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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研究動機 
 

自先秦的老莊、孟子開始，就對兒童的概念有所注意，其切入點多將兒

童置於哲學層面來探討「道的本源」及「人之本質」等相關問題，所依引的

詞彙則為「嬰兒」、「赤子」。然而，「嬰兒」、「赤子」二詞並非真就兒童的自

然生理狀態來詮釋使用，而是指思想家所想像、認為，兒童本初未受人情事

故污染，在心性上最接近自然、良善的狀態。這樣的斷裂，並未讓士人將哲

學層次的「赤子」和現實的兒童分別開來，反而使兒童做為「成人」的本初，

如何一方面保有良善的天性，一方面又學習道德規範，變成社會的一分子，

便成了士人持續關注的焦點。1可是在民間，兒童的形象卻藉由「神化」的方

式被放大凸顯，尤其是經過文人整理、創作與寫定的章回小說，常見以天真

兒童為形象，卻有著無窮活力的情節展現。原本該是能力、體力甚至智力各

方面都極為「弱勢」的兒童，卻在民間文人的形塑下，和「天神神力」有了

跨界的結合，不斷展現與強調的是蓬勃的生命力與無盡的摧毀力，一反兒童

為「弱者」的自然天性，進行對所有成人建構的價值與社會觀的質疑與挑戰。

由於至柔與至強結合的兒童形象，和士人不斷強調經「兒童啟蒙訓練」以達

到「小大人」的目標大相逕庭，卻出人意表地深受大眾歡迎與喜愛，不禁令

人要問：為什麼「破壞者」的形象設定選擇「手無縛雞之力」的「兒童」？

如此特殊的現象到底隱含著怎樣的文化思維？ 
 

綜觀目前學界的研究，從孫悟空大鬧天宮、哪吒鬧海為核心向外延伸，

有幾組形象形成有趣的現象，諸如：二郎神與水神，水神與牛怪，牛怪與牛

魔王，牛魔王與紅孩兒，紅孩兒與善財童子，乃至毗沙門天與二子獨犍、三

子哪吒，這些形象竟能透過水神崇拜產生延展與互滲，那麼是否同樣可以從

二郎神、孫悟空、李哪吒、紅孩兒以及善財童子的兒童神形象，觀察兒童神

在小說情節的展衍中所呈現的思想、審美，以及文化脈絡的發展？ 
 

再者，文學作品除了來自作者的巧思獨創，也深受文化與知識承繼累積

的影響（尤其這兩本小說保存了大量集體創作的因素），那麼從「神話」的角

度進入《西遊記》與《封神演義》，探討小說藉由同一主題同一原型不斷衍生

                                                 
1 中國古代的兒童為大人的附屬或財產，被成人以「小成人」的角度來看待，大量的兒童

啟蒙讀物都是以教導兒童如何成為一個大人所設計，完全忽略兒童本身的需求。所以中國

古代的兒童都有著年幼的身體，古老的靈魂，老成的心理狀態。熊秉真著：《童年憶往：中

國孩子的歷史》（台北：麥田出版社，2000 年 3月），頁 13-232、27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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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角色、多重情節，在不同的語境與情節脈絡下，敘述的是哪些未被滿足

與紓解的想望？而這些想望又為何必須一再的透過同一原型做為敘事載體來

進行述說？且這一原型又為何總是和「水神」有關的「兒童神」？難道只是

哲學概念上以「赤子」或「水」喻「道」，所以小說人物形象便由「道」而「水」

而「嬰兒」？還是有更深沉的文化意涵？這些都是筆者想要藉此論文進行探

討與了解的。 
 

第二節、研究方法 
 
古今中外對於兒童的神化崇拜，主要是根植於孩子身心的「純潔自然」

以及「道德的純粹性」（尤其是西方的「天使」形象，往往以小孩的造型表現），

孩子的樂觀、充滿生命力，常常被成年人當作自身激勵動力的源泉，並因每

個成人都曾是兒童，而將孩子看成是成人的「生活記憶」、「精神（心）的故

鄉」，再加上本質上孩子本來就是人類生命的延續以及未來希望的象徵（例如

中國的年畫「多子多孫多福氣」、「蓮生貴子」等表示成人福祉保證、家族希

望的圖像，都以孩子，尤其是男孩子來表現），所以自然成為成人精神渴望的

對象。 2

 
「兒童」這個詞彙，在中文裡相對於「孩子」來說，涵蓋範圍較小，一

般用來指稱教育問題或心理現象的一段年齡族群，並未從學理層面進入日常

用語。 3本論文採用「兒童神」一詞而不用「孩子神」，除了「兒童神」已是

一個有一定辨識度的日常語彙，主要還因為目前並未發展出「孩子神」這樣

的說法，反而有「孩子王」這樣的語詞，但「孩子王」一詞並不足以表現「神

奇力量」的神秘之處，故以年齡涵蓋層面較短但更能凸顯其與成人身心之間

差距的「兒童」一詞，結合「神」字，組成「兒童神」一詞。這裡的「神」

字，並非有別於「佛」的道教指涉，而是泛指所有超出人力所及的超自然力

量統稱。本論文所提之「兒童神」為：（一）具「兒童外表」，充滿生命活力

的神祇；（二）外表不具明顯兒童樣貌，但該神神性、成仙歷程，凸顯「兒童

性格」、「成長概念」或為「保護（帶來）孩童生命」者，也一併併入研究，

分別以李哪吒（具兒童外表的兒童神）、孫悟空（不具明顯兒童外表的兒童神）

代表。4至於「兒童神」一詞裡的「兒童」概念，涵蓋範圍泛指區別於成年人

                                                 
2 參見陳映芳著：《圖像中的孩子：社會學的分析》（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年 1月），
頁 10-21。 
3 我們會說：「這孩子⋯⋯」，而不會說：「這兒童⋯⋯」。參見陳映芳著：《圖像中的孩子：

