而言沒有顯著的分析性，

因此在本文稍後的分類中將不納入。 

 

  依照上表的統計，在數量上，台灣型的出現次數最多。從性質上看來，中國

型以附會於某個遺跡的傳說數量取勝。台灣型的數量（68）稍多於中國型（67），

而且台灣型的變異情形多，有很多因為變異而被歸入同一故事傳說群的情形，因

之數量上相對較少。我們還將所有台灣的廟宇顯靈顯聖傳說統歸入一種（詳後

文。這類的傳說，至少在 38 組廟宇出現。亦即至少有 38 則以上的傳說）。這種

台灣型和中國型的差別，若從內容上來看，其差異性更會被突顯。中國型的內容

多近於史實，而且多半為描述性的，少具精采的情節；台灣型則精采完整，內容

可看性較高，很多已不是單純的遺跡附會，而且還發展成套。和中國型相比，台

灣型幻想性的成份更高，如出現妖怪、取寶等，在中國型都少見，很多已經接近

了民間故事的型態。 

 

                                                 
3 這四則為壽至磚城群、端午煎[食追]、掘米籃墳、無爪龍。第一則顏興氏稱其流傳於台灣及閩

南；第二者亦同時流傳於中國南安及台灣安平；第三則地點雖發生於中國，且其事為史實所稱黃

梧獻平海五策之一，但內容流變增加，實難判定其流傳地；第四則亦難以判定流傳地（第三、四

則流傳地均有可能為台灣，我們認為，依其並未詳述時地、及內容的生動看來，似乎較為接近台

灣型）。 
4 王孝廉，《中國的神話與傳說》，頁 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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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中國型與台灣型會有這種差別？以我們目前的資料並無法確定說明。但

有兩點應列入考慮：一、資料收集的完整性。台灣方面的資料收集尚稱方便且詳

細；中國方面的資料往往就只是一個遺跡、幾句描述。是否因資料收集的不完整

而造成這樣的結果？二、如果不是前者，那麼，顯然鄭成功在台灣人及在中國人

心目中的英雄地位的型塑過程及結果，應該是有差別的。最簡單的解釋是，鄭氏

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是個傳奇化的歷史人物，有其非常人的能力，使他可以殺敵衛

民；但在台灣人的心目中，鄭氏是個神奇化的英雄人物，除了非常人的能力之外，

他還具有神的特質，可以降妖伏魔。換句話說，在中國，鄭成功是偉人；到了台

灣，他才變成了神。 

 

三、鄭氏故事傳說的分類 

 

a. 風水、傳世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a-1 先世風水 米籃墳王侯地，五馬朝江，海上視師天

下龍穴。 
無爪龍（？） 

a-2 鄭祚之終  異象傳說群5。掘米籃墓（？） 

  把先世風水與鄭祚之終放在同一類，是有道理的。風水是家族的，家族的風

水反映出該家族的命運，用以解釋興盛與衰亡。風水傳說貫穿了鄭家的發跡與衰

亡。事實上，在先世風水的傳說中，早已注定好了鄭家的命運（米籃墳：蟻負土

助葬，用棺故只四代。五馬朝江一馬回：四代榮顯。海上視師天下龍穴、無爪龍：

龍穴被破不能為帝）。鄭祚之終有兩種說明，首先，應了風水，掘米籃墳也只是

在加強風水的印象；其次則是異象的出現，展現出鄭氏一家的不凡。這樣的先世

風水傳說並不是鄭氏所獨有，台灣的霧峰林家與彰化和美阮家畚箕穴傳說6，與

                                                 
5 異象是個別的，但數量頗多。如鱷魚死、水牛死、大疫、大雨、山噴泥、豬生人面子、豬生象、

陳永華見行災使者、飢荒等。 
6 林文龍，《台灣掌故與傳說》。霧峰林家的部份另見黃富三，《霧峰林家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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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氏的米籃墳傳說，基本上是同型的。 

 

b. 出生與死亡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b-1 出生 誕生異象群  
b-2 死亡 壽至磚城群（？） 東海長鯨歸東即逝，鯨魚死，壽至磚城

群（？），無虎無王，好柴流不過安平

鎮，死狀群 

  化身的傳說貫穿了鄭成功的出生到死亡。化身是個人的，個人的化身展現出

個人的特色。誕生的異象本身並沒有特殊性，只在說明將生之子的不凡。但是，

鯨魚化身說明了鄭氏「海」的特性；說明了日後他能縱橫於海上，是因為鄭氏本

元原來就是鯨魚。 

  其餘的死亡傳說充滿了台灣的「本地性」7特色。鯨魚死是典型的地方志；

壽至磚城群傳說則結合了本地語言；無虎無王及好柴流不過安平鎮結合了本地動

植物情況及地名風物特色；死狀群可視為「客死他鄉、志不得伸」的代表性描述。

如果和風水傳說相較，風水傳說是以中國的觀點解釋鄭家到域外發展為何（命定

地）無法成功，而死亡傳說則是以本地的觀點解釋鄭氏如何（命定地）死在台灣。

鄭氏家族和本人的悲劇性遭遇似乎都被解釋為命運的安排。同樣的宿命出現在下

面鄭成功不為帝的傳說類型當中。 

 

c. 不為帝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c 不為帝 海上視師天下龍穴 無虎無王，無爪龍（？），玉山玉印，

成功尋玉 

  不為帝有兩種意思，一是指因為其他具體或抽象的因素，使得鄭氏不能為

                                                 
7 這裏採用「本地性」這個詞，有 local 之意。是因為「地方性」或「地域性」這類習用詞，在

漢文中有相對於「中央」或「國家」的階層意味在。而「本土性」這個詞，在今天的台灣已經被

用作政治對抗的符號，在某種程度上早已被污名化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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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一是沒有任何理由的，鄭氏就是天命注定無份為帝。前者為無虎無王（番人

殺虎）及無爪龍、天下龍穴傳說（風水被破），後者為玉山玉印及成功尋玉（均

未果，玉印皇帝才能用）。不管如何，總之是命運的擺佈使得鄭氏在台灣當不成

皇帝。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們把本類傳說和相關的先世風水傳說一起看，

台灣型和中國型似乎在意義上有不同。中國型傳說只在乎鄭家一家的興衰，興衰

是鄭氏一家之事，與國家氣運皇帝誰當無關8。也許是因為中國人本來就不認為

地處邊陲的鄭氏「是」有皇帝命的；不相信一個逃到域外的前朝遺臣能有多大氣

候威脅皇位；更不希望域外人士有能力威脅到該國皇帝統治的完整性。然而對台

灣人而言，鄭成功（我們台灣人）不是沒有做皇帝的機會，只是被人破壞，或者

命中注定，命不好、有緣無份而已。 

 

 

d.童年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d 童年 回國經歷，童年經歷群，悟性敏捷，暗

授酒令，代寫春聯，巧得明師 
 

  不凡的人物通常會有不凡的童年。以「武」著稱的人物若有「文」采斐然的

童年，暗示著此人天賦異秉，上天賜他文武全才的能力，並且以童年聰慧而使人

異之。在這種類型中，最常被拿來展示的便是主角的機智與巧思，而最普遍的表

現型式便是對對子。中國的傳說與故事相當常用對對子的橋段來顯示一個人的聰

明才智，鄭氏傳說的中國型不例外地也用了這種方式。並且，這類展示聰慧的傳

說，更為接近民間故事的型式。 

 

 

