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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水神與兒童形象的重疊 
 
水，是人類生命延續與否的重要關鍵，在中國古老的神話傳說中，和「洪

水」相關的故事所在多有。一方面帶走生命的水，一方面卻也孕育生命，這

種矛盾的現象，使得先民對於水產生曖昧的情感，對於捉摸不定的河流，產

生了許多想像，更在文化思維中「變形」出許許多多的形象。 

老子將道與水作了結合
1，《老子‧第八章》：「上善若水。水善利萬物

而不爭，處眾人之所惡，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

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不爭，故無尤。」
2《老子‧第三十二章》：「譬

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3水的至柔而能攻堅，合於道的「正言若反」

4，而「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5，「嬰兒」的狀態最能表現「道」

的狀態6
，所以《老子‧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不螫，

猛獸不據，攫鳥不摶。骨弱筋柔兒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精之至也。

終日號而不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益生曰祥。心使氣曰強。

物壯則老，謂之不道，不道早已。」
7並將「道」、「水」、「嬰兒」三者的

概念結合，提出《老子‧第十章》：「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

無疵乎？」
8《老子‧第二十章》：「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知未孩。」9

                                                 
1 葉舒憲認為，老子用水比喻道是著眼於倫理學而非宇宙論。水的滋潤萬物而不爭，甘於

處下處惡，和道的無為無不為相互吻合。從原型來看，水的創生生命，總往低處流而又蒸

發上騰，這樣的循環往復和《老子‧第四十一章》：「進道若退」、無為無不為的哲理十分相

近。另從水的循環往復，葉舒憲注意到太陽的循環運動與水的循環運動特徵在古時原始人

的神話中被聯繫起來的狀況。關於這一部份，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孫悟空或李哪吒同時有著

太陽崇拜與水神崇拜的結合形象。見葉舒憲著：《中國神話哲學》（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7 年 4月），頁 130-132。 
2 見老子著，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釋：《老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年 3月），頁 66。 
3 見老子著，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釋：《老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年 3月），頁 134。 
4 《老子‧第七十八章》，見老子著，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釋：《老子今註今譯》（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年 3月），頁 231。 
5 《老子‧第七十六章》，見老子著，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釋：《老子今註今譯》（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年 3月），頁 227。 
6 從人性和道德來論，道家認為應該復歸於人的原始本性。在道家認為，嬰兒是一種純潔

無暇的自然象徵，將他理想化是把人的本性視為本真之善來看待。見陳詠明著：《儒學與中

國宗教傳統》（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4 年 1月），頁 233。孟子的赤子之心說的也是

人本性善的概念。 
7 見老子著，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釋：《老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年 3月），頁 184。 
8 見老子著，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釋：《老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年 3月），頁 70。 
9 見老子著，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釋：《老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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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子‧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不

離，復歸於嬰兒」的看法。10因此「嬰兒」與「水」一樣，是「至柔」也是

「至堅」，也就是天地間的至「道」。而老子的道，凸顯的是形而上的玄妙，

到了莊子，道化入人的生命流程中，所以多論天人、至人、神人、聖人及真

人的修養境界。
11這樣一個轉變在道教或民間，可能就將「道」、「水」、

「嬰兒」（兒童）、「仙人」結合了起來，出現仙人形象中常見兒童外表的

狀態。
12王孝廉認為，水為萬物之母，所生成的萬物在時間的流動下終不免

消逝，而水卻因為沒有固定的形狀，所以能永遠存在、反復、回歸，成為「生

命之泉」的思想根據。故從洞穴泉湧的水是自然與人類的聖性交往，洞穴的

寂靜靜謐，是大地地靈所在，是大地之母的女陰，所以特定的洞窟、泉水、

聖井、河流被認為能夠治病、生子或得道成仙的聖物。
13所以，從這個角度

來看，無形的水產生有形的萬物，本身的生命力量和兒童形象也有了連結。 

看似柔弱多變卻潛在著極強的破壞性，水有時變成為凶猛無情的怪物，

有時卻是與奪生死、帶來豐收的神人，進而獲得先民的祭祀與崇拜，但是透

過祭祀，並未如願的將水患的困擾降至最低，河水氾濫的問題成為執政者是

否能獲得民心的重大關鍵，於是只要有人能夠阻止洪水的氾濫成災，都會成

為人民心目中「新生」的英雄，人民甚至為了感念英雄治水的勞苦功高，而

將其神格化、傳說化，其中大禹治水就是一個極為著名的例子。 

 
治水的渴望被直接帶進小說裡，轉變成一段段膾炙人口的故事情節，不

斷在小說裡重複出現，頗有爲了表現主角的神通廣大，必定要有制服水患的

能力才能成為英雄的味道。而受神話影響的《西遊記》及《封神演義》，以弭

平「水患」的故事結構作為基礎所衍生出的情節更是不在少數。拿孫悟空來

說，就有大鬧龍宮、降服眾水怪（包括牛魔王）等的情節，取經要人——唐

三藏更是一生遭逢多次水難。14《封神演義》裡的哪吒鬧海、楊戩大戰袁洪，

                                                                                                                                            
年 3月），頁 99。 
10 見老子著，王雲五主編，陳鼓應注釋：《老子今註今譯》（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0
年 3月），頁 122。徐復觀認為，人若能做到嬰兒赤子的生活狀態，是復歸於樸，即是向自

身所以生之德、所以生之性的回歸，所以嬰兒赤子是德實現於現實生活中的象徵與形容。

參見徐復觀著：《中國人性論史‧先秦篇》（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2000 年 9月），頁 345-346。 
11 王邦雄等編著：《中國哲學史》（台北：國立空中大學，2001 年 2月），頁 150。 
12 如《西遊記‧第一回》美猴王求長生不老之術，在斜月三星洞首先見到並未之引薦的就

是「物外長年客，山中永壽童」的仙童。（11）《西遊記‧第二十六回》出現了童顏歡悅的

壽星公（309）、貌似小童的東華大帝等等。（31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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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西遊記》的人物和情節涉及到「水」的部分出奇的多，其中取經主角唐三藏以五行的

關係來論，就屬「水」。在整個《西遊記》中，除了豬八戒和沙悟淨善水，水和唐三藏的關

係更是密不可分，另孫悟空雖然不善水戰，但他的大鬧龍宮、大戰鼉龍、牛魔王、萬聖龍

王、靈感大王、犀牛怪等等，也可見水與孫悟空的關係。唐三藏與水的相關研究可參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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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是離不開「水」意向的深層文化意涵。本章就從「水」這個角度，觀察孫