社會學的分析》（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年 1月），頁 2。 
4 熊秉真認為，中國傳統文學中，《西遊記》、《封神榜》（哪吒）等是受孩子歡迎，又某種
程度上呈現兒童心態與性格的故事文本。而在宗教資料中，「三太子」、「金童玉女」是保護

小孩或以人生少年階段為影射的造像。見熊秉真著：《童年憶往：中國孩子的歷史》（台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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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生理的各種狀態，包括與成人社會的關係。這裡將「兒童神」概念粗

分為兩種樣態，主要是因為在中國社會裡，「兒童——孩子」這個概念並非以

年紀來劃分，而是以輩分。明確的來說，「孩子」的概念在中國相比之以年紀

劃分，輩分的關係反而比較受到重視。這除了因為就算孩子年紀很小，仍被

要求和大人一樣嚴格遵守家庭倫理，另一方面，只要雙親健在，不管孩子年

紀多大，他都無法被全面的承認是一個完整的成人，而必須和父母遵行著一

層不變的「大人——孩子」關係。反之，若生理年齡依然是個孩子，一旦發

生了代際交換，他就理所當然的被賦予大人的權利，被要求扮演成人的角色。
5所以，中國的「兒童神」概念，不應該局限於兒童樣貌的外在，而是有更多

「相對於」成人世界的部分。本論文將觀察孫悟空與李哪吒，從「石頭」、「靈

珠子」的「太陽崇拜」化身，到「鬧海」的「水神崇拜」加入，以兒童形象

經歷成長、學習，同時反抗成人世界的制度與權威，成為「兒童神」的主要

形象，又以此形象做為雛形，展衍出其他角色所隱含的文化狀態。 
 
太陽崇拜源自於太陽的發光、發熱，每天周而復始的昇起、降落，乃至

四季的循環運行，都讓先民將太陽當成「活物」來看。而當原始農業產生後，

先民對於太陽的重要性有更深的意識，認為太陽能溫暖、激起生命，使作物

收成，或者造成旱災，導致死亡，更是光明和黑暗、永生和循環的象徵，是

太陽本身的重要性，使先民產生了崇拜，將太陽看成至高無上的神靈。研究

指出，太陽崇拜與鳥崇拜、火崇拜往往是連結的。每天清晨鳥鳴之後太陽昇

起，讓先民將鳥與太陽神連結；鳥乘風飛翔於天際，搧翅所帶起的氣流讓先

民將自然風的起因歸之於鳥，以及鳥的卵生，生殖能力遠勝於人，人類對於

鳥的生命力產生羨慕與崇拜，而將鳥「神化」。但鳥崇拜和太陽崇拜連結，並

非「太陽」而「鳥」，而是各自發展，最後是因鳥飛翔於天際，生活模式與太

陽運行被先民聯想在一起，並因二者都有極強的生命神力，而出現了「太陽

鳥」的崇拜。至於火的崇拜，野火同太陽一般通紅、發光發熱，帶來光明和

溫暖，使人能度過寒冬或黑夜，但瞬間燒毀一切的力量讓人害怕，卻也讓人

了解熟食比生食來得美味，進而想控制火。先民以為，火的出現來自閃電，

是英雄或鳥從天神那偷盜而來，這一點從各民族的太陽神往往具火神的神格

可以看出，例如中國的炎帝、祝融等，是日神也是火神。 6

 

                                                                                                                                            
麥田出版社，2000 年 3月），頁 20。 
5 這個方面最明顯的例子便是「小皇帝」、「幼帝」。詳見陳映芳著：《圖像中的孩子：社會

學的分析》（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 年 1月），頁 85。 
6參見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北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年 1月第一版第一刷），
頁 198-223。高福進著：《太陽崇拜與太陽神話：一種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視》（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2 年 3月），頁 30-78、119-145。陳勤建著：《中國鳥信仰：關於鳥化宇宙
觀的思考》（北京：學苑出版社，2003 年 5月），頁 5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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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水的崇拜，則是因為水對於人類的生存不可或缺。人生活於水邊，