                                                 
8 或謂「海上視師天下龍穴」一則為反例。不過，在《台灣外記》及鈴木清一郎著《台灣舊慣習

俗信仰》當中另有鋪陳，該處實非龍穴。而僅「應出五代諸侯」，非出帝王之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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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地形地物傳說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e 地形地物 焚青衣處，有如此石，招賢橋，糧倉，

大盈寨，國姓溝，水操台（東山），營

房糧埠，八尺門城堡，水寨山，江東橋

萬松關，石坑銃城，斬將處，殺僕處，

日光岩水操台（鼓浪嶼），旗尾山，劍

石印石覆鼎石，水操台（廿四崎頂），

密策處，讀書處，讀書所，刺鄭聯處，

將士亭，演武場（亭、池），閱兵山，

延平故壘，羊角寨，高崎寨，嘉興寨，

走馬路，先鋒營，馬廄，會盟處，練兵

場，羊山平孽群，比武石，下棋石室，

角帶水，萬軍井，拂淨井，劍泉，酒泉，

四空井石榴井，國姓井，飲馬泉，出米

岩，淺水進艦，五馬朝江，天下龍穴海

上視師，米籃墳，鄭成功墓 

馬兵營井，劍潭群，小劍潭，鐵鉆山群，

國聖井，打鼓山水泉，龍目井，蟾蜍山，

龜崙嶺群，鶯歌石群，太平橋，景美尖

山，草屯尖山，馬鳴山，九芎公埋劍處，

龜山島，劍刻，安平古堡，桔枎門，海

堡，國姓港，姑爺里，里龍山，番王石，

延平郡王寶藏群，磨刀石，鄭女墓，入

鹿耳門，無虎無王，國姓塭，鄭成功墓，

鄭氏故宮，吼門 

e-1 井、水 角帶水，萬軍井，拂淨井，劍泉，酒泉，

四空井石榴井，國姓井，飲馬泉， 
馬兵營井，劍潭群，小劍潭，鐵鉆山群，

國聖井，打鼓山水泉，龍目井 
e-2 戰妖魔 羊山平孽群， 劍潭群，小劍潭，鐵鉆山群，蟾蜍山，

龜崙嶺群，鶯歌石群，太平橋，龜山島，

里龍山，番王石，吼門，＜取三寶群，

玉帶群，玉山玉印，成功尋玉，神賜黑

旗入山馴番＞9 

  在鄭氏傳說中，數量最多的就是地形地物傳說，普遍分布在台灣與中國福建

沿海一帶。主要的地形地物傳說則為戰跡，這自然和鄭氏功業以戰功為主有關。

中國福建的傳說大致上與鄭氏本身的足跡是相合的。但台灣的傳說就不同了，除

了今天的澎湖及台南縣市之外，其餘均為鄭成功本人未親到之處。並且，只要是

鄭氏未到之處，故事都被附會上了更為複雜的神異性。可以這麼說：中國型以附

會戰跡為主；台灣型則是強烈反應了所謂「開台」的艱辛苦痛。 

 

  另外我們再區分出兩種可以單獨討論並產生特色的分類，一為井、水傳說，

另一為戰妖魔傳說。井、水傳說的部份，中國型均為軍士渴旱或地方無水，因為

鄭氏來到該地，祈天或者是揮劍，於是有水泉湧出，在型式上顯得較為素樸（無

                                                 
9 這裏以＜＞框起的五則傳說，事實上並不宜歸入地形地物傳說之中，因為地點及遺跡並未被明

確指出。就如正文稍後指出，該五則傳說「民間故事」的味道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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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鄭氏異能→有水）。而台灣型，以劍潭群傳說為例，就附會了鄭成功大戰水

底魚精或生番，以及在井水傳說成形之後的後續發展──無法吊起水底劍的傳

說，在型式上就複雜多了（異象→鄭氏異能→除妖→後續發展）。水是人類生活

所最必需的，如果在生活上或戰爭時缺水，那麼將水源的發掘附會在英雄人物身

上，是可以理解的。然而，中國型傳說就到此為止；接下來，如果發掘水源是為

在陌生的環境中，還面對著環境及非我族的競爭，這時候，被附會到英雄人物身

上的，不只是發掘水源本身的神異性，而且更會將英雄人物在該地平妖或安番等

情節附會到傳說中，這便是鄭氏傳說的台灣型。（事實上，如劍潭傳說也有劍潭

之得名為荷人所致的說法。從這個例子看起來，附會的對象還帶有相當程度的隨

意性。） 

  此外，在台灣頭的金山海邊和台灣尾的屏東海邊，分別出現傳說內容型態幾

近相同的鄭成功葬妹（殺妹）及埋寶傳說，這是種巧合還是傳播？頗堪玩味。 

 

  至於戰妖魔傳說，更在數量上反映出中國型和台灣型的不同。這類傳說的中

國型只有一則（羊山平孽群），而且這一則事實上並不是中國福建「本地的」傳

說。羊山平孽的傳說地點不明，或有指出是在浙江外海的舟山群島。台灣型的戰

妖魔傳說則全部都在鄭氏本人足跡未到之處。此外，台灣型的戰妖魔傳說更為傾

向「民間故事」的樣貌，到了最後五則（在表列中以＜＞框起的五則），除了鄭

成功（清楚的人物），及一個可能是模糊或者隨意指出的地點之外，根本就已經

是民間故事的型式了。和井、水傳說合起來看，中國型是素樸的、是情節簡單的；

台灣型是複雜的、是精采的。產生這種差別的原因並不是來自於歷史事實，而是

來自於人們對鄭氏的傳述想像。綜合起來，可以這樣看：第一、若以中國福建為

「本地」，則戰妖魔傳說全部都是「外地的」傳說；若以台灣為「本地」，則戰妖

魔傳說應可視為「本地所特有」。第二、中國型傳說對鄭氏的看法是個「歷史人

物」，而台灣型傳說則已視鄭氏為神異能力超出正常歷史人物的「傳奇人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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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進行比對，我們把鄭氏身後成神的顯聖傳說放在下一個分類。 

 

f. 顯聖傳說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f 顯聖  靈驗顯聖傳說群 

  我們雖然把靈驗顯聖傳說放在一起成為一群，但，若以「廟」為單位，關於

鄭成功「成神」之後的顯聖傳說至少有 38 組。這更加深了我們的印象：鄭氏在

中國不是神；到了台灣才成為神。但是，鄭成功雖然在台灣成神，可是，這個神

的性質和他「開台聖王」形象之間的關係，還有討論的必要，倒是有幾則傳說和

「水」有關，符合井、水傳說鄭氏和水的親密性。關於顯聖傳說，在本論文下節

稍後會再有討論。 

 

g. 動植物傳說、物產傳說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g-1 神奇能力 魚復活，國姓兵 鐵甲將軍，飯魚，無尾田螺 
g-2 因鄭得名、

創生、繁衍 
 飯魚，皇帝魚國姓魚群，無尾田螺，蛤

蜊，檳榔，仙草 

  和鄭氏有關的動植物傳說以動物為主，植物傳說到我們只能收到兩則。這些

傳說，可以再分兩類：一為單純展示鄭氏神奇能力、或是以神奇能力幫助鄭氏的；

一為因鄭氏而得名，因而創生或大量繁衍的。 

  神奇能力並不單只出現在動植物傳說當中，在大量的地形地物傳說中也常見

到。但是，在動植物傳說中，更賦與了神奇能力可以「操弄生命」的意義。這裏

的神奇能力有兩種意思，第一是展現出鄭成功對於外在事物的異能，從無生命／

非生物而復活／產生生命的橋段是不能免除的：死魚可以復活、撒飯可以成魚、

螺殼入水可以復生。第二是展現出鄭氏用兵的正當性──撒蚌可以成兵、壁虎叫

聲可以助戰，連動物都幫助他。對於傳奇人物來說，除了本身的神奇能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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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的相助更能證明他是個不凡之人。 