悟空和李哪吒到底與「水」有怎樣的關聯性，以及水對於兒童神敘事起著怎

樣的影響。以下就以治水的情節結構來看孫悟空與李哪吒，以及二者與二郎

神∕楊戩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二郎神大戰孫悟空——楊戩大戰袁洪 
 

歷來研究孫悟空猿猴形象的來源時，通常都注意到孫悟空與「水神」傳

說有很深的關係，像魯迅就認為孫悟空受「無支祁」的影響頗大。 15「無支

祁」的故事根本於《太平廣記》的〈李湯〉。根據《太平廣記》敘述，「無支

祁」是猴形淮渦水神，被大禹所制服。這個故事的原型是典型的英雄治水傳

說，在中國傳統民間相類似的故事頗多，特別是針對二郎神的研究，尋其根

源，都指向李冰治水故事這一起源。蕭兵認為，大禹鎖無支祁是跟二郎神鎖

蛟同型的次生態神話，表現的是英雄對水怪的制服。 16對李冰治水的故事記

載較早且較為詳細的如《太平御覽》卷八八二引《風俗通義》： 

 
秦昭王伐蜀，今李冰為守。江水有神，歲取童女二人為婦，主者自出

錢百萬以行聘。冰曰：「不須。吾自有女。到時裝飾其女，當以沉江。」

冰逕上神坐，舉酒酹曰：「今得傅九族，江君大神，當見尊顏，相為

進酒。」冰先投杯，但澹淡不耗，厲聲曰：「江君相輕，當相伐耳。」

拔劍，忽然不見。良久，有蒼牛鬥於岸。有頃，謂官屬令相助。曰：

「南向，要中正白，是我綬也。」還，復鬥。主簿刺殺其北面者。將

神死後，無復患。17

 
從這段記載可知，李冰在人民面前演了一齣戲，為了是要人民相信江神

已被制服。這裡的記錄出現了李冰變形化牛鬥江神的情節，江神的形象則是

一頭牛。根據研究，李冰後來和許多治水∕斬牛、斬蛟、斬彌猴水怪的英雄

如趙昱、許遜、楊摩、吳猛、鄧遐、程靈銑等傳說混淆，甚至李冰本身而下

                                                                                                                                            
靜二著：《西遊記人物研究》（台北：台灣學生書局，1984 年 8 月），頁 22-27、34-38、107。 
15 胡適則認為哈奴曼才是孫悟空形象的源頭，從此衍生出孫悟空是本國貨或是外國貨的爭
端。見胡適著：《中國章回小說考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年 9 月），頁 249-253。 
16 蕭兵認為從無支祁這隻被制服的水怪，到由山精演化而來的除害英雄孫悟空，探索二者

之間的遞嬗演化關係，可以看到神怪易位的軌跡，以及新生態、再生態的英雄神如何從多

元走向統整，並且深受外來（主要指印度神猴哈奴曼）影響的混合性藝術典型。蕭兵著：《太

陽英雄神話的奇蹟：靈智英雄篇》（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35-36、
50。 
17 李昉著，夏劍欽點校，《太平御覽‧第八八二卷‧神鬼部二‧神下》第八冊（石家莊：

河北教育出版社，1994 年），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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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的傳說後來也憑空出現一個兒子李二郎，還幾乎將伏水怪的神蹟全轉

移到李二郎身上。從李冰到楊戩的二郎神傳說，中間的分合關係十分複雜——

二郎神到底是誰？為何稱二郎？又如何從一大堆人物轉變成廣為人知的楊

戩？這又和無惡不作的太監楊戩有何關係？研究者不斷嘗試尋找一個較為合

理的解釋，但無論眾多研究者的結論為何，可以確定的是，從李冰而下，以

治水英雄為軸，不斷增加治水英雄的能力與神蹟，而江神則不出牛、猿、龍

三種形象，最後這一整個系列傳說受小說的影響，形成楊戩∕二郎神伏妖治

水這一狀態。 18以《封神演義》來論，職守「孟津」的袁洪被楊戩擒收。孟

津為古黃河津渡名，是周武王盟會諸侯並渡黃河的地點，《封神演義》八十八

回〈武王白魚躍龍舟〉說的就是這件史事，可見楊戩收袁洪與其說受《西遊

記》系列故事影響，還不如說根本就是治水故事的演化。袁洪為白猿，名字

與「遠洪」同，白猿作為水怪的形象如《太平廣記‧李湯》： 

 
時無風濤，驚浪翻湧，觀者大駭。鎖之末，見一獸，狀有如猿，白首

長鬐，雪牙金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狀若猿猴，但兩目不

能開，兀若昏昧，目鼻水流如泉，涎沫腥穢，人不可近。 19

從此文文後記拾得《古岳瀆經》八卷，裡頭記載了白猿水怪事，說明這一白

猿水怪便是為大禹所治的無支祁。蕭兵在提到治水鎖妖的方法時引入觀音化

老婦騙泗州水母（無支祁後身）吃麵條，麵條於肚內化鏈而擒水怪的情節
20，

這和《封神演義》中楊戩施展從女媧娘娘那借用的《山河社稷圖》，誘引袁

洪吃下紅桃，袁洪終因肚子沉重無法脫逃而被捕的情節相似。女媧助擒袁洪，

其實也明確標示與「治水」故事有關。女媧的神話本以「補天治水」為主： 

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裂，天不兼覆，地不周載，火爁炎而不滅，

水浩洋而不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老弱。於是女媧鍊五色石以補蒼

天，斷鼇足以立四極，殺黑龍以濟冀州，積蘆灰以止淫水。蒼天補，

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
21

                                                 
18 相關二郎神的傳說演變可參考江亞玉著：《二郎神傳說研究》（私立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

碩士論文，1987 年）、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 
19 李昉等編：《太平廣記‧卷第四百六十七‧水族四‧水怪》（北京：中華書局，2003 年），

頁 3845-3846。 
20 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120-121。 
21 劉文典編著：《淮南鴻烈集解》（北京：中華書局，1989 年），頁 206-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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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殺黑龍以濟冀州，積蘆灰以止淫水」，便是女媧「治水」的過程。女媧補

天治水神話和鯀、禹治水神話為同一原型，對中國人而言，由於儒家經典的

不斷寫入，「大禹治水」成了一件「原型」事件，「大禹」成了「原型人物」。

如此看來，女媧在楊戩收服袁洪的情節中出現並非偶然，實質上是治水神話

的痕跡。若以袁洪七怪作亂的故事中安插神荼鬱壘的情節來看，《西遊記》

則將門神傳說獨立依附於「魏徵斬龍」之下，其中大鬧皇宮的孽龍因「觀音」

的干涉而轉告陰曹，更可看出楊戩收袁洪與孫悟空的關係（觀音和女媧都治

過水）。此外，楊戩精通七十二變，又擅長以進入敵人肚子或假扮成女人的

方式制服精怪，陳炳良認為孫悟空是二郎神的對照，二郎神有梅山七聖，孫

悟空在《西遊記》第四回裡也稱自己和六個朋友為「七大聖」。
22因此，《西

遊記》裡二郎神大戰孫悟空的情節，和《封神演義》的楊戩收袁洪相對照，

孫悟空與水神故事可說是關係極為密切： 

小說文本 世德堂本《西遊記》 《封神演義》 

回數 第六、七回 第九十一～九十三回 

主要收妖者 楊二郎（昭惠二郎神） 楊戩（清源妙道真君） 

從旁協助收妖者

（較重要者） 

1. 梅山六兄弟（和二郎神合稱為「七

聖」）、細犬（哮天犬） 
2. 李靖、惠岸、哪吒（父子） 

 
 
哪吒 

被收之妖魔 孫悟空（猴怪）  袁洪（猿怪）及其同夥（合稱梅山七怪） 

收妖過程 
（變化鬥法） 

托塔天王李靖於空中使「照妖鏡」協助。

 
 
二郎神：變大→大海鶴→魚鷹兒→灰鶴→

原身（獵人形象） 
孫悟空：變大→大鶿老→魚→水蛇→花鴇

 
 
 
 
 
 
 

 
 