出生死亡、飲食作息、潔淨身體與物品，以及獲得食物等等都離不開水，這

種依賴進入農業社會後變得更為重要。水能孕育生命，帶來豐收，太陽在水

上升起降落，周而復始，水自身更是以不同的型態循環不已，讓先民於觀察

了解中形成輪迴永恆的觀念。水的激流和漩渦讓人想起生的艱難與無常，東

去的河水又把時間的流逝和生命如何延續融會其中。另外，更不可忽視的是，

水的氾濫成災，造成死亡，都使水成了神秘的自然力量，被先民視為神靈而

加以崇拜。更何況中國是一個以農立國的國家，對於水所產生的民生問題早

是歷代統治者所遭遇的大問題。 7

 
本文選擇孫悟空和李哪吒做為研究對象，一是以兒童神的眾多形象來

說，就屬孫悟空與李哪吒最為有名，二是此二人物的出生情節雖橫跨不同的

文本，形象與出生故事頗為相似，並在彼此的文本中形成多重情節、多重角

色糾纏展衍的互涉關係。此外，孫悟空、李哪吒加上二郎神，三者的形象在

《西遊記》與《封神演義》中常常相伴出現 8，三者都有著兒童∕青少年的外

型，善於變化且具有異常神力。若以故事源流來論，二郎神與水神的關係最

為密切，甚至影響孫悟空和李哪吒故事的情節安排，不過文本卻只在孫悟空

和李哪吒的出生上出現成長與破壞的主題，甚至反身削弱二郎神治水故事的

重要事功及其在兒童∕青少年形象上的特徵，使二郎神成為附屬地位的次要

角色（尤其在《西遊記》中更為明顯）。所以，本論文選擇以《西遊記》的孫

悟空與《封神演義》的李哪吒進行主題與原型的探討，探討此二兒童神的突

出形象在文本世界所呈現的豐富意涵。 
 
綜觀《西遊記》和《封神演義》的研究，以神話主題的角度切入，是近

年來頗為常見且大有建樹的方式之一。由於民族性格與儒家思想的影響，中

國原始神話文獻堪稱殘缺、片斷，就算最終被寫入雜史與小說中也多隱晦不

明，因此在面對中國神話的研究，必須藉集體潛意識的概念，從原型、母題

的角度，重新審視殘缺、片斷的神話，穿過時空的長廊試圖了解其象徵性的

意義。 
 
《西遊記》和《封神演義》稱為「神怪」類或「神魔」類章回小說，在

認定的爭議上歧異性不大，但「神、怪、魔」和「小說」結合，是否適合稱

為「神話小說」，並進行「神話」研究，以探討其內在象徵意義所反映的穩定

性原始思維，則有待討論，如：袁珂在《中國神話史》中，明確將經過文人

                                                 
7見王孝廉著：《華夏諸神：水神卷》（台北：雲龍出版社，2000 年 2 月），頁 13-15。常立、

黎亮著：《讀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年 1月），頁 8。 
8 在《封神演義》中，袁洪這個角色有著孫悟空的獸形妖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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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的小說如《西遊記》和《封神演義》歸為「神話小說」（廣義的神話或一

般神話），且和仙話、志怪、傳奇混為一談。 9蕭兵的系列神話研究大抵也是

從這個觀點出發，進一步認為神話型態在歷時的情況中會產生轉變，故將原

始神話到後期章回小說中的神話主題，依時態性分為原生態神話、次生態神

話、再生態神話和新生態神話。其中原生態神話指的是典型的神話，為一般

所謂的原始神話；次生態神話則是集體或口傳的非原始神話；再生態神話則

為改作神話及擬作神話；而新生態神話指的是近世孳生的準神話。這四種分

類下，再生態神話和新生態神話劃歸為「非典型的神話」，合稱為「廣義的神

話」。蕭兵在《神話學引論》中說：
10

 
  （《西遊記》、《封神演義》）其中確實保存著許多珍貴的原生∕次生神

話，例如「哪吒鬧海」，「二郎神擒孫悟空∕孫悟空鬥牛魔王」，等等，

它們的特點是：（1）藏留著較大的原始性；（2）分明由民間——口頭

傳承裡汲取或借用；（3）別的文獻又不容易看到；（4）確實經過作家

的整理加工。 

 
所以綜合上述的因素，《西遊記》和《封神演義》是「擬作型」的再生神話，

屬於「廣義神話」的範疇。 
 

但是，鍾宗憲對於蕭兵的分類並不認同，他在〈神話中的文學與文學中

的神話——論神話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裡提到： 11

 
  凡個人所創作的，往往我們傾向稱之為小說創作，凡大眾集體所創作

的，我們則稱之為民間文學，神話恰恰可以在這兩者之間擺盪。問題

是，在後世敘事較為完整的神話小說或神怪小說當中，「神話」是小

說作者所借助的「典故」？或文學表現的一種技巧？還是文本所要呈

現的主體？是個人的想像？還是大眾的「信以為真」？因為神話具有

相當程度神聖性的，而神聖性的基本依據，除了超越性之外，就是來

自於大眾集體的「信以為真」。 
 
關於鍾宗憲的質疑，論者認為就《西遊記》和《封神演義》來說，雖然

                                                 
9 見袁珂著：《中國神話傳說》（台北：里仁書局，1990 年 8月），頁 64-73。 
10 蕭兵著：《神話學引論》（台北：文津出版社，2001 年 10月），頁 102-103。 
11 鍾宗憲著：〈神話中的文學與文學中的神話——論神話在中國文學史中的地位〉，輔仁大

學慶祝在台復校四十週年暨第十七屆中國古典文學學術研討會論文，2002 年 3月 16-17日，
頁 15-16。鍾宗憲雖然對於將《西遊記》和《封神演義》認定為「廣義的神話」有些微詞，
但基本上卻肯定袁珂和蕭兵從神話保存的現實和神話傳說實際流變上，將神話的生命力轉