  第二個分類（得名、創生、繁衍）也坐實了鄭氏箭垛氏人物的地位。動物因

為鄭氏命名而得名、因其撒飯而創生、因其帶來台灣而落地繁衍。這種情況反映

出特殊動植物與特殊人物的結合與相互附會。在這個系列的傳說裏頭，除了皇帝

魚國姓魚傳說群、蛤蜊、檳榔這三者只是單純的物產來源或命名，本身較為簡單

之外，其餘三者（飯魚、無尾田螺、仙草）都多少附會進了鄭氏的神奇能力，而

發展出較完整的情節內容。 

  整體來看，動植物本身的特徵及功用被附會上不凡人物，是一種「解釋」。

人們將造成動植物特徵的原因和鄭氏相關聯，用鄭氏來解釋動植物特徵。比如動

物助人傳說的結構：（鐵甲將軍）人的受困事件→動物的相助行為→動物的特徵

10，這種結構是相對完整的。較簡單的如無尾田螺：缺糧食螺→復生無尾；檳榔

及仙草：鄭氏帶來／拔取→有醫藥功能；飯魚：鄭氏撒飯→化魚味道似飯。這樣

的特徵附會除了顯示鄭氏的神奇能力，致使動植物的特徵因之而生外，另外也說

明了困難問題（受困、疾病、缺糧）得由鄭氏而化解。神奇性與動植物關係的箭

再次射向鄭成功。 

  接著，我們還要問，這些情節是否為鄭成功傳說所獨有？答案是否定的。上

述動植物情節的類型，同樣也出現在其他的傳說或者故事當中。如動物助人傳說

結構出現在包公借貓故事中；無尾田螺在日月潭有吳昌祚傳說、在中國有朱熹傳

說；飯魚在中國有洞庭湖魯班傳說、洛陽橋銀魚故事。型式及結構都是相同的。

雖然是相同的傳說類型，但從內容當中，我們可以區分出台灣型傳說附會著台灣

物產，而發展出本地對於本地物產的本地解釋。傳說情節無法區分出鄭氏傳說中

國型和台灣型的差別（甚至中國型的故事是較神奇的），但在動植物的標的上，

中國型並未因鄭氏的介入而帶來動植物本身的變異或者是特徵、功用的附會；而

台灣型產生了。也就是說，在動植物傳說中，台灣型的鄭成功才是附會的箭垛，

                                                 
10 蔡蕙如，《有關鄭成功的傳說研究》，pp14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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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植物真正附會到他身上，形成相對完整的類型；中國型的鄭成功只是不小心對

動植物發揮了神奇的作用。與其說，傳說結構是在表現動植物特徵的附會，不如

說是在表現主人翁神奇能力的一部份。 

 

h. 特殊物產傳說，風俗傳說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h-1 特殊物產 端午煎[食追] 國姓餅 

h-2 風俗 三日節 太陽公生 

  這兩種傳說在內容上都是因為鄭氏而有的特殊物產與特殊風俗。三日節、太

陽公生、端午煎[食追]，或因戰事、或因政治，而使原本的風俗（民族／民俗紀

念日）產生變化。國姓餅則是在日本時期以鄭氏為名的台北小吃，以鄭氏來突顯

該食物的好。鄭氏在此進入了人民的生活中，成為食品及節日特殊性的主角。不

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幾項傳說目前在台灣幾乎已成陳跡：國姓餅小吃早就不存

在；端午煎[食追]並不做為一種全台灣的風俗，在戰後只流傳在台南安平一帶；

三日節流傳在中國漳州；太陽公生則據考為鄭氏時之民族祭典，至今有留在台灣

民間信仰當中者，但為數似乎不多，而且其祭祀對象也並非全都是為鄭氏或南明

所祀11。 

  然而，近年來，台灣各鄉各地結合本地特產特色及觀光的風潮興起，對歷史

性人物及物產的「運用」被商業包裝，以文化產業之名現身。花蓮的延平王廟在

2001 年配合該廟建廟 150 週年，推出以「成功」為名的食物「成功餅」。以該廟

的廟慶結合觀光旅遊，設計出花蓮市「知性之旅」六種行程，「成功餅之旅」即

為其中之一。據該廟網站描述，成功餅「一為崇奉國姓公鄭成功為本庄守護神；

                                                 
11 依仇德哉，《臺灣之寺廟與神明》（四），頁 286 所記，太陽公寺廟有六。仇氏對太陽公視為自

然崇拜。而太陽生公與鄭氏關係系引自朱鋒，＜鄭氏精神與台南民俗＞，稱其為明思宗殉國之日，

為鄭氏時民族節日。然依仇氏所記廟宇，台南縣市卻並未有太陽公廟，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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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祈求人人凡事圓滿成功。」12這其實就是鄭成功這個概念，在台灣不斷被發

展，經過轉化，重新解釋而賦與的新型態。 

 

i. 神異戰事 

類號 類別 中國型（C） 台灣型（T） 
i-1 中文記載 槍打不死，砲打不死，海上暴風未死  

i-2 西人所記  荷人自相亂殺，誤看起火，鬼與海女，

自毀戰船 

  這類傳說所記為鄭氏戰爭過程中所發生的奇異現象。中文記載說明鄭成功本

人的英雄特質──運氣好、受上天保佑；西人記載則為有大事將到的異象，因為

鄭成功本人的神異形象，而將一些異象附會於鄭氏大軍即將到來及本軍即將失敗

的預兆。這裏的分類，我們雖然將西人所記四則依地緣列為台灣型，然而，除了

地緣之外，這四則傳說倒是看不出「本地」的味道。不過，這兩種類型還是有差

異存在。中國型無疑問視鄭氏為受天垂佑的正面英雄人物；台灣型的西人記載則

為災難來臨的前兆，有視鄭氏為反面性「災星」人物的味道在。我們也從中看出

因為記敘觀點不同，傳說對人物定位也會有所不同。 

 

  在這一節裏，我們看到了以台灣和中國做對照，鄭氏的傳說型式是不同的，

這表示了鄭氏在人民心目中地位的差距。和中國比起來，台灣的鄭氏傳說比較精

采、脫離歷史，而接近民間故事味道的。藉由傳說，人們塑造了自己心目中想像

的鄭成功。這些形象上的變異，正代表著不同的時空、不同的人群，對同一個人

不同的解釋吧！ 

                                                 
12 參見花蓮延平郡王廟網站：http://yanping.wgty.net/Mainpage.asp。瀏覽日期：200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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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壽至磚城：到底還是在安平！ 

 

  上一節，我們從宏觀的角度了解鄭成功傳說的在台灣及中國地位。本節我們

將進一步探討鄭成功相關傳說在台灣的樣貌。依據上一節的分析，可以這樣說：

鄭成功傳說在台灣的發展，與中國不同。中國傳說的鄭成功形象停留在將他認為

是一個「歷史人物」13，而台灣傳說的鄭成功形象則已脫離歷史人物，將之神奇

化甚至神聖化為「傳奇人物」了。這種「由歷史到傳奇，進而神聖化」的發展，

標誌了鄭成功在台灣的獨特地位。 

 