孫悟空眼見逃不出追擊，情急變座土地

廟，又被二郎神識破，二郎神還直嚷要拳

搗窗櫺，後踢門扇。孫悟空只好逃倒灌口

二郎廟，變成二郎樣。不料李靖照妖鏡早

照出孫悟空原形，指引二郎神回自家廟裡

捉拿。 

楊戩向師伯雲中子借照妖鑑，先將妖怪照出原

形，再予以變化收妖。 
 
1. 楊戩變蜈蚣剪斷常昊（大白蛇）  
2. 楊戩變金雞啄死吳龍（蜈蚣） 
3. 楊戩偽裝戰敗被吃，從妖怪肚裡作怪，讓

朱子真（豬精）跪伏周營，後遭斬首，掛

於轅門。 
4. 楊戩化猛虎克制楊顯（羊精），一刀砍為

兩段，割下羊頭。 
5. 楊戩祭出哮天犬咬住戴禮（狗怪），一刀

揮於馬下。 
6. 女媧娘娘助擒金大升（牛怪），楊戩將其

牽回周營，由南宮适斬首，姜子牙命將牛

首掛在旗竿上號令。 
7. 楊戩七十二變化大戰袁洪（大白猿）八九

功夫，二人變化無窮，相生相剋，盡使其

巧，不分上下。後袁洪變一怪石，楊戩變

一石匠上前錘鑽，袁洪見被識破，逃至梅

山，楊戩趕至，被千百小猢猴圍攻。 

協助收妖完成

之關鍵人 

1. 觀音菩薩 
2. 太上老君 

女媧 

被俘過程 孫悟空和二郎神陷入決鬥膠著，遭太上老

君金剛琢下墜襲擊，繼為細犬咬住腿肚，

扯了一跌，才被七聖按住，用繩索綑綁，

勾刀穿琵琶骨，再不能變化。 

女媧借楊戩《山河社稷圖》，楊戩以此圖化成

一座高山、一棵結桃的桃樹，誘袁洪吃下仙

桃。趁袁洪食桃後腰身下墜無法起身，楊戩一

把抓住袁洪頭皮，用縛妖索捆住。（詩曰：「任

                                                 
22 陳炳良著：〈中國的水神傳說和西遊記〉，《國語日報》副刊〈書和人〉第 177期，1971
年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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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悟空偷吃仙桃，大鬧西王母蟠桃園。

→第五回 
你精靈骨已穿。」） 

斬妖過程遇挫 玉帝命天兵壓孫悟空至斬妖台，綁在斬妖

柱上，刀砍斧剁、槍刺劍剜，都傷不了身。

火部眾神放火煨燒，雷部眾神雷屑釘打，

亦不能損一毫。  
＊斬不斷的猴頭  

姜子牙命將白猿斬首，楊戩將白猿一刀，猴頭

落地，猴頸長出一朵白蓮，開闔間，又是一個

猴頭。 

斬妖結果 放入老君八卦爐以文武火鍛鍊，又讓孫悟

空煉得火眼金睛，趁虛逃出丹爐，大亂天

宮，最後才被佛祖壓在五行山下。（遭鎮

壓未死） 

姜子牙取出紅葫蘆，用陸壓傳授的飛刀斬去猴

頭。（死） 

其他相關情節 尉遲公、秦叔寶為唐太宗守門→第十回

（門神故事） 
＊發生於擒壓孫悟空故事之外 

袁洪出現於第八十七回，姜子牙和袁洪交戰的

過程中曾收桃精千里眼高明、柳鬼順風耳高覺

（文中又稱神荼鬱壘）→第九十、九十一回（門

神故事） 
＊發生於擒斬梅山七怪故事之內  

備註 英雄神收伏水怪→大禹收無支祁→李冰

治水→李冰、李二郎父子治水→二郎神收

水怪→二郎神收孫悟空 

＊ 袁洪→原始洪水  
＊ 袁洪（白猿）有八九功夫，「銀盔

素鎧甲，纓絡大紅凝」，「橫擔邠鐵

棍，白馬似神行」，「成功古洞中」，

「曾受陰陽訣，又得天地靈。善能

多變化，玄妙似人形」。（906、946）
＊ 孟津又為水域要道 
＊ 楊戩收袁洪（及梅山六怪）→楊戩

收水怪→英雄神收伏水怪 

 
從以上的圖表可知，不論是楊二郎或是楊戩，他所面對的怪物都是以猴

形為外表的反叛力量，而這個反叛力量都與「水」有著些許的關連，或者是

曾經壓制過水神而取得水的力量（如孫悟空取得鎮海神針金箍棒）；或者鎮守

水路要道（如袁洪為古黃河津渡要道——孟津的守將）。此二反叛勢力在對抗

的拉鋸戰中不斷如水一般形變，最終都敗在以治水有名或與水形象有關的仙

神（女媧、觀音、太上老君、哪吒）協助下，而情節中循環式的變形鬥法與

斬不斷的猴頭，一定的藝術幻想便是基植於水的循環反覆（雨水→河流→海

→蒸氣→雲→雨水）與源源不絕，無法斷絕於利器（抽刀斷水水更流）的想

像上。 

 
第二節、二郎神大戰孫悟空——孫悟空大戰牛魔王 
 
孫悟空大戰牛魔王是《西遊記》一書中另一個十分精采的情節，但細究

整個大戰的過程，孫悟空與牛魔王的戰爭是先前二郎神大戰孫悟空的翻版，

只不過孫悟空由被收服的對象變成了收服者。
23其實，孫悟空在大戰牛魔王

之前早已和龍王過過招，並從龍王那得到了金箍棒和一身的鎧甲。從大鬧龍

宮到被二郎神制服，「治水」情節一再重現，後來為了熄滅火焰山的火，又和

拜把的兄弟——牛魔王起了衝突： 

                                                 
23  早在元人撰的《二郎神醉射鎖魔鏡》雜劇中，就已經出現二郎神趙昱與哪吒喝酒，於酒

醉之餘誤射鎖魔鏡，放走了九首牛魔羅王和金睛百眼鬼，在天帝的要求下和哪吒一同捉拿

二怪的故事。見朱一玄、劉毓忱編：《西遊記資料彙編》（天津：開南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2月），頁 8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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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神的敘事——以孫悟空與李哪吒為主的考察 

 

他三個舍死忘生，又鬬有百十餘合。八戒發起獃性，仗著行者神通，

舉鈀亂築。牛王遮架不住，敗陣回頭，就奔洞門。卻被土地、陰兵攔

住洞門，喝道：「大力王，那裏走！吾等在此！」那老牛不得進洞，

急抽身，又見八戒、行者趕來，慌得卸了盔甲，丟了鐵棍，搖身一變，

變做一隻天鵝，望空飛走。行者看見，笑道：「八戒！老牛去了。」

那獃子漠然不知，土地亦不能曉，一個個東張西覷，只在積雷山前後

亂找。行者指道：「那空中飛的不是？」八戒道：「那是一隻天鵝。」

行者道：「正是老牛變的。」土地道：「既如此，卻怎好麼？」行者

道：「你兩個打進此門，把群妖盡情勦除，拆了他的窩巢，絕了他的

歸路，等老孫與他賭變化去。」那八戒與土地，依言攻破洞門不題。

這大聖收了金箍棒，捻訣念咒，搖身一變，變作一個海東青，颼的一

翅，鑽在雲眼裏，倒飛下來，落在天鵝身上，抱住頸項嗛眼。那牛王

也知是孫行者變化，急忙抖抖翅，變作一隻黃鷹，返來嗛海東青。行

者又變作一個烏鳳，專一趕黃鷹。牛王識得，又變作一隻白鶴，長唳

一聲，向南飛去。行者立定，抖抖翎毛，又變作一隻丹鳳，高鳴一聲。

那白鶴見鳳是鳥王，諸禽不敢妄動，刷的一翅，淬下山崖，將身一變，

變作一隻香獐，乜乜些些，在崖前喫草。行者認得，也就落下翅來，

變作一隻餓虎，剪尾跑蹄，要來趕獐作食。魔王慌了手腳，又變作一

隻金錢花斑的大豹，要傷餓虎。行者見了，迎著風，把頭一幌，又變

作一隻金眼狻猊，聲如霹靂，鐵額銅頭，復轉身要食大豹。牛王著了

急，又變作一個人熊，放開腳，就來擒那狻猊。行者打個滾，就變作

一隻賴象，鼻似長蛇，牙如竹筍，撒開鼻子，要去捲那人熊。牛王嘻

嘻的笑了一笑，現出原身，——一隻大白牛。頭如峻嶺，眼若閃光，

兩隻角，似兩座鐵塔，牙排利刃。連頭至尾，有千餘丈長短；自蹄至

背，有八百丈高下。——對行者高叫道：「潑猢猻！你如今將奈我何？」

行者也就現了原身，抽出金箍棒來，把腰一躬，喝聲叫「長！」長得

身高萬丈，頭如泰山，眼如日月，口似血池，牙似門扇，手執一條鐵

棒，著頭就打。那牛王硬著頭，使角來觸。這一場，真個是撼嶺搖山，

驚天動地！（742-743） 

這一段變身大戰和之前的二郎神活抓孫悟空十分相似，只是加入了土地和豬

八戒，增加了鬥法熱鬧外的一小段諧趣。以下將其情節與第六、七回二郎神

大戰孫悟空作一個整理比較： 

小說文本 世德堂本《西遊記》 

回數 第六、七回 第六十一回 

主要收妖者 楊二郎（昭惠二郎神） 孫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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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旁協助收妖者