構至小說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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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書為文人創作，但其故事來源卻是集民間傳說、戲曲、神話、宗教信仰等

大成，所以就算二書中「神話」的保留，是小說作者「借助的典故」或「文

學表現的一種技巧」；是「文本所要呈現的主體」或「個人的想像」，乃至「大

眾的『信以為真』」，這些問題都在二書刊刻發行後廣受大眾喜愛，甚至導致

市場上出現大量神怪（神魔）小說而有了解答。無論借助典故，或是文學技

巧的表現，《西遊記》和《封神演義》廣為大眾所熟知，且後續相關的續書及

改編不斷，甚至到了今日還接二連三的被改攝成電影、連續劇，可以肯定的

是，原始神話經過作者個人想像的文學潤飾，能歷久不衰並得到廣大讀者的

認同，進而開發出不同的詮釋嘗試與再創造，研究者不能不注意到這樣的文

化現象，從而觀察其中所代表的深度意涵。故本論文將《西遊記》與《封神

演義》看成「含藏神話元素」的章回小說，來進行文本中神話象徵意義的解

讀，研究角色所具有的原始神話遺留透過作者巧筆的設置安插，於此二文本

中起了怎樣的作用，並對於本論文之研究對象（孫悟空、李哪吒這兩個兒童

神）有何造像上的影響。 
 

此外，本論文擬借西方相關理論來進行文本解讀，透過東西對話、加深

研究探討之深度與廣度之效，故藉由卡爾‧榮格（Carl G. Jung）針對文學作
品中神話主題的象徵內涵提出了原型（archetypes）與集體潛意識（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解析角度，對當代心靈的理解歷程不無助益。 

 
榮格認為，象徵（symbol）是一個名詞、名字或圖畫，在傳統和表面的

意義之外，另外擁有特殊意涵，蘊藏著某種未知、模糊、隱而不顯的東西。

榮格在其主編的《人及其象徵》一書中提到：12

 
  當一個字或一個形象所隱含的東西，超過其顯而易見的直接意義時，

就具有了象徵性。⋯⋯由於有太多事情超越了人類理解範圍，我們便

經常用象徵語言來表述我們無法界定或完全理解的概念。 
 

榮格認為存在身體中的心靈也有其歷史，而這個歷史的建立並非心靈透過有

意識的參考過去流傳下來的語言文化傳統所產生，而是指原始初民心靈中史

前生物性的潛意識發展，所以現代人的夢境和原始心靈的產物、集體形象和

神話母題之間有類比的關係。從潛意識的角度來說，除了弗洛伊德

（Freud,Sigmund）所提出的個人潛意識的內容之外，還有一種潛意識不是源

於個人獲得，卻是受代代相襲的一般心理功能的潛能，它來自於遺傳的大腦

                                                 
12 卡爾‧榮格（Carl G. Jung）著，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台北：

立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12月），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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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亦即「神話聯想——即那些不需要歷史傳統或移植就可能重新萌發於

任何時代和國土上的動機和意象」，榮格將它稱為「集體潛意識」。 13所以，

在心靈歷史中不受時間空間限制，跨民族、國土的共同原始殘餘，榮格稱為

「原型」。榮格說：14

 
       原型是一種傾向所形構出一個母題下的各種表象，這些表象在細節上

可以千變萬化，但基本的組合模式不變。⋯⋯。一般來說，本能純屬

生理上的衝動，透過感官，本能被我們感知到，但本能同時也自幻想

中顯現自身，而經常只透過象徵形象來顯現其存在，這些顯像就是所

謂的原型。 
 
從原型的角度切入，這不受時間空間限制，跨民族、國土的共同原始殘

餘的概念，我們在面對文學文本中的孫悟空與李哪吒的形象，可透過神話理

論加以研究。本論文另外嘗試結合孫悟空和李哪吒故事中的太陽崇拜與水神

崇拜研究，從人物形象溯源到其在整個故事中所代表的象徵意義，除了故事

敘事本身就已明顯透露的天命觀、儒釋道修身修性以及歷史的關照（對三藏

取經、武王伐紂的認識與連結）之外，透過「兒童神形象」解讀角色形象多

元的意義建構，探討經由小說《西遊記》、《封神演義》創作，二者形象與主

題的雷同及在各自文本中的狀態，為何在經過敷衍、轉換並和佛教神祇結合、

混雜之後15，仍大受歡迎、眾所皆知，不但沒有減弱角色的魅力，甚至改變

了原始宗教設定的原因，並從敘事學「同一事件再三被陳述必有其深層意涵」

的觀點，探討同一主題同一原型不斷在文本不同的情節與語境中被「轉化講

述」，所可能隱含的穩定深層文化意涵，進而貼近兒童神的譜系性思考。 
 
最後，在探討猿猴獸型的孫悟空如何以「兒童神」形象被認識的過程中，

發現從文本世德堂《西遊記》的情節、詩詞及關鍵字，可以看到孫悟空不斷

成長，由獸而人而聖而神，乃至於成為鬥戰聖佛，然其猿猴的外貌始終不變，

並未有人化、兒童化的傾向（為救兒童而變形為兒童的短暫情況不算），但在

其性格上不斷出現兒童式的純真反應以及嬉笑怒罵，還被作者進以回目、詩

詞、關鍵字同唐僧形象冠上「赤子」、「嬰兒」作為比附、暗示，在原義涵上

固有其儒釋道的另有所指，但透過不斷的讀者閱讀∕誤讀，卻意外的造就孫

                                                 
13 卡爾‧榮格（Carl G. Jung）著，吳康等譯：《心理類型》Psychological Types（台北：桂

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99 年 10月），頁 529。 
14 卡爾‧榮格（Carl G. Jung）著，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Man and His Symbols（台北：