  這一節，我們將抽出兩個焦點，分別來探討鄭成功傳說在台灣的特殊性。這

兩個焦點分別是：一、台灣開台聖王信仰中的鄭成功傳說；二、原住民與鄭成功

的傳說。前者，我們將焦點放在傳說，而不討論信仰本身，將信仰留待下一章再

處理。本章中，我們有興趣的是，由民間信仰所生的傳說，很大的部份反映出了

傳說的「本地性」。後者，鄭成功來台未滿一年，實際上與原住民並沒有深入的

接觸，然則相關的傳說如何解釋？令人好奇。 

 

一、開台聖王信仰中的鄭成功傳說 

 

  這個類型的傳說主要是依附著一間廟宇的形成與發展產生的。神蹟，也是一

種信仰成立的過程中不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台灣的鄭成功傳說特色之一，就是有

大量因廟、因信仰而出現的傳說。在上一節中，我們將這些傳說統稱為「靈驗顯

聖傳說群」。總的來說，和廟有關的傳說大概有兩個主題，一是解釋廟宇的來歷，

另一是在述說廟宇發生的奇事。不過，要區分這種「信仰中的傳說」有點困難，

                                                 
13 或者說，中國的鄭成功傳說是由歷史人物準備過渡到傳奇人物，然而還是歷史人物的成份居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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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點在於：「到底是史實還是傳說？」我們的認定方式如下：一、只要有「靈

驗」或「顯聖」等不是常理可解釋的，一律視之為傳說；二、廟的建廟說法具有

故事性，視為傳說。於是整理如下： 

地點 廟名 開拓 靈驗、顯聖 

香袋傳說 
南投竹山 沙東宮 得國姓爺香袋始建廟、科舉中第 祈榖禱雨，驅害蟲 
宜蘭蘇澳 聖安宮 香火袋掛樹枝，書開台國聖  

蟲害傳說 

南投竹山 開台聖王廟 疾病及螟害，掛像即可消除  
彰化和美 高香宮 蟲害，自沙東宮請來收服  

水傳說 

南投草屯 明聖宮 乾旱，由沙東宮請國聖公乞雨靈驗  

台中大甲 鎮安宮 請來解決水患  

台中清水 永奠宮 解決水患 鄭國聖打生番。後又有水災顯靈之事

台中清水 鎮安宮 消大甲溪水患  
台中清水 開化宮 因水災，自清水鎮安宮分靈  
屏東九如 開台聖王廟 九如常受水災，每顯靈驗，故建廟  

宜蘭冬山 龍安宮 陳姓族人海上遇風得指引，故奉之  

醫藥傳說 

雲林大埤 成功廟  因瘟疫傳求神得劍開井，飲則痊癒 

苗栗銅鑼 三聖宮 婦女及多人服靈藥後建廟拜鄭成功  

宜蘭羅東 慶安宮 病癒酬神發起同神分祀  

彰化永靖 永尊宮 鎮火神，因為村內時常火災 據說在醫藥上也有靈驗 
神示傳說 

台中新社 鄭王廟 原神明會，後爐主家多人意外，因建廟  

雲林 －  國姓公過股群，為鄭死後撿骨之事，五個

基隆 南靈宮 原祀齊天大聖，擴建時神示要歷史性神  
彰化竹塘 開天宮 欲建廟，神示為鄭部將，應以鄭為主神  

花蓮壽豐 國聖宮 軍隊士兵受神指示拾得神像，後由管

理人建廟，神像來自流水  

台南市 鹿耳門 
鎮門宮 鄭軍士兵托夢，媽祖同意建廟  

塑像傳說 

北縣貢寮 福安廟 牧童塑神尊開台聖王  

宜蘭市 開興廟 牧童塑像，答捏成功了  
宜蘭礁溪 國姓王廟 牧童捏像，日後降乩稱開台聖王  

宜蘭壯圍 開興廟 牧童捏像，曰捏成功  

宜蘭羅東 永福宮 童作木像，因而建廟。  
宜蘭五結 新安宮 牧童泥像  
宜蘭蘇澳 建安廟 兒童塑像，降靈稱國聖爺  
宜蘭蘇澳 永安宮 牧童塑三像，後有靈建廟  
宜蘭頭城 中興宮 傳說孩童泥塑，降乩稱鄭成功  
宜蘭頭城 福興廟 牧童捏土成偶，附乩自稱開台國聖  

宜蘭壯圍 延平廟 牧童塑像，顯靈自稱開台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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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五結 明德宮 牧童塑像，神靈指為開台聖王 與原住民爭執受保護。村民被醫而獻地 

宜蘭冬山 進興宮 牧童塑像，降乩稱古公三王 原神指挖水井必請開台國姓坐鎮，果得 

宜蘭冬山 福安宮 牧童泥塑，神附自稱開台聖王因建廟  

北縣貢寮 保安廟 牧童塑像，神靈降乩指為國姓公  

台中大安 延平宮 牧童玩神像，神自指延平郡王  

北縣貢寮 慶安宮 村童於山坡發現神像，建神龕後顯靈表為

「開台國聖延平郡王」  

  統計的結果共有 38 組傳說。當然，每組傳說都可能有它不同的變異，或者

是各自還有其他的故事。除了雲林的「國姓公過股故事群」之外，由於我們在此

以每座廟為計數單位，因此所計算出來的數目是以廟數為依據的。在這 38 組當

中，我們再加以區分為香袋傳說、蟲害傳說、水傳說、醫藥傳說、神示傳說、塑

像傳說等六類。以這六種主要類型來區分，其中或有變異或重疊，但總之是以代

表性的傳說為分類的標準。 

  香袋傳說代表的是神聖性透過「信物」傳達到廟的身上，這種傳說在鄭成功

的身上只有兩則。南投竹山沙東宮的傳說還同時具有除害蟲及禱雨兩種性格。如

果香袋的神聖性代表神降的靈驗，那麼鄭成功在信者的心中必定早已成神。 

  蟲害傳說也有兩則，它們的共通性是，擁有蟲害傳說的二廟，都是由竹山沙

東宮分香迎來的神。這是沙東宮作為地區信仰中心，在農業社會中，因為其功能

性受到信眾尊崇、相信，而分散出的靈力。 

  水傳說主要集中在台中，這是作為水神性格的鄭成功最好的例證。我們考查

前一節有關鄭氏為「東海長鯨」的傳說，其實應可得出「水神」才是鄭成功「本

元」的結論。但是，台中地區鄭氏水神性格的傳說來源是否是來自他「東海長鯨」

的本元，其實我們是持懷疑態度的。我們認為這只是反映了當地早期的主要天

災，同時透過原本就信仰的神，而加諸另一種性格。另外，草屯明聖宮由沙東宮

分香而來，我們看到由沙東宮這個信仰中心擴散而出的靈力。此外，比較特殊的

是遠在南部屏東九如開台聖王廟的水患靈驗傳說，值得懷疑的是這個水患傳說與

當地的「王爺」信仰是否有關，民間稱呼「王爺」，是否有隨意比附者？值得日

後更進一步探討。最後，雖然也與「水」有關，但類型其實和其它傳說不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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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蘭冬山龍安宮，這是因為海難得到指引的傳說，這種傳說其實也和流傳在台灣