（較重要者） 

1. 梅山六兄弟（和二郎神合稱為「七

聖」）、細犬（哮天犬） 
2. 李靖、惠岸、哪吒（父子） 

1. 豬八戒 
2. 土地 
 

被收之妖魔 孫悟空 牛魔王 

收妖過程 
（變化鬥法） 

梅山六兄弟破水濂洞洞門 
 

孫悟空：變大→大鶿老→魚

→水蛇→花鴇 
 
二郎神：變大→大海鶴→魚

鷹兒→灰鶴→原身（獵人形象）

 

豬八戒和土地攻破洞門 
 
牛魔王：天鵝→黃鷹→白鶴→香獐→大豹→人

熊→原身（大白牛） 
孫悟空：海東青→烏鳳→丹鳳→餓虎→狻猊→

賴象→原身 
＊不同於二郎神收孫悟空的變化鬥法，孫悟空

只有一直逃的狀態，在牛魔王大戰孫悟空時的

變化，雙方採的是一物剋一物的變化鬥法方

式。 

協助收妖完成

之關鍵人物 

1. 觀音菩薩 
2. 太上老君 

托塔天王、哪吒  
＊不同於二郎神收孫悟空時，李靖父子只是從

旁協助收妖者 

被俘過程 

 

孫悟空和二郎神陷入決鬥膠著，遭太上老

君金剛琢下墜襲擊，繼為細犬咬住腿肚，

扯了一跌，才被七聖按住，用繩索綑綁，

勾刀穿琵琶骨，再不能變化。 
玉帝命天兵壓孫悟空至斬妖台，綁在斬妖

柱上，刀砍斧剁、槍刺劍剜，都傷不了身。

火部眾神放火煨燒，雷部眾神雷屑釘打，

亦不能損一毫。  
＊二郎神大戰孫悟空前，先請托塔天王父

子於空中將照妖鏡照下 

哪吒變成三頭六臂，飛跳在牛魔王身上，使斬

妖劍斬下牛頭。牛王腔子裡長出一個頭來，哪

吒再砍，持續連長連砍十數回。最後哪吒取出

火輪掛於牛角上，以真火焰烘，逼得牛魔王張

狂哮吼，打算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照妖鏡

照出本像，不得騰挪。 

斬妖結果 

 
 

放入老君八卦爐以文武火鍛鍊，又讓孫悟

空煉得火眼金睛，趁虛逃出丹爐，大亂天

宮，最後才被佛祖壓在五行山下。（遭鎮

壓未死） 

牛魔王求饒，自願歸順佛家，哪吒乃跨坐在牛

魔王頸項上，以縛妖索穿過鼻頭牽拉，於熄滅

火焰山之火後，牽牛徑歸佛地回繳。 

備註 英雄神收伏水怪→大禹收無支祁→李冰

治水→李冰、李二郎父子治水→二郎神收

水怪→二郎神收孫悟空 
 
 

＊ 牛魔王騎辟水金睛獸入亂石山碧

波潭，赴朋友蛟精、龍精的會。→

水怪性質（729-730） 
＊ 牛魔王也有七十二變。（736）牛王

本是心猿變。（740）→孫悟空即為
牛魔王 

＊ 鐵扇公主的芭蕉扇「為水意」，能

將「焰火消除成既濟」。（741）→
水怪性質 

＊ 孫悟空大戰牛魔王（李哪吒收伏牛

魔王）→英雄神收伏水怪 
＊ 孫悟空、牛魔王作為反抗者的一方時，都為佛家鎮壓收伏。 

在這一回中，敘述者一再暗示孫悟空和牛魔王的關係——「好魔王，他

也有七十二變，武藝也與大聖一般」（736）、「牛王本是心猿變」（740）。

也就是說，孫悟空是牛魔王，牛魔王就是孫悟空，和之前的二郎神收服孫悟

空的情節一對應，這一回裡的孫悟空替代了之前二郎神的角色，而原先二郎

神大戰孫悟空裡的孫悟空，則由牛魔王替代。
24從李冰化牛大戰牛形江神這

                                                 
24 牛為「水神」或「水怪」，主要是因為牠的兩棲性引起初民的疑懼與驚訝。而牛又是最

重要的家畜之一，不但肉可食乳可飲，本身又可馱物、拉車、犁田、騎乘等等，和人民生

活緊密結合，並成為祭神的貢獻和圖騰動物的崇拜對象。當牛發起野性傷害人畜，或遭洪

水席捲而在波濤中載浮載沉，都很容易被誤當成發動水患的水怪或水神。參見蕭兵著：《太

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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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角度來說，孫悟空就是牛魔王，牛魔王就是孫悟空，孫悟空大戰牛魔王更

為貼近李冰治水的故事。（其實早在二郎神大戰孫悟空時就有了伏筆，當時

孫悟空為躲避二郎神，變成二郎神的樣子躲進灌口的廟中）那麼，從大禹擒

治無支祁、李冰治水傳說一系列的故事演變而下，治水英雄大禹、李冰變成

了二郎神，江神由猴怪、蛟龍、牛怪相互轉變，便在《西遊記》裡呈現出美

猴王大鬧龍宮、二郎神力擒孫悟空，乃至孫悟空大戰牛魔王的情節。不過美

猴王大鬧龍宮的情節被放在《西遊記》最前頭，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安排，畢

竟孫悟空取得鎮水的神珍鐵（得到治水的能力，能控制大自然），代表「人」

對水患的「克服」想望，卻又在後來的情節裡如同西方神話傳說裡的英雄，

因為過於膨脹自我而變成被天庭所懼怕的「洪水猛獸」，終被天神∕二郎神

懲罰（擒拿）。如果將角度放在孫悟空大戰牛魔王是為了取得芭蕉扇以滅火

焰山的天火，那麼芭蕉扇人格化的鐵扇公主，是「陰」和「水」的象徵（鐵

∕金又生水），孫悟空制服水怪牛魔王，用芭蕉扇滅天火，便是人民英雄神

利用「水」來克制炎熱，以風雨來制服乾旱的形象，反映的是人民改善環境

（治水、治旱）、控制氣候、戰勝自然的想望。
25

第三節、二郎神大戰孫悟空——哪吒大戰諸精怪 

在第三章第二節討論哪吒降生時提到，「哪吒鬧海」的情節是整本書中

最為人所注意的情節。哪吒誤殺龍太子，制服老龍王，雖然一切都籠罩於「天

命在殺」的前提下進行，也某種程度透過故事反映出人民對於控制水患的渴

望。經由江神蛟龍→猿猴→牛怪的轉變
26，筆者這裡強調在楊戩擒梅山七怪

的過程中，李哪吒這個角色的加入。從治水主題來說，孫悟空與二郎神的角

色互換，形成另一個精彩情節，哪吒鬧海其實也是相同的型態。中野美代子

比對了《西遊記》、《封神演義》兩文本之後，認為：
27

如若《西遊記》形成在先，那麼就是《封神演義》將哪吒太子→孫悟

空這一重複的主題類型統一到一起、使二者的內容相互滲透了。反

                                                 
25 參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年 7月），頁 218。 
26 蕭兵對於牛、猿、龍三種在外型上毫無相關的動物之所以在水怪這一點上能相互轉換，