立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 年 12月），頁 65。 
15 在《西遊記》中，紅孩兒最後被觀音收服成為座前善財童子，而紅孩兒的形象又和李哪

吒十分相似，故推測紅孩兒為李哪吒形象的另一呈現，有關之論述，於後文中會做更詳盡

的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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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兒童神形象的形成。為了針對這一方面進行深入探討，闡發世德堂《西

遊記》文本如何經由閱讀形成孫悟空兒童神的形象，本論文利用讀者對於文

本的閱讀與再造，從讀者接受與反應的角度，外於文本，反過來看世德堂《西

遊記》裡一個不被作者刻意經營的部份（作者並非有意將孫悟空變成一個兒

童神，在作者眼裡，孫悟空是美猴王，是齊天大聖，更是鬥戰聖佛），如何從

文本字裡行間，組織衍生出兒童神新形象，進而凸顯世德堂《西遊記》裡被

忽略的孫悟空兒童神形象。 
 
第三節、文獻檢討 

 
對於孫悟空的關注，從世德堂本《西遊記》的刊刻序以降，就是一個眾

所矚目的關鍵。陳元之引無名氏舊序說：「其敘以為孫，猻也；以為心之

神。⋯⋯。魔，魔；以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

以心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還理」 16，可知早期的閱讀者已經注意到

「孫悟空——心猿」這一概念與佛教「心魔」之間的關係含攝。之後，出自

葉晝之手而假托於李卓吾的《西遊記李卓吾評本》更以「心生種種魔生」，「心

滅種種魔滅」做為《西遊記》主旨 17，認為整本《西遊記》藉孫悟空的形象

以闡述「修心」之事。反之，謝肇淛則從儒家出發，提出《西遊記》是「以

猿為心之神」，以「求放心之喻」。18而尤侗則基本上採取「後人有《西遊記》

者，迨《華嚴》之外篇也」的說法，使得「行者、八戒、沙僧、龍馬，即梵

釋天王之分體」。 19到了張書紳，提出《西遊記》一言以蔽之，「只是教人誠

心為學，不要退悔」，目的是要人「遷善改過，以底於至善而後已。」20在張

書紳看來，透過孫悟空，「《西遊》一書，則是把一個人從受胎成形起，直寫

至有生以後，又從有生以後，直寫到老，方才罷手」，「自始至終，皆言誠意

正心之要，明新至善之學，並無半字涉於仙佛邪淫之事」 21，是為用以證聖

賢儒者之道的書籍。清末民初，開眾學研究之風的胡適回到「滑稽小說」、「神

話小說」的態度來看《西遊記》，在他的研究中，認為《西遊記》一到七回大

部分出自作者的「創作」，陳述的是齊天大聖的個人傳記，並透過魯迅的研究，

                                                 
16 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225。 
17 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226。 
18 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315。 
19 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318。 
20 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322。 
21 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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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雖然周氏一再證明孫悟空的形象塑造可能受到中國神話傳說巫支祈的暗

示，可是胡適還是考證了印度《拉麻傳》裡的猴子國大將哈奴曼，作為孫悟

空形象的原型。 22當時和胡適有書信往來的魯迅，基本上同胡適的看法上，

認為《西遊記》不過是出於作者「善於滑稽」的遊戲之作，若要勉求大旨，

則大致認同謝肇淛的說法。23

 
民國以降，有關孫悟空的研究成果繁多，大致可分幾方面梳理：夏志清

透過神話思維與史詩英雄的觀點，認為孫悟空才是《西遊記》一書真正的主

角，體現了「不滿足於田園生活之樂以及追求力量和知識的抱負。」 24黃慶

萱從精神分析的角度，將孫悟空（自我）、豬八戒（本我）看成唐僧（超我）

的化身。孫悟空作為唐僧的「自我」，承繼了歷史上玄奘聖僧的積極樂觀，起

著平衡「超我」與「本我」的作用。25張靜二將《西遊記》前七回放入人類

學啟蒙儀式的角度來觀察，提出《西遊記》是「人格塑造小說」的觀點，認

為孫悟空體現了作者對於人格成長歷程的認識。 26吳璧雍提出「心猿」孫悟

空以「非神族」的角色成為取經隊伍的領袖，除了象徵魔障的由外轉內，更

指向宿命歸路上一個更超越的途徑。而前七回孫悟空的誕生、自覺、追尋、

體驗，對整個取經過程來說具有根源的意義。27鄭明娳認為孫悟空具有充沛

的生命力、篤實的天性與高度的英雄欲三大特色。 28呂素端則以敘事學的角

度來解讀《西遊記》，提出從情節的安排可看出孫悟空有著明顯的性格變化與

心性的成長。 29

 
在大陸學者的研究中，由於社會主義意識型態的籠罩，很長的一段時間

大多注意孫悟空的大鬧天宮為農民起義的「反抗」精神與表率 30，進而致力

                                                 
22 胡適著：《中國章回小說考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年 12月），頁 235-280。 
23 魯迅著：《魯迅小說史論文集：中國小說史略及其他》（台北：里仁書局，1992 年 9 月），
頁 149。 
24 夏志清著，胡益民、石曉林、單坤琴譯，陳正發校：《中國古典小說史論》（南昌：江西