沿海的媽祖及觀世音拯救海上遇難船民的故事相同。 

  醫藥傳說 4 則。醫藥一向是信仰原因當中不可或缺的靈驗事蹟，鄭成功自不

例外，最素樸的型式如苗栗銅鑼三聖宮的婦人得藥痊癒；以及宜蘭羅東慶安宮，

因為生病痊癒而分香來祭拜。我們好奇的是雲林大埤成功廟，結合了井水傳說和

劍的傳說，因為瘟疫，求天賜劍，以劍開井，而得醫治。井水和劍原本就是鄭氏

傳說中常見的橋段，這種結合在解釋井水的神異性，神異並不在鄭成功，而在鄭

成功承天之賜，得劍方得開出神井。另外，差異較大的是彰化永靖永尊宮。我們

訝異地看到，雖然是特例，然而這裏流傳的鄭成功形象其實是鎮火神，也同時帶

有醫藥神的性質。透過傳說，神的形象不斷地流傳變化。 

  神示傳說有 6 種，神示是神透過某種媒介與人溝通，最常見的是夢，或者透

過乩童、鸞生等神和人的仲介而指引某事。通常這樣的傳說更加難解，也帶有較

強的玄疑性。在這 6 種當中，有 4 則與托夢有關。不過，奇怪的是，這些神示傳

說當中，由鄭成功本身直接發動的只有花蓮壽豐國聖公這一則，其餘的都是透過

別的神（部將、士兵、齊天大聖等），再藉由人和神的仲介發言，這是較為特殊

的地方。此外，雲嘉一帶的國姓公過股故事群，有一系列 5 則相關的傳說。台中

新社鄭王廟的傳說，則是信眾因為國中離奇遭難，於是自行揣摩神的心意，最後

建廟的傳說。 

  最後一類的塑像傳說，在所有的靈驗顯聖傳說當中佔有最大的比例，共有

17 則。我們可以看到，除了一個例外（台中大安延平宮），其餘全部分佈在宜蘭、

北海岸一帶。這可以說是鄭成功傳說裏頭一個龐大、內容同質性又高的一個群

落。同時，分佈地點又相當集中。於是，我們產生了懷疑：是宜蘭北海一帶的民

間信仰傳說的特殊情形，才造成了該地大量塑像傳說嗎？或者是，因為鄭成功本

身的歷史及政治過程，造成了以塑像為廟的開拓傳說數量大增？前者，我們更進

一步問：宜蘭北海岸一帶，其它的神祇是否也有類似的情況？後者，是不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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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鄭成功信仰在清國前期的壓抑，以及日本統治者對台灣民間信仰的統治態

度，造成了這種傳說的同質化？在沒有詳細的調查之前，我們也只能存疑。 

  就塑像傳說本身來看，我們可以再把它們分成兩類。第一種是「捏成功」類

型，這種類型利用語言諧音為比附的對象。第二種是塑像後，神降自稱是國姓爺、

開台聖王者，我們稱為「神降自稱」類型。這兩種的差別，在於前者是「隨意的

附會」，後者是（如同前述的神示傳說）靈異的指引。但不管是哪一類的傳說，

共同的特色是：它們都是「有神之後」，才另外發展或附會祭拜鄭氏的。這種特

色在國姓爺的相關傳說中，是當地特有的。至於為什麼會產生這樣的特色，我們

認為更待進一步的調查，尤其是要調查該區其他主神的廟宇，是否也大量出現這

樣的狀況。如果是肯定的，那麼務須進一步追查，是否本地原本就有這種塑像傳

說的原型，從原型發展出來，而散播至任何一種主神的廟宇；如果答案是否定的，

其他主神廟宇並沒有大量這種傳說，那麼應該探查，是否是其他的因素（政治力

的介入？）造成信仰鄭成功的廟大量出現該類型傳說。 

 

  觀察上述的顯靈顯聖傳說群，我們看到了一個主角從歷史人物的「人的性

格」，透過人與自然力量的接軌，透過神奇力量的顯現，逐漸轉成「神的性格」

的過程。而這裏的「神奇力量」，已經由前一節傳統英雄或傳奇人物的性格，借

天之力，一轉而為自己本身就具有「神的靈力」。這一點是鄭成功傳說透過信仰

的力量展現出來，在台灣發展的特殊脈絡。但，這種特殊的脈絡並不是和台灣其

他民間信仰諸神相比而得出的，而是和中國的鄭成功傳說類型相比而產生的。 

 

二、原住民與鄭成功的傳說 

 

  鄭成功踵荷蘭殖民者的腳步進入台灣，與台灣原住民必有接觸。然而，鄭氏

在台未滿一年，足跡甚至未出今台灣南部，相關傳說卻遍佈全島，原住民傳說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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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例外。我們嚐試整理與原住民有關的鄭成功傳說，表列如下： 

傳說 地點 對象 大要 

劍潭 台北圓山 番人 與番人作戰，遺劍於此 
里龍山 屏東恒春 番社 帥旗與狂風 
番王石 花蓮 番王 番王背子逃走，化為石 
黑旗馴番 阿里山 土番 神賜黑旗，番人中疫 
獅子／南番 屏東枋山 南番 打南番，神旗助。打獅成山 
打生番 台中清水 生番 砲打大甲溪上游，生番被淹死，下游無事 
烏鬼洞 小琉球 黑蕃 開台後，黑蕃躲在烏鬼洞 
    
助鄭登陸 台南 巴宰族 派壯丁助鄭打敗荷蘭人 
毒殺賽夏 桃園鶯歌 賽夏族 鄭成功強攻不下，對水源下毒，毒死數萬族人 
鄭成功登陸 屏東獅子 排灣族 曾在和平村海灘登陸 

  這些傳說可分為兩組，第一組是對象族屬不明的，大概以「番」稱之。第二

組是族屬明確的，而且是該族人所傳述的故事。 

 

  第一組故事以「番」稱呼傳說的對象，很顯然並不是原住民本身的傳說。這

類型的傳說反映的是台灣平地人對鄭成功的想像。鄭成功既然能夠趕走（為害漢

人的）荷蘭人，那麼鄭成功以其武力及神奇力量，自然也可以趕走（為害平地人

的）番人。在平地人的想像中，如果不能從確定的歷史當中探查出到底本地的開

墾情形如何，那麼，就將功勞歸給開拓台灣，並且擁有神奇力量的「開台始祖」

鄭成功吧！ 

  不過，在第一組的最後，有關小琉球「烏鬼洞」的傳說中，我們看到了不屬

於今天台灣原住民的黑蕃。黑蕃傳說是小琉球開拓史上一個難解的謎，從口碑中

探查其來源，不同的報導人認為，烏蕃可能是荷蘭人的黑奴；或是「鄭成功開台

後沒有全部回去的」黑蕃；又或者，黑蕃可能是菲律賓來的土著14。如果我們相

信，傳說某種程度上代表了歷史記憶，那麼，我們把場景搬到蘭嶼，假設平地人

早在兩百年前即進入蘭嶼，與當地達悟族人起衝突，造成達悟族人消失，那麼，

                                                 
14 上面的說法詳見蕭銘祥（主編），1996，《屏東縣鄉土史料》，南投：省文獻會。頁 785-787，

陳駕、蔡添在諸先生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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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故事是否也會在蘭嶼出現呢？這樣的假設頗能引人遐想。 

 