提出一個有趣的看法。蕭兵認為「夔」這個字本義為牛，但也有義為「母猴」，像《國語‧

周語》韋昭注：「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繰，人面猴身，能言。」袁珂也明白的說古夔兼具牛

猴二形。另外《說文》卷五提到：「夔⋯⋯如龍，一足。」所以從牛到龍，經過一個合理化

的「身子拉長」過程。參見氏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

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11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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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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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若《封神演義》形成在先，那麼則是《西遊記》將孫悟空「大

鬧天宮」故事的主題從《封神演義》模仿過來，並使之雙重化了。 

跳脫成書先後的探究，只就主題來看，哪吒鬧海和孫悟空大鬧龍宮應該源自

同一個主題。之前也曾就相同主題而將孫悟空與李哪吒從形象上做過對照，

這裡再度提出，主要是藉由這樣的形象重疊可推出，孫悟空和二郎神若能相

互轉換，透過孫悟空和李哪吒的相通，那麼李哪吒和二郎神必然產生相通的

關係。
28也就是說，在《西遊記》裡的哪吒，若跳脫「父權∕天道」的角色，

從治水的故事來看，李哪吒大戰美猴王未嘗不是以治水故事為主要結構所創

生出來的情節，只是在這一個情節中，治水擒妖的英雄並沒有完成任務。
29

這裡的失敗主要是因為整個故事的主角放在孫悟空身上，藉由李哪吒的失敗

才能凸顯孫悟空的能力，而後安排二郎神的橋段則是考量整個故事的後續開

展，其實這樣的安排並非憑空想像，以治水故事來說，鯀的治水失敗便是起

著烘托禹治水成功的作用，有著在策略上與智慧上更上一層的特殊意義，以

達到更高的藝術效果。 

    《封神演義》第九十二回楊戩哪吒收七怪，從回目就可知收七怪的情節

雖然是以楊戩為主，哪吒也參與了這一次的收妖行動。楊戩用彈弓射常昊、

放哮天犬對付狗精，形象上除了原先道士的裝扮外，還多了一個獵人的樣態。

而哪吒的參與在這一回中只能算是點綴，卻在敘述中加入了以兒童形象制服

水怪的英雄造型。以《西遊記》來說，哪吒與二郎神大戰孫悟空也呈現了一

個兒童、一個獵人的形象，哪吒雖然丫丫叉叉變成三頭六臂，但他三太子的

兒童形象穩定，而二郎神以彈弓攻擊孫悟空變成的花鴇，後來還放細犬咬住

孫悟空的腿，根本和《封神演義》的楊戩大戰梅山七怪時如出一轍。再看孫

悟空大戰牛魔王： 

正在倉惶之際，又聞得行者率眾趕來，他就駕雲頭，望上便走。卻好

有托塔李天王並哪吒太子，領魚肚藥叉、巨靈神將，幔住空中，叫道：

「慢來！慢來！吾奉玉帝旨意，特來此勦除你也！」牛王急了，依前

搖身一變，還變做一隻大白牛，使兩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來砍。

                                                 
28 前註也提過在元人撰的《二郎神醉射鎖魔鏡》雜劇中，二郎神趙昱與哪吒共收九首牛魔
羅王和金睛百眼鬼的故事。在這一齣戲中，趙昱與哪吒以兄弟相稱，二者的關係被緊密的

連結在一起，這讓人不禁想起孫悟空與牛魔王也藉拜把的關係來暗示凸顯二者的關聯。 
29 徐信義研究《二郎神醉射鎖魔鏡》的刊本與抄本的不同時發現，刊本中二郎神趙昱對於

自己所闖下的禍，第一個反應是像小孩一樣打算先逃為妙，抄本的趙昱則立即與哪吒一起

承擔罪過，共謀彌補禍事的方法。見徐信義著：〈論《鎖魔鏡》與《哪吒三變》雜劇〉，國

立中山大學清代學術研究中心暨新營太子宮管理委員會主編：《第一屆哪吒學術研討會論文

集》（高雄：國立中山大學文學院清代學術研究中心，2003年 3 月），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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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孫行者又到。哪吒太子厲聲高叫：「大聖，衣甲在身，不能為禮。

愚父子昨日見佛如來，發檄奏聞玉帝，言唐僧路阻火燄山，孫大聖難

伏牛魔王，玉帝傳旨，特差我父王領眾助力。」行者道：「這廝神通

不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卻怎奈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

我擒他。」這太子即喝一聲：「變！」變得三頭六臂，飛身跳在牛王

背上，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不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收刀，卻

纔與行者相見。那牛王腔子裡又鑽出一個頭來，口吐黑氣，眼放金光。

被哪吒又砍一劍，頭落處，又鑽出一個頭來。一連砍了十數劍，隨即

長出十數個頭。哪吒取出火輪兒掛在那老牛的角上，便吹真火，燄燄

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搖頭擺尾。纔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

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騰挪不動，無計逃生，只叫「莫傷我命！情願

歸順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來！」牛王道：「扇

子在我山妻處收著哩。」哪吒見說，將縛妖索子解下，跨在他那頸項

上，一把拿住鼻頭，將索穿在鼻孔裏，用手牽來。孫行者卻會聚了四

大金剛、六丁六甲、護教伽藍、托塔天王、巨靈神將并八戒、土地、

陰兵，簇擁著白牛，回至芭蕉洞口，⋯⋯。（745-746） 

在眾仙佛的幫忙下，騰挪變化的牛魔王被孫悟空、李哪吒、托塔天王前後夾

殺。哪吒的斬仙劍每砍一次牛頭，緊接著就又長出新的頭來，哪吒只好以真

火烘燒，加上托塔天王的照妖鏡定住本象，牛魔王才被降服，以伏妖鎖鎖住。

這些情節除了前後細節的小更動外，基本上和二郎神擒孫悟空、楊戩制服袁

洪相同。
30所以這裡的哪吒三太子等同於二郎神∕楊戩，利用照妖鏡定妖原

形，以變化之法收妖，縛以縛妖鎖，並執行天律斬妖。 

第四節、二郎神形象的消解與轉變 

從前面的討論可知，不論是《西遊記》或是《封神演義》，孫悟空與李

哪吒的角色都受英雄治水傳說的影響。以更確定的角色形象來論，兩者的形

象塑造都從二郎神身上承接不少，而二郎神或是楊戩雖然同時出現在小說之

中，但他們的神性和形象則出現了轉移。 

整部《西遊記》裡，二郎神是唯一道教神仙中能夠收拿孫悟空的人物。

從治水主題而下，孫悟空在故事的中後期一直取代二郎神的位置，以「治水

英雄」的身分與故事結構不斷衍生出許多磨難情節。而《封神演義》因為所

                                                 
30 金文京在〈關羽之子與孫悟空——明成化本說唱詞話『花關索傳』的神話意義〉一文中，

粗略的透過劍神、小童、水神的形象，論述哪吒、二郎神與孫悟空形象的相似性。見《中

外文學》第十五卷第四期，1986 年 9月，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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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說的歷史背景無法安插孫悟空這一角色，但透過楊戩在七十二變化與變女