人民出版社，2001 年 9月），頁 119-149。 
25 黃慶萱著：〈西遊記的象徵世界〉，刊登於《幼獅月刊》1977 年 46卷 3期，頁 50-61。 
26 張靜二著：《西遊記人物研究》（台北：台灣書局，1984 年 8月），頁 49-94。 
27 吳璧雍著：《西遊記研究》（台北：國立台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80 年）。 
28 鄭明娳著：《西遊記探源》（上、下）（台北：文開出版社，1982 年 9月），相關討論大多

集中在下冊，頁 3-86，109-141。 
29 呂素端著：《西遊記敘事研究》（台北：國立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論文，2002 年）。 
30 例如張天翼提出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失敗便是農民起義的失敗，而面對失敗的孫悟空，竟

然選擇皈依神佛，並答應保護三藏西天取經，造成了《西遊記》主題前後矛盾的困境。此

論點遭沈玉成、李厚基、沈仁康、童思高等人的反駁，反駁的論調大致都將焦點集中在第

七回以後神魔關係以及魔的意義為何上，因此和孫悟空大鬧天宮是對統治集團的一個反動

不同，來化解矛盾。以上論文皆參見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西遊記研究論文集》，（北京：

作家出版社，1957 年）。之後李希凡更明確的將七回前後畫分成兩個主題，認為孫悟空的

農民起義是叛逆英雄的理想化，第七回以後的主題則轉向對自然險阻和重重困難的挑戰，

取經路上的妖怪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魔」，並著力釐清孫悟空和取經路上的妖魔關係並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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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解決「強調反抗精神」所造成的小說前後主題的矛盾。31劉勇強透過政治、

文化、社會生活型態等角度來看《西遊記》七回前後的主題問題，認為作者

以幻想來描寫一個悠久歷史的民族如何在曲折的歷險過程中，將傳統文化的

積極因素、民族性格以及嶄新的時代追求展現出來，並對參雜其中的消極、

醜惡與不良素質進行諷刺與淨化。 32張錦池認為先有個唐僧西天取經（宏揚

佛法）的故事，和一個獼猴王為非作歹（闡釋金丹大道）的故事，兩個故事

在某個機緣下合流，成了孫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當然也成就了孫悟

空「由道入釋」的必然，所以在孫悟空的身上，可以看到「個性解放思潮的

崛起」以及「釋道二教思想的爭雄」。33孫紹先則提出孫悟空的轉變「意味著

自由的上古英雄之死和護法的中古英雄的誕生」，因為秩序化的社會不再需

要，且不能再有具破壞性的自由英雄，所以孫悟空必須被「馴服」被「皈化」，

並進一步按照社會道德規範去懲戒其他破壞秩序的人。34

 
以上對孫悟空形象的開發與理解成為《西遊記》解讀的一個重要脈絡，

進而造成解釋《西遊記》一書的旨趣也跟著產生變化。其中將孫悟空的出生

歷程看成兒童或心靈成長的過程，並解讀這些過程所象徵的成長儀式以及個

體和社會群體之間由內而外的磨合，很可以從中了解民間對於兒童成長過程

的認知狀態。不過在眾多的孫悟空詮釋中，卻缺少將這些研究成果以「孫悟

空——兒童神」的形象做為核心關注的指向，故本論文將針對這個部分進行

整理與探討闡釋。 
 
至於在李哪吒人物形象與故事情節的研究上，龔鵬程在《中外文學》發

表的〈以哪吒為定位看封神演義的天命世界〉，以《封神演義》一書「神的來

源與定義是：天命意志下，人的轉格化。——情節的推移和封神的始末，都

是依憑著天命之運化而進行；至於人之轉格為神，則有一定的轉型過程（生

→死→神）」為前提，認為哪吒是「『天意』這個理念的具體象徵」，後來的析

                                                                                                                                            
同學界認為的「同類」、「同伴」，大陸學界將李希凡的看法簡稱為「主題轉化說」。參見陸

欽選編：《名家解讀西遊記》（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年 1月），頁 339-351。 
31 根據劉勇強的整理，這方面的議題不脫「農民起義說、人民爭鬥說、叛逆投降說、誅奸

尚賢說、安天醫國說、歌頌市民說、資本主義萌芽掃清道路說等等。從而對主要人物孫悟

空也有不同說法，如農民革命的領袖、地主階級內部的改革派、中、小地主的代表、市民

的英雄等等。」參見氏著：《西遊記論要》（台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 3月），頁 56。 
32 劉勇強認為孫悟空強調個人感的提昇，以及對於自由、自尊、自娛的重視，使得中國小
說中英雄形象的塑造有所轉變。參見氏著：《西遊記論要》（台北：文津出版社，1991 年 3
月）。 
33 張錦池有關《西遊記》的論述主要見於《西遊記考論》（哈爾濱：黑龍江教育出版社，