  第二組故事為原住民實際上對於鄭成功的口碑傳說。除了屏東獅子鄉排灣族

人僅傳說鄭成功由該鄉濱海一帶登陸之外，其餘二者均與戰爭有關。而且，我們

認為，排灣族的這個口碑，應為受到濱海枋山鄉平地人傳說的影響，除了登陸地

點之外，並沒有更詳細的故事敷演。巴宰族的傳說引自《平埔巴宰族滄桑史》一

書15，作者潘大和先生「據先人傳說」所言。這個傳說的有趣之處在於「是巴宰

族壯丁幫助鄭軍打敗荷蘭人，並引之進入鹿耳門。」之後，鄭軍開拓全台時，因

為知恩圖報、或懾於巴宰壯丁之勇，所以並未進入台中盆地及后里台地。賽夏族

的傳說16則為近來流行「鄭成功殘殺原住民」之類型故事。這個傳說發展到後來，

出現了「鄭成功抽出佩劍，劍光閃出，賽夏族勇士就死了一片」的說法。這兩則

原住民的傳說，讓我們看到，現在的「鄭成功」形象，事實上只是平地人的形象，

如果能再一一追索原住民相關的口碑，那麼，我們應當可以更寬濶地看到，鄭成

功形象在台灣的多樣性。 

 

  和第一節的分析相同的，鄭成功其實並沒有實際到達上述傳說中的任何一個

地方，有的可能是後來鄭國的軍隊，甚至只是後人的開墾。人們把開拓的榮銜、

衰落的悲嘆，投射到鄭成功的身上。在這裏，史實並非重點，真相也並不那麼令

人在意；我們看到，透過鄭成功的傳說，形成了有關「本地」發展的歷史解釋。

這樣的解釋，若從歷史的角度來看，是完全經不起考驗的，然而，它卻在在人們

的口中流傳著，生動的塑造出了比歷史更接近生活的，有關「本地」的「真實

（reality）」。 

                                                 
15 潘大和，2002，《平埔巴宰族滄桑史》，台北：南天。頁 241-242。我們認為這個說法作為傳說

則可，若作為史實，則僅為相當勉強的推論，並不恰當。 
16 林修澈，2000，《台灣原住民史。賽夏族史篇》，南投：省文獻會。頁 54-55。 



 

 

 

第二章 國姓爺 61

 

  從上述民間信仰中的傳說以及與原住民相關的傳說，我們看到「本地的」鄭

成功傳說發展，是和台灣的開發息息相關的。鄭成功在台灣平地人心中的地位，

透過傳說的編派書寫，得到了與鄭成功的歷史形象發展迥異的結果。從「民族英

雄」的國族對抗模式，轉而為看顧本地本土的守護神靈。對於鄭成功這個分析對

象而言，只有在台灣才看到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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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姓爺、岳王爺、關帝爺 

 

  在本節中，我們挑選了兩位具有類似歷史形象的「神」──岳飛和關羽，作

為比較的分析對象。岳飛為南宋名將，關羽則為三國忠臣，再加上鄭成功，這三

者在民間的形象可說是鼎足而三，各以其壯烈犧牲及忠義節氣的表現傳世，「成

為民間所崇奉的悲劇性英雄」17。在台灣民間信仰廟宇中，也各出現相當數量的

崇拜廟宇。 

 

  除了前兩節的分析，我們要再考慮一點：什麼樣型態的傳說是和信仰結合在

一起的？說明白一點，什麼樣的傳說使人變成神？ 

  從我們收集到的資料來看，鄭成功的傳說數量雖多，然而畢竟集中在台灣、

中國的福建沿海、日本的平戶這三個主要地點，沒有大面積的擴散。岳飛的傳說

數量似乎並沒有想像中的多，而多集中於英勇抗金以及被奸臣陷害慘死的事蹟，

但岳飛出現在文人寫作的通俗文學中，與鄭成功相比反而是比較突出的18，其他

就集中在（相對於鄭成功傳說而言）數量較少的地形地物傳說，也就是史蹟地的

解說。而關公傳說的分佈，尤其在顯聖傳說這個分類上，對於中國的中原地區來

說，已經是全面性的了。不過，由於我們的主體並不是岳飛和關羽，因此，對於

其傳說的數量及統計，並不需要進行全盤的考察。 

  首先，我們考慮傳說發展的脈絡，蔡蕙茹氏將傳說中的主角分成歷史人物－

傳奇人物－神化人物這三個階段來探討。19這三個階段，我們把它認為是一個主

                                                 
17 李豐楙，〈一個台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收《東方宗教研究》，新四期。頁 196。 
18 如元代劇作家孔文卿的《地藏王證東窗事犯》，明代戲曲家李梅實的《精忠旗》，晚明《精忠

記》及《岳母刺字》等等作品。此外還有小說《說岳》等等。 
19 蔡蕙如，《與鄭成功有關的傳說之研究》。蔡氏的提法足稱這類分析的典範，本文從之。但她

以神奇性來做為神化人物的代表性特徵，因而認定鄭成功已經成為神化人物，這點卻是有問題

的。我們認為蔡氏的問題來自對「神」、「神聖」這樣的概念，與「神異」、「神奇」這樣的概念的

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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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經過傳說的賦與後，在人民心目中所展現出的形象。 

 

  關公傳說和鄭成功傳說在某種程度上看來是極為相似的，岳飛的傳說雖然較

少，但這三者的一生同樣都以軍事為主要的事功；他們的形象都是忠勇節義，而

且同時也具有歷史性的史蹟地留存、誕生傳說也同樣是異於常人的。到此為止，

三者的類型可說是類似的，但接下來岳飛就要被另外兩位丟下了。 

關公和鄭成功做為相當多地形地物傳說的箭垛式人物；這兩者的傳說中，出

現極多相同的橋段（比如井、水傳說這種類型）。但再接下去，關公和鄭成功就

出現了顯著的差別：關公出現大量的顯聖傳說；國姓爺的顯聖傳說則較少，中國

型沒有，台灣型在各廟宇的口碑中分散存在，並沒有較全面而能使眾人皆知的類

型，而且還都稱不上是完整的顯聖傳說。 

  我們把這種在傳說上的差異，畫成下表： 

歷史人物──────────傳奇人物──────────神化人物 

 
｜──────岳飛──────────｜ 
 
｜───────鄭成功（中國型）──────｜ 
｜──────────────鄭成功（台灣型）────｜ 
 
｜──────────────────────────關公───｜ 
 

歷史事件─史蹟地─誕生──地形地物傳說──物產傳說────顯聖傳說 

  這種由歷史人物經過傳奇人物向神化人物過渡的現象，我們看到岳飛、鄭成

功、關公，代表著不同的過渡類型。表格最下方的傳說分類順序，越往右方，代

表著神奇性的增加，代表了神性、靈力的增加，同時也代表了主角在人民心目中

神聖性的增加。但這傳說分類的順序，僅供作參考性分析。因為隨著傳說流傳地

域的不同，傳說在各個地方的各自發展，容或有超越或未滿之處，但大體上以之

做整體性的分析是可以被接受的。關公傳說跨過歷史人物－傳奇人物－神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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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階段20；大量的傳說卻把鄭成功只留在歷史人物－傳奇人物上頭，到了鄭氏