人、鑽肚子的降妖手法以及幾個相類似的故事情節安排，根本就是另一個改

頭換面，人模人樣的「孫悟空」。如果以治水故事作為母題，二郎神之於孫

悟空，很明顯的應該是孫悟空的形象與神性受到二郎神的影響，《西遊記》

的作者以二郎神作為藍本，將二郎神的力量「轉移」到孫悟空身上。一般研

究《西遊記》作者是否為吳承恩這個問題時，都以吳承恩的《二郎搜山圖歌》

作為一個有力的證據： 

李在唯聞畫山水，不謂兼能貌神鬼。筆端變化真駭人，意態如生狀奇

詭。少年都美清源公，指揮部從揚靈風，星飛電掣各奉命，搜羅要使

山林空。名鷹搏拿犬騰嚙，大劍長刀瑩霜雪。猴老難延欲斷魂，狐娘

空灑嬌啼血。江翻海攪走六丁，紛紛水怪無留蹤，青鋒一下斷狂虺，

金鎖交纏擒毒龍。神兵獵嬌猶獵獸，探穴搗巢無逸寇，平生氣焰安在

哉，牙爪雖存敢馳驟。我聞古聖開鴻濛，命官絕地天之通。軒轅鑄鏡

禹鑄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後來群魔出孔竅，白晝搏人繁聚嘯，終南

進士老鍾馗，空向宮闈啗虛耗。民災翻出衣冠中，不為猿鶴為沙蟲。

坐觀宋室用五鬼，不見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臨風三嘆

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力。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豈謂

無英雄？誰能為我致麟鳳，長令萬年保合清寧功。
31

這首《二郎搜山圖歌》，從詩的內容可以看出，吳承恩對於二郎神的傳說十

分熟悉，也提到二郎神擒毒龍（治水）的故事。依據詩中所提及的內容來和

《西遊記》裡不斷重複運用治水故事作為情節的基調來看，難怪認定吳承恩

是《西遊記》寫定者的研究者十分重視這首詩。問題是，倘若吳承恩真是《西

遊記》的寫定者，二郎神也是吳承恩心目中最重要且能寄託自己內心的仙道

人物，為何《西遊記》裡二郎神不如觀音來得活躍？二郎神在眾神的協助下

能擒拿孫悟空，孫悟空也對二郎神頗為尊敬，照理孫悟空在西天取經路上遇

到大麻煩，應該常找二郎神幫忙才是。熟悉《西遊記》的讀者都知道，在大

部分的磨難中，孫悟空往往並非直接成為磨難的解決者，更多的情況是他同

唐僧一起成為磨難的遭遇者，可以說是唐僧正面接觸外來侵犯的先鋒，甚至

變成請求天上仙佛以「天道」之力降妖伏魔的「中間橋樑」。 

這樣看來，神通廣大的二郎神，安排他幫助孫悟空並不會降低孫悟空的

神通光芒，這比那些曾經敗在孫悟空手下，後來又能用各式法寶降服孫悟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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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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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不能降服的妖魔的神仙來說，應該更為合適，那麼為何二郎神在《西遊記》

裡出場不多，甚至是一個比如來佛祖還神秘的神祇？這個問題除了作者在降

妖安排上常以相生相剋的道理作情節安排外，並不能因「整部《西遊記》是

以孫悟空為主角，而二郎神只是眾多配角之一，所以當然不明顯」來帶過，

因為在《西遊記》的配角中，神力高過孫悟空的就有如來和觀音，而這兩個

角色的形象和性格凸顯（甚至做了詼諧的扭曲），二郎神若是作者重視的神

祇，他大可在《西遊記》裡扮演重要的第三神，而不是被取笑過頭的太上老

君或玉帝。從這一問題的角度而下，答案應該是《西遊記》作者將二郎神這

一個形象的某些特性轉移到孫悟空身上，使得二郎神的神力因過分重出而喪

失意義，也就無須太著墨在二郎神身上——畢竟以小說角色的塑造來說，太

相近特色的人物，若不是刻意用來做對比，便會分散角色的被注意力，使得

主角性格特色趨於模糊而遭忽視。這樣，就算吳承恩並非《西遊記》的寫定

者，且真正的寫定者不像吳承恩一樣對二郎神情有獨鍾，也對整個《西遊記》

的完成不會產生矛盾，因為實際上《西遊記》裡不斷使用治水故事作為情節

基調，許多《西遊記》為人津津樂道的橋段幾乎也都出於治水這一母題，甚

至在情節裡作者也安排了孫悟空變成二郎神的橋段。 

那麼，同樣在《西遊記》中，哪吒這一個角色是一個天道的執法者，當

孫悟空代理天道執行大任時，哪吒便成了輔助天道執行的角色。透過前面論

證二郎神與孫悟空、哪吒在形象與情節上的重疊，哪吒不約而同地出現在二

郎神抓拿孫悟空∕孫悟空大戰牛魔王∕楊戩生擒袁洪等情節中，且外於佛教

經典而衍生出轟轟烈烈的「鬧海」出身，足見哪吒的形象與神性和治水英雄

有所關聯，並因「治水」的緣故而多少受到二郎神的影響。這個部份在寶蓮

燈系列故事中更可清楚的看到一些端倪：李冰治水故事從老者李冰到李冰之

子、英雄少年楊二郎，治水英雄不斷的年輕化，終至連哪吒這般幼兒形象的

人物也能治水，從整個治水故事的轉變上來看，當時赫赫有名的治水故事，

部分嫁接到新的兒童英雄身上，並使兒童英雄受到注視（尤其是哪吒鬧海），

而這些轉移的過渡與痕跡全都保留在《西遊記》與《封神演義》中。 

康保成認為二郎神信仰與戲神信仰同以「求子」為基本宗旨，從二郎神

外型和送子張仙相似
32；二郎金盔、三尖兩刃刀的「山形」樣態和彈弓均象

徵男性生殖器官；「沉香太子」和二郎神別名「金花太子」與生殖崇拜有關；

「梅山七怪」則來源於上古高禖神等等，證出無鬚貌美的男性或幼童可說是

二郎神的原型，二郎神是兒童保護神，二郎神信仰是男根崇拜與生殖崇拜。

                                                 
32 馮夢龍的《醒世恆言‧勘皮靴單證二郎神》裡提到偷腥的二郎神模樣也是「手執一張彈

弓，又像張仙送子。」見馮夢龍著：《醒世恆言》（台北：三民書局，1989 年 1 月），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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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二郎神與張仙的形象相似，民間有送子張仙即是