1997 年 2月）一書。後來的《漫說西遊》（香港：三聯書店，2001 年 2月），從張錦池的〈後
記〉可知，《漫說西遊》是《西遊記考論》一書，刪去「考」，保留較多「論」的節選本。

此二書另一針對孫悟空較特別的論述是，將孫悟空與賈寶玉，透過「仙石出生」、「童心」、

「真人」、「對政治及社會的態度」進行比較的可能嘗試。 
34 孫紹先著：《英雄之死與美人遲暮》（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年 9月），頁 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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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骨還肉、蓮花化身，拔除了人的七魂六魄與情慾，是為了讓哪吒恪遵「天意

在殺」的旨意。 35陳曉怡著重分析哪吒經析骨割肉（貼近佛教禪宗公案的說

法取譬）、蓮花化身的「死亡∕再生」儀式，實是象徵人類學上具有啟蒙意味

的成長過渡儀式，並證論哪吒故事反映了「兒童神原型心理」與「對父權的

反抗心理」。36龔玉玲則認為李靖和哪吒的扞挌，主要是起因於哪吒出生時為

一「不肖」父的「異類」，導致李靖以「劍∕父親的權威」來導正哪吒的偏差，

後來的情節「莫不是在父親馴服孽子回歸傳統禮教的主題動機下開展鋪陳」，

而重生的哪吒是「異類互體」，「擁有雙重身（份）」，除了象徵「放下肉體」

外，更有「從宗教裡獲得精神的新身∕生」的意義。 37

 
哪吒的研究除了上述三篇集中闡發角色在《封神演義》裡的象徵意義

外，大陸學者多認為台灣哪吒信仰的風行，本質上如同媽祖信仰一般，是人

民（尤其是漁民）為祈求航海的安全以及對於水的恐懼。因此，更藉由哪吒

鬧海的故事情節，和龍神、水神甚至洪水神話取得連接，目的卻是植入「政

治正確」的意識形態，透過兩岸共同的水神崇拜以證實台灣從屬於中國。38

  
哪吒出生故事在《封神演義》裡是為人所熟知的重要情節，但往後隨著

情節的發展，哪吒在《封神演義》裡逐漸失去特殊的性格，成為「扁平」的

角色 39，而孫悟空在《西遊記》裡卻起著全書靈魂人物的作用。以上是此二

形象目前在學界的詮釋狀況，不過哪吒研究有一個特殊現象是，更多的情形

是在論及二郎神、毘沙門天王父子，甚至是討論《封神演義》時被附帶論及，

其中又以在孫悟空的研究論文中被提出比較討論者為要。 
 
中野美代子以跨文化的視野解讀《西遊記》，其中探討孫悟空在世德堂

本《西遊記》的前七回出生，提出哪吒太子的故事是「孫悟空分身」的看法，

                                                 
35 龔鵬程著：〈以哪吒為定位看封神演義的天命世界〉，《中外文學》第九卷第四期 1980 年

9月，頁 18-39。 
36 陳曉怡著：《哪吒人物及故事之研究》（台中：私立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1994 年）。 
37 龔玉玲著：〈怪胎哪吒「現身」、「說法」——現代新編文本中的哪吒圖像〉，《中外文學》

第三十二卷第三期，2003 年 8月，頁 125-140。 
38 參見徐志福著：〈心神相通，根源相繫——海峽兩岸哪吒文化探源〉，《西南民族學院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二十一卷第十二期，2000 年 12月，頁 14-16、杜萌若著：〈封神

演義哪吒蓮花化身故事考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卷第四期，2000 年

12月，頁 84-86、李小榮著：〈哪吒故事起源補考〉，《明清小說研究》總第六十五期，2002
年第三期，頁 139-149、鄧衛中著：〈哪吒與水崇拜〉，《中華文化論壇》第四期，2002 年 4
月，頁 94-96、趙安民著：〈叛逆者的價值分析——哪吒形象的人類文化學意義〉，《商丘師

範學院學報》第十八卷第三期，2002 年 6月，頁 33-34。 
39 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指的是角色依循著一個單純的理念或性質而被創造出來，沒有

複雜的性格或難以捉摸的行為。見佛斯特著，李文彬譯：《小說面面觀》Aspects of the Novel
（台北：志文出版社，1998 年 11月），頁 9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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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神的敘事——以孫悟空與李哪吒為主的考察 

 