傳說的台灣型，雖然已經在傳說中增加進「神奇化」甚至「神聖化」的成分，但

仍然比不上關公。岳飛的傳說，在我們的閱讀經驗中，甚至連「神奇化」都還略

嫌不足（可以說，僅有誕生傳說稍具神奇的味道，但這種誕生傳說往往常見於各

式名人身上。）進一步以關公和鄭成功相比，差別在關公更被賦與了大量的「神

聖」成分；而鄭氏並未明顯地被神聖化（尤其在中國）。賦與主角「神聖」成份

的，主要正是來自顯聖傳說。從傳說的完整程度上來看，也可以看出這樣的差別。

比如，關公的誕生傳說是整套的，有因有果的。鄭成功的誕生傳說則只是片面的、

較為素樸的，只說他是鯨魚，而沒有相關的解釋再被比附上去。 

 

  人是否能成神，從功業上來看，其功業是否足以使人心生感念崇拜，當然是

神聖性增加與否的條件之一。此三人的功業，關羽扶蜀抗曹，壯烈殉國；岳飛扶

宋抗金，受讒陷死；鄭成功扶明抗清，壯志未酬。類似的功業，是成神的基本條

件，李豐楙氏稱之為「在生前既有忠義成就其一已的功德，自我完成其神格」21。

既然三者的功業類似、歷史形象類似，為什麼會產生傳說的「神奇性」或「神聖

性」的差距呢？ 

  第一個原因當然可能是時間的：關雲長傳說有足夠久遠的時間讓傳說附會生

長綿衍；鄭成功傳說還不夠久遠。但岳飛的年代夾在此二者之中，為什麼他的神

奇性和神聖性還比不上第鄭成功呢？ 

  於是我們引入第二個原因：傳說本身的敘事性敷衍。巧或不巧，明人傳說，

「以岳飛為張飛、張巡之後身。又稱其代關羽為佛寺護法伽藍。22」清代史家趙

翼在《陔餘叢考》中也提到類似的事： 

                                                 
20 事實上，關公的顯聖傳說，早在宋代就出現了。見李福清，1999，《關公傳說與三國演義》，

台北：雲龍。頁 24。 
21 李豐楙，前引文，頁 196。 
22 《中國民間諸神》，頁 71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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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曆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關羽）進爵爲帝，廟曰「英

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

賜左丞相一員，爲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爲張世杰。其道壇之「三界

馘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23 

  從傳說的敘事上看，岳飛既是張飛的後身，作為關羽的義弟，岳飛從屬於關

羽，於是關羽的角色被突顯，所以榮耀便多歸於關羽，岳飛是在旁陪襯的角色。

這種從屬關係，也出現在神佛階序系統之中，關羽為「關聖帝君」、「文衡聖帝」、

「協天大帝」，還被認為是「第十八代玄靈高上帝玉皇大天尊」（即現任玉皇大

帝，神佛階序中最高者），職份崇高；而岳飛只不過是「岳府元帥」24，職司「東

岳速報司」（傳令營營長？）、關羽的道壇分身代理人。因此，傳說的箭垛自然是

關羽。 

  然而，鄭成功呢？我們認為，鄭成功的情形相對之下，不能單從時間和傳說

敘事來解釋。解釋鄭成功的神奇性、神聖性，必須從台灣本地來看。鄭成功的功

業，或者說鄭成功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其他兩者不同的地方，還有他在台灣

的特殊功業：打敗荷蘭人、開國立家。鄭成功的形象揉合了中國式傳統的忠義武

略和台灣式的開墾護民，這才是鄭成功相異於其他兩者的地方。 

  在功業之外，真正佔了重要地位的，還是要回頭從顯聖傳說上頭去追索。相

較於關公散佈於台灣和中國大量的顯聖傳說，岳飛的地位便被相比而下；鄭成功

則必須在台灣才能展現出傳說上的優勢。從神的「職掌」上來觀察。神的職掌則

各有其相應的傳說根據。據馬昌儀的分析，關公是：(1)太陽神、雨神、水神、(2)

武玉皇、(3)戰神、(4)辟邪鎮魔之神、(5)送子之神、(6)各行各業保護神、(7)武財

                                                 
23 轉引自王學泰，2000，〈關羽崇拜的形成〉，收《中國歷史文化上的關羽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網路資料：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guangong/f03_05.htm 瀏覽

日期：5/18/2004。 
24 前述關羽在明萬曆 42 年（1615 年）受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第二年（1616

年）封岳飛為「三界伏魔大帝保劫昌運岳武王」，與關羽相比之下，神格依然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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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25，就中國而言，大致上可以稱呼為全國性（甚至跨民族跨國）的第一級神明。

岳飛，以筆者所見資料，如前所述，僅知其為關公之代理、東岳速報司、以及宋

代奉為土地之神26，地位實在不很崇高。至於國姓爺在台灣的發展，則性質上接

近水神、農神、醫藥神、保佑地方的地方神，也並未出現發展為全國性神的徵兆。 

 

  但是，總的來說，政治力的涉入，在這三個主角身上發揮的作用，才是決定

性的因素。為了初步了解政治力涉入神格的塑造，我們將這三位主角相關的褒封

整理作表如下： 

 關羽27 岳飛28 鄭成功 

三

國 

魏建安 24 年，敗死麥城 
蜀漢後主顯耀 3 年（260） 
諡壯謬侯 

  

北

宋 

宋哲宗紹聖 3 年（1096） 
賜廟額「顯烈」 
宋徽宗崇寧元年（1102） 
追封「忠惠公」 
宋徽宗崇寧 3 年（1104） 
追封「崇寧真君」 
宋徽宗大觀二年（1108） 
晉級加封「武安王」 
宋徽宗宣和五年（1123） 
加封「義勇武安王」，從祀武

成王（姜太公）廟 

  

南

宋 

南宋高宗建炎 2 年（1129）

加「壯繆義勇武安王」 

 
 
 
 
宋孝宗淳熙 14 年（1187） 
加「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 

南宋高宗紹興 11 年（1141）

絞死風波亭 
宋孝宗乾道 6 年（1170） 
鄂州立廟，賜廟額「忠烈」

宋孝宗淳熙 5 年（1178） 
追諡武穆 
宋寧宗嘉定 4 年（1204） 
追封鄂王 
宋理宗寶慶元年（1225） 
詔故太師武勝定國軍節度使

 

                                                 
25 馬昌儀，〈論民間口頭傳說中的關公及其信仰〉。 
26 《中國民間諸神》，頁 714。 
27 關羽褒封資料引自蔡相輝，2000，〈台灣的關帝信仰及其教化功能〉，收《中國歷史文化上的

關 羽 學 術 研 討 會 論 文 集 》， 北 京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 網 路 資 料 ：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guangong/f09.htm 瀏覽日期：5/18/2004 
28 岳飛褒封資料整理自楊蓮福，1996，《破虜軍閥：岳飛》，台北：萬象。頁 92-97，頁 13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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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王岳飛，改諡忠穆，旋改

忠武 
宗理宗景定 2 年 
改諡忠文 

元 元文宗天曆元年（1328） 
封「顯靈義勇武安英濟王」 

元至元 9 年，詔岳飛為武

穆，加賜「保義」 
 

明 

明太祖洪武 28 年（1395） 
建關羽廟、明令祭拜 
神宗萬曆 10 年（1582） 
封「協天護國忠義帝」， 
22 年敕解州關帝廟名由「忠

武」改「英烈」 
神宗萬曆 42 年（1614） 
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

天尊關聖帝君」 

明太祖洪武 9 年，以武穆岳

飛從祀歷代帝王廟，配宋太

祖享，定祭岳禮儀 
 
 
明神宗萬曆 43 年（1615） 
封「三界伏魔大帝保劫昌運

岳武王」 

 