二郎神的說法。張仙信仰最早起於五代，宋以後逐漸遍及全國，《歷代神仙

通鑒》裡還記載了宋仁宗五十多歲未得子，夜夢張仙的故事。張仙的形象以

雕塑的方式呈現較少，多為畫像。
34畫像正中央是一個身穿繡袍的美男子，

手執金弓銀彈，彎弓欲射雲端的天狗，圍繞在張仙身旁的是五個小男孩，男

孩手上有的拿三尖兩刃刀，有的拿笙、繡球、桃、雙魚吉祥吊飾，甚至還有

類似乾坤圈的圓形物等等。
35那麼，身為兒童保護者的二郎神，說他是「兒

童神」並不為過。 

順此，二郎神、孫悟空、李哪吒除了因治水神話而有所關聯，更在「兒

童神」這一個造像上有所聯繫。二郎神的傳說自從《西遊記》、《封神演義》

以後仍不斷發展，像「沉香太子劈山救母」、「寶蓮燈」等等系列作品皆是。
36不過，劈山救母的二郎神（在《西遊記》裡還是如此），故事演變到了後

期，二郎神卻成了沉香太子的舅舅，十足一個以維持天道運行為要的「反派」。
37將這樣的演變對照二郎神大戰孫悟空、哪吒大戰孫悟空、孫悟空李哪吒大

戰牛魔王、楊戩哪吒收袁洪與梅山七怪等情節，都可看出角色轉換的狀態。

也就是說，沉香故事裡的二郎神變化（由劈山救母的角色變成阻止主角的反

派），像《西遊記》裡那樣，原先是令人頭疼，終被收服的孫悟空，事後變

成天道代行者，繼續收服另一個頭疼角色（如牛魔王。《封神演義》裡的哪

吒也是如此，更不用說本來就是以天道執行先鋒為設定主軸的《西遊記》裡

的哪吒）。
38

另外，從李冰、二郎治水傳說的演變來看，治水英雄從李冰變成李二郎

（或者許遜代替吳猛），這樣的轉變，蕭兵認為是青年英雄神的嬗襲性：即

                                                 
33 對照著《醒世恆言‧勘皮靴單證二郎神》的故事來看，性侍韓夫人的二郎神，雖為人所

喬裝，但其以二郎神形象而被道士打落的皮靴成了偷情證物，也是民間對於二郎神性崇拜

的文學化的例證。金文京在〈關羽之子與孫悟空——明成化本說唱詞話『花關索傳』的神

話意義〉一文中也提到：「錢希言的『獪園』中，二郎神與花關索同被收在『淫祠』一項」，

見《中外文學》第十五卷第四期，1986 年 9月，頁 22。 
34 張仙送子圖可參見金文男著：《民俗文化趣談：壽誕》（香港：萬里書店，2004 年 5 月），
頁 37-39。 
35 康保成著：〈二郎神信仰及其周邊考察〉，《文藝研究》1999 年 01期，頁 58-68。 
36 袁珂注意到元時雜劇就有《沉香太子劈華山》的名目，認為說不定沉香太子的傳說還影

響二郎神劈山救母的傳說。見袁珂著：《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年），

頁 328 
37 相關研究可見康保成著：〈二郎神信仰及其周邊考察〉，《文藝研究》1999 年 01期，頁
58-68。。 
38 蕭兵從化身鬥法這個角度將二郎神（射手）∕孫悟空（無支祁，水怪）、孫悟空（英雄）

∕牛魔王（水怪）、二郎神∕袁洪等、沉香（英雄）∕二郎神（水神）歸為同源同型的英雄

故事。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射手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年 7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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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年神代替老年神應運而起，是「新王」與「舊神」的交替繼位。由於中國

傳統重視孝道倫理，所以對於子殺父以自立的事只能以淡化的方式保存。39

然而，孫悟空、李哪吒，甚至是沉香太子雖然和二郎神無父子血緣關係，但

在治水形象上卻有少年神變成兒童神的年輕化狀態。 

這樣的結果說明了，原先受二郎神治水傳說影響的《西遊記》和《封神

演義》，後來以其極為龐大的閱讀群眾改變了大家對於二郎神的注意。二郎

神雖然在民間傳說中仍是一個十分具有神威的仙者，但民眾卻將注意力放在

以此故事為基調所另外衍生出的「兒童」角色。（如孫悟空、李哪吒，甚至

是沉香身上）就連現今對於孫悟空、李哪吒以及二郎神傳說（包括寶蓮燈、

沉香太子故事）的認知，二郎神故事被注意的程度遠遠不如「孫悟空大鬧天

宮」、「孫悟空大戰牛魔王」、「哪吒鬧海」來得有名。可見二郎神的兒童

神形象，乃至治水形象，不若獵人形象、天道執行者形象穩固，之前為人熟

知的治水事蹟因嬗襲的緣故，已由更為民間所熟悉的孫悟空、李哪吒取代，

成為更廣為人知的新兒童神，尤其是在《西遊記》中，二郎神是道教神系統

中外於玉帝統治的力量，卻也是唯一能一舉擒服孫悟空者，但他的神通廣大

卻不如如來五指山被彰顯。 

從形象相似，情節主題相類來說，《西遊記》故事構成有其情節反覆對

稱的現象，這在中野美代子的研究中已詳細論述。中野美代子認為，《西遊記》

西方取經故事以第五十五回為中心軸，但她認為的對稱照應並非以「治水怪」

的角度切入，如第五十至五十二回獨角兕大王和第五十九至六十一回牛魔王

故事相照應，是因為獨角兕大王本為太上老君的青牛，而牛魔王是大白牛；

至於第四十至四十二回紅孩兒故事和第六十八至七十一回賽太歲紫金鈴故事

相照應，則是因為二人都以噴煙吐火的方式困擾孫悟空。
40董小英認為，一

個作家如果把自己的創作變成一種模式，應該算是作家的悲哀，因為他不斷

的重複抄襲自己，在寫作藝術上無法突破。在敘述頻率使用的方面，中國作

家重複的頻率非常高，故事的雷同成為敘事的敗筆，但奇怪的是，中國的讀

者對這樣的情況卻非常習慣，反而讀得津津有味。其中，敘述頻率重複性最

高的要算是《西遊記》，九九八十一難，重複了八十一次，且命題的折射不

多。
41

                                                 
39 參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年 7月），頁 129-121。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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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585-596。雖然中野美代子所論及的主題對稱照應情況，和本文所關注的部分不

同，但從中野美代子的說法中也可論證《西遊記》故事構成有其重複的主題元素。 
41 參見董小英著：《敘述學》（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年 6月），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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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勒（J.H.Miller）提出，小說是由重複套重複或重複連重複組成的復合

體，強調的是不同重複之間的相互作用，意義則懸置在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

中。在一部小說裡，重複的部分幫助組成作品的內部結構，甚至決定文本與

其外部因素的多重關係，這些外部的因素包括了作者的思想、生活經歷、歷

史或社會現實，以及來自神話和傳奇的模式等等
42，所以從文字細節，藉由

重複與互文，可以了解所要表現或強調的意義為何。透過米勒的角度來看，

《西遊記》的磨難重複，董小英所認為的八十一難屬於《西遊記》最大的敘

事敗筆，反倒變成解讀上的歧議了。九九八十一難的形式重複，問題並非出

自於作者功力的限制，反而是作者以一種不斷的重複造成閱讀者對於連綿不

絕的多次敘述產生循環不已的感觸，以達到閱讀者體會佛教所闡釋的人生，

是不斷輪迴反覆的苦境。尤其是西遊過程不斷透過劫難故事的被敘述，使讀

者產生模糊甚至脫離年赴一年的時間觀念，強化了八十一劫難冗長與困頓的

情緒，導致循環因果必須超脫地強烈回應。而角色的基底反覆，形象相類，

並以相似的主題不斷延伸故事，只在細節的部份做些微的變動，剛好使人產

生幾經輪迴，縱然身分角色地位有所改變，但基本上所遇到的人生課題與困

境卻是大同小異，所以不論是人是獸是妖是魔，淋漓變化、機關算盡，卻都

是一代又一代地繞著相類似的人生困境轉，更証成佛家所說此岸是幻的說法。 

第五節、小結 

從鎮水的神話而下，我們看到以二郎神為基底不斷變化的角色形象。孫

悟空、李哪吒、袁洪、牛魔王等等，不斷以治水故事為原型，做不同角色形

象變化，乃至在故事中以同一情節模式處理不同的磨難議題。兒童崇拜在原

始社會屬於十分古老的形式，原始民族相信兒童身上留有某種神性，甚至是

祖靈或神靈的投胎結果。
43故兒童在未成年時，往往被認為神性存在，而他

們的語言也被視為神的語言而加以重視。44水神和兒童神的形象相結合，應

該是和水本身具有生命力（洪水雖然帶來災難卻也帶來土壤的富饒，帶來作

物豐收的可預期性）以及兒童具有未知的潛能性有關。
45水的無形善變、載

                                                 
42 參見申丹著：《敘述學與小說文體學的研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 7月），
頁 160-161。 
43 故有父母將其所生之子女看成惡靈的轉世與討債，進而作出棄嬰的舉動。有關於棄子研