篇末論者更以圖表的方式展示二者在情節上的重複狀態。 40蕭兵在其太陽英

雄神話研究中，認為石生的孫悟空形象和中國早期猿猴圖騰有關。論文中除

了以大量的研究成果來證明孫悟空與哈奴曼的糾葛外，更加強孫悟空與水神

傳說的結合。其中，在論及「射手英雄」故事時，提出哪吒故事從出生時為

肉球、鬧海、射石磯等等，也表現出太陽英雄神秘出生、得寶、賽弓、鬥射

的主題，另外還加強印證此二人與二郎神、牛魔王都有著水神信仰的遺留。
41

 
綜觀上述從神話角度切入孫悟空或李哪吒的觀察，發現二者或有相互闡

發，甚或相互矛盾之處，卻尚未出現針對此二者做一統整的比較與整理的專

著，故筆者打算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採取整合比較的方式，針對孫悟空、

李哪吒在《西遊記》、《封神演義》裡所隱含的原始思維進行細部爬梳與整理，

期望能在二者眾多的解讀詮釋意義上有新的發現與拓展，並初步歸納出「兒

童神」的形象與其所代表之文化意涵。 
 

第四節、研究範圍 
 

本論文所研究的孫悟空形象，以世德堂印行的《西遊記》為主。選擇此

版本作為考察的對象主要是考量目前所見的眾多西遊故事中，孫悟空的形象

在世德堂本裡的描述最為生動細膩、眾所皆知，且以此版本在文學藝術或讀

者閱讀廣度上最獲公認。本論文以繆天華校注，三民書局印行的世德堂《西

遊記》作為文本依據，此版本依通行狀況，將三藏江流兒的出生以附錄的方

式收錄（第九回）。 42

 

至於哪吒的出生故事，雖然《西遊記》裡略有提及，卻不若《封神演義》

裡敘述的生動、詳細與連貫，故哪吒的形象以《封神演義》為主，間以《西

                                                 
40 關於孫悟空和李哪吒的出生在情節上的類似，筆者也贊同這樣的說法。參見中野美代子

著，王秀文等譯：《西遊記的秘密（外二種）》（北京：中華書局，2002 年 12月）。該書收
錄了中野美代子 1987 年修訂版的《孫悟空的誕生》、1995 年修訂版的《西遊記的秘密》以

及《與孫悟空的對話》等三部論著。另外在 2002 年 10月 12日，台灣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
究中心假台南縣新營市太子宮文康活動中心舉辦「第一屆哪吒學術研討會」，該會議中各學

者所發表的論文從哪吒人物的溯源到哪吒在戲曲、小說和電影裡的形象演變，還有更多的

是針對三太子崇拜所衍生的道教規儀研究。 
41 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該書共分五
冊，分別為：射手英雄故事、棄子英雄故事、除害英雄故事、治水英雄故事、靈智英雄故

事。其中，孫悟空的研究專章見於「靈智英雄故事」；哪吒的研究則較為零散，見於「射手

英雄故事」及「除害英雄故事」中。二郎神、牛魔王與水神的關係亦可見黃芝岡等著的《中

國的水神》（筆者所掌握的該書狀況為台灣大學圖書館館藏之影印本，書末並未標明出版地

與出版年）。 
42 吳承恩著，繆天華校注：《西遊記》（台北：三民書局，2001 年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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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記》為輔。《封神演義》版本本身並無《西遊記》來得複雜，一般歷來所熟

知的《封神演義》，就是現見的百回版本。本論文以鍾伯敬評、楊宗瑩校訂、

繆天華校閱，三民書局印行的《封神演義》作為文本探討的依據。
43而在此

二參照文本之下，本論文的研究對象——孫悟空和李哪吒，形象與情節的擷

取集中在《西遊記》的前七回和《封神演義》的十二至十四回的原型狀態，

並以此為基準，旁及他回相同原型所展衍的故事情節與人物。另，此後為行

文方便，直接於二書引文後方標明頁數，不再另外加註。 

 

當然在深入研究孫悟空與李哪吒故事的同時，處理二者之間的影響狀況

不免會追溯《西遊記》、《封神演義》成書先後的問題
44，本論文擬著重二書

在孫悟空、李哪吒故事和其相同主題重複敷衍的故事情節上，有著相互影響

的關係，並從中挖掘孫悟空與李哪吒在小說裡所呈現的思維象徵，以及在怎

樣的敘事模式中再三被展衍成其他角色與不同的故事情節。 

 
總之，從孫悟空大鬧天宮與哪吒鬧海出發，作者在創作與寫定文本的同

時，不斷的將主題重複與角色融合轉變，以推展小說的劇情。這樣的創作狀

態放到讀者市場中，經過歷時與共時的考驗，孫悟空與李哪吒並沒有因此而

沒落消失，反而成了兒童神形象的著名代表。這同一原型主題所轉化出的不

同角色與劇情廣受讀者青睞，可見同一主題的重複仍包含多樣的大眾文化性

可被填充、彌補，甚而重新組織與詮釋，以產生新的認同，成為「個人」和

「群體」的「代言英雄」。如此積累文化訊息的兒童神，值得更進一步的關注

與探討。 
 

                                                 
43 陸西星著，鍾伯敬評、楊宗瑩校訂、繆天華校閱：《封神演義》（台北：三民書局，2002

年 8 月）。 
44 《西遊記》、《封神演義》成書先後亦受二書作者的認定影響。柳存仁在其〈毘沙門天王

父子與中國小說之關係〉，《和風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年 10月），頁
1045-1094。一文中舉了不少例子證明《西遊記》受《封神演義》的影響，但學界仍對此問

題展開不同的考證，如：康士林著，呂健忠譯：〈由重出詩探討西遊記與封神演義的關係〉，

《中外文學》第十四卷第十一期，頁 130-148。康士林從兩書重出詩的遣詞用字及用韻等角

度，認為《西遊記》是《封神演義》的祖本。綜觀相關的研究，由於各家學者的論點都有

其發明之處，故以二書既為作者採擷民間各種故事版本所編寫創作而成，則從故事流傳的

狀況來論，勢必人物角色與故事情節有相互影響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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