清 

世祖順治元年（1644 年） 
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雍正元年，加封「靈佑」 
康熙時封「伏魔大帝」 
乾隆 53 年，加「忠義神武靈

佑關聖大帝」 
道光 8 年，加「威顯」二字 
咸豐，加「精誠」二字，旋

加「綏靖」二字 
同治，加「翊贊」二字 
光緒，加「宣德」二字 

 清康熙元年（1662） 
病死王城 
清光緒元年（1874） 
諡忠節 

未受褒封 

  褒封不能完全反映政治力的涉入，也不能完全說明主角形象在傳說中的變

化，但從褒封當中，可以觀察到「官方所給予的歷史定位」。在三位主角中，關

羽由「侯」到「聖」，歷代加封 23 次，到 1879 年（清德宗光緒 5 年），關公全部

封號長達 24 字：「忠義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靖翊贊宣德關聖大帝」

29。岳飛在 1615 年（明萬曆 43 年）褒封最高，但也僅封至「王」而已30。鄭成

功則從未受朝廷褒封。 

  我們再觀察三位主角歷朝歷代的發展。關羽的民間和官方地位崇隆，主要和

宋元明清四代官民不斷地美化神化有關。宋代，民間「說話」藝術和「弄影戲」

藝術，把民間三國人物的代表，由張飛轉移到關羽。官方的宋徽宗則在短短 21

年裏加封四次，把關羽由「侯」提為「王」。元代，民間的雜劇和平話，將關公

                                                 
29 網路資料：http://www.fushantang.com/1004/d1013.html 瀏覽日期：05/20/2004 
30 萬曆 42、43 年這兩次的褒封，頗為可疑。以關羽為例，其褒封之用字，在之前之後並未見重

複加減，可說絕無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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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描寫得更加具體，代表性的民間文學著作為《三國志平話》。明代，羅貫

中的《三國演義》一出，更是把民間對關公形象推到完美的顛峰31。從官方的角

度看起來，關公是最沒有歷史爭議性，最不需要防範的神。關公所處的三國時代，

是國與國對抗，但是不牽涉到「異族」、「外患」的年代。因之，關公「忠義」的

角色相對純粹，不管是哪朝哪代、何族何人，均可以之為教導人民之樣本，希望

每個人都能像關羽那樣，勇武盡忠於君王社稷。這樣的角色從不會在歷史解釋上

出現問題，這也是對關公的崇敬隨著時間發展愈顯豐隆的原因。 

  岳飛就不同了。岳飛對抗的是「進犯中國的外族」，當「外族」真的取代了

在中國的「本族」成為統治者的時候，要解釋「岳飛」時就出現了矛盾：要獎掖

其忠勇，但其對抗的對象就赫然便是統治者本身。當中國的「本族」為統治者時，

岳飛那種悲劇性的「接十二道金牌」、「莫須有」故事，彷彿時刻嘲笑著權力者，

隨時有可能成為昏君讒臣。因此，岳飛的形象，在政治性的防衛下，大概不可能

很高。南宋開始為岳飛平反，也要直到岳飛死後 20 年，金國撕毀紹興和約、大

舉南下時。元代官方似乎對民間的信仰情況沒有興趣32。明代將岳飛從祀歷代帝

王廟，但地位還是比不上關公。清為後金，岳飛對抗的正是女真人的祖先，於是

輕岳崇關，唯一例外是乾隆，乾隆作〈岳武穆論〉、親謁湯陰岳氏宗廟、派重臣

祭廟33，然而，終清一朝，並未對岳飛再有褒封。直到民國，才又將岳飛與關羽

合祀，地位再度提升，但依然比不過關公。34 

                                                 
31 網路資料：http://shanxi-china.com/big5/big5_guangong/15.htm 瀏覽日期：05/20/2004 
32 依楊蓮福，《破虜軍閥：岳飛》，頁 96，稱元代社會普遍存有反抗異族心理，對岳飛事蹟大加

褒揚，甚至建廟祭祀，蔚為風氣。朝廷也加封「保義」。這種說法前後矛盾，不足取也！但元代

以佛教為國教，對於民間的信仰狀況似並不熱心，也較少關注。 
33 楊蓮福，《破虜軍閥：岳飛》，頁 96。楊氏該書，對岳飛多有溢美。 
34 關於岳飛的歷史地位，王德毅在〈岳飛的歷史地位──兼論民國以來的岳飛研究〉當中頗有

鋪陳。但是王氏以「民間崇奉岳飛」的情形為綱，順便論證官方也加以崇奉，並沒有足夠有力的

證據。比如元朝的情形，頁 1410，「即使元朝君主也沿襲著南宋的傳統，對岳飛加以封贈」；明

朝的情形，頁 1411，「史學家更鼓吹攘夷復仇的民族大義，慣稱元朝為『胡元』」；清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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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成功在 1874 年（光緒元年）諡忠節，從未受任何褒封，其封號皆為人民

所加。台灣社會先面臨了清國統治，再由日本人接手（日本雖將鄭成功納縣社祀

之，但信仰型態上和台灣民間信仰是不同的。日本信仰似乎從來也沒有進入台灣

常民的生活當中）。和關羽、岳飛不同的是，鄭成功的年代，是台灣正要進入世

界體系的時候，影響的因素更加廣泛。相關的影響，在本論文第一章、第三章另

有討論，這裏不再贅述。 

  在 1874 年之前，鄭氏並不以其忠勇節義的形象為台人所崇敬，而是以其「開

台」的「貢獻」而被崇敬35。事實上，從鄭氏的台灣型傳說中，也可以明顯看出，

他的主要功業是「開台」。但是，他從「開台」而發展出的職掌，卻是「開墾保

護神」之類的雨神、水神。鄭成功的「開台」於是成了類似吳沙「開蘭」這樣的

意思。開台的「台」成為泛稱台灣某個不特定「地方」的代名詞，而不是整個台

灣的「台」這種全稱專有名詞。也就是說，鄭氏「開台」的功業並不完全如同我

們一般所認為的意義。從台灣型顯聖傳說來看，他顯然是因為宗族崇拜而成神，

或者因為守護地方而成為地方神。同時，雖然鄭氏傳說中可區分出中國型和台灣

型的差異，但他並不成為台灣全境統一崇拜的國家神。 

 

 

 

                                                                                                                                            
頁 1412，「承南宋以來傳統，推崇岳飛無異，甚至乾隆皇帝也寫了一篇〈岳武穆論〉，……讀了

此論，不難想見岳飛在清代所受到的尊崇。」王氏此作，無異忽略歷朝對「忠」的定義及解釋或

有不同，以及忽略當時的歷史社會狀況，而以一二特例推及本朝，太過大膽。以上面引述為例，

元朝的「異族統治」崇敬岳飛，明朝士大夫鼓吹攘夷復仇也崇敬岳飛，如果沒有其他的解釋，而

以其「精忠報國」的形象一語帶過，實屬不當。 
35 到底鄭氏是因台人「感念其貢獻」抑或是「憫其忠節」而崇敬之？實在拿不出具體的資料，

偏偏這兩者有截然不同之處。若說「憫其忠節」，鄭祚亡後，鄭氏王族被遷回中國，在清朝統治

下，全台因為「憫其忠節」而在不同地方出現至少大量鄭成功廟的可能性有多高？至少在表面上

的理由會是「感念其開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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