究，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棄子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年 7月），頁 71-88。 
44 如童謠常以政治讖語的方式出現在史書記載、民間傳說上。見陳景黼著：〈論漢代童謠

的預言特質〉，收錄於《第三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國立政治大學

中文系，2000 年 5月）。 
45 本杰名‧史華茲（Benjamin I.Schwartz）認為，道家在處理有機體生命時，對於嬰兒的

優越性有明確的喻象，且有些地方被描述成尚未成形和分化的潛力。見本杰名‧史華茲

（Benjamin I.Schwartz）著，程鋼譯，劉東校：《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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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覆舟，通過牛形、猴形乃至人形等變化想像46，和道家對於水、赤子嬰兒

與道的觀念，夾雜告子以水喻「性」，孟子也藉水喻人性本善而強調長保赤

子之心的結合。
47

民間對於棄（得）子於河48、祭水神以童男童女乃至牧童牽牛戲水形象

的想像轉化，也給了水神兒童化的空間。水的純潔、淨化能力，與兒童的無

性、童貞被等同，這從《西遊記》中唐僧元陽未洩引來男妖女怪的爭奪，以

及妖怪總要吃童男童女，得知人對於「童貞」的追求，使得兒童被「神聖化」。

而且，水的多變，復育生命的力量，也如同兒童的可塑與無限可能特性相似。
49李冰治水乃至李冰的兒子李二郎治水，從二郎神至孫悟空、李哪吒甚至沉

香太子，神性的年輕化，一個以反差形象頗大的樸素兒童，對抗大自然乃至

天界人界的種種巨大體制可能產生情節趣味。陳曉怡認為，兒童代表著最原

始樸拙與絕無矯情的心靈狀態，因此許多叛逆人物多以兒童神形象表現，並

以天真率性、童稚渾沌、生機磅礡的躍動相對於權威的冷酷專斷，反對種種

知識，反對道德倫理的僵化人心，透顯人類追求解脫，重回任其生命之情的

境地。
50而水能帶來死亡回歸而產生新生命的可能，也推動了水神兒童化、

年輕化的流動。 

二郎神作為水神、少年兒童神，本來應該是極具雄厚的民間傳說背景

的，但一旦這一故事原型被轉化改入其他小說中，因著小說家的新需求，神

                                                                                                                                            
in Ancient China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年 12月），頁 212。 
46 水牛戲水、猿啼江岸都是提供想像的自然現象，又在民間傳統裡猿猴多慾，也為生命力、

生殖力的象徵。另水怪、水神以人形象展現，在古代早有所聞，《莊子‧達生第十九》：「水

有罔象」，陸德明的釋文：「司馬本作『無傷』，云：狀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

一云：水神名。」見莊子著，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理：《莊子集釋》（下）（台北：萬卷

樓出版社，1993 年 3月），頁 652-653。罔象一名也出現在《國語》、《史記》。《史記‧孔子

世家》中，「仲尼曰：以丘所聞，⋯⋯，水之怪，龍、罔象，⋯⋯。」見瀧川龜太郎著：《史

記會注考證》（高雄：復文圖書出版社，1991 年 7月），頁 730。《國語》的記載同，左丘明
著，韋昭注：《國語》（台北：台灣中華書局，1983 年 9月），卷第五魯語下，頁 7。 
47 見《孟子‧告子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不善，水無有不下。」見朱

熹著：《四書集註‧孟子》（台北：學海出版社，1991 年 3月），頁 325。 
48 王孝廉在闡論棄子風俗時提到，《博物志》裡曾經記載荊州極西南至蜀諸民，婦人妊娠

七月臨水生子，將子置水中，浮則養，沉則棄。見王孝廉著：《中國的神話世界》（台北：

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 年 6月），頁 117。另外除棄子（溺嬰）或嬰兒死亡後的「水葬」之

外，幼兒誕生時的磨練、獻祭、犧牲、祓禊、洗禮等巫術或半巫術儀式多在水邊舉行。見

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棄子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214。 
49 從體態、心態來說，兒童的體態較成年人嬌小，心性也單純聖潔，作為具有生命力的新

生之神化身，十分具有說服力。以上對於兒童崇拜的仙神化，見呂微著：《隱喻世界的來訪

者：中國民間財神信仰》（北京：學苑出版社，2000 年 12月），頁 120-121 
50 詳見陳曉怡著：《哪吒人物及故事之研究》（台中：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
年 5月），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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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水神與兒童形象的重疊 

性便被分化轉移了。51在《西遊記》裡，作為主要角色的孫悟空，因為能力

與二郎神頗為相近，就算二郎神終究是收伏孫悟空的大功臣，他也只能埋沒

在佛祖、觀音、太上老君，甚至是哪吒之下，這一點從《封神演義》裡的楊

戩便可對照得知：楊戩的變化與降敵招數，其實和《西遊記》裡的二郎神差

不了多少，甚至楊戩更貼近孫悟空，從這樣的情況可以看出當時民間對於二

郎神的認識是處於相對穩定的狀態，但這樣的穩定形象，使得《西遊記》作

者依此形象新創的英雄孫悟空，必須擺脫前身的影響焦慮，故在作者的筆法

功力與角色選擇下，《西遊記》主角孫悟空不以白衣秀士形象定型反而獸形

化，且作者的奇幻妙筆在賦予獸化孫悟空活靈活現生命的同時，面對再多人

信仰與認識的二郎神也必須因神性過於重出而減少出場，以免削弱孫悟空的

英雄形象；但對於對照孫悟空的兩個靈動兒童角色——哪吒太子和紅孩兒，

卻因作者必須透過孫悟空、李哪吒、紅孩兒三者的形象相類來產生不同身分

環境的可能對話，以達到眾聲喧嘩的複調效果，反而增加了筆墨或刻意將角

色立體化；至於《封神演義》裡的哪吒雖然鬧海情節受到治水渴望的影響，

但事後割肉剜骨、追殺父親的劇情張力，使得哪吒故事意外地激烈生動，進

而壓過新意稍減的楊戩二郎神，得到更多的注意，所以，二郎神治水的傳說

雖然繁衍眾多
52，也因為繁衍眾多，甚至幾乎每個英雄人物都必須具備治水

能力，二郎神這一部份原始的神性反而消失減弱，徒剩少年獵人神、戰神的

凸顯形象。 

 

                                                 
51 附帶一提，二郎擔山趕太陽的故事，到了《西遊記》第三十三回變成金角大王調鬚眉、

峨嵋兩山來壓孫悟空。魔怪沒料到孫悟空挑著兩座大山，還能飛星來趕師父，嚇得魔怪直

叫：「他卻會擔山！」後來，孫悟空還是被壓在泰山之下。蕭兵認為此段故事情節，亦可看

出孫悟空與二郎神神蹟的互轉。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89。二郎和孫悟空的神蹟互相轉化，在民間文
藝學上稱為「互換」。一般來說，地位、品質、性格基本相同的人物，其事蹟互相游移、轉

化稱為「互換」；從對立面如神與怪、人與鬼、善與惡、尊與卑的移轉互換，稱為「對轉」。

參見蕭兵著：《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治水英雄故事》（台北：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年 7月），頁 90。 
52 以治水母題為神性基調的神靈非常得多，進而成為大宗的水神研究。神性的建立似乎不

可或缺治水的能力，另可見李豐楙著：《許遜與薩守堅：鄧志謨道教小說研究》（台北：台

灣學生書局，1997 年 3月）一書討論有關道教神與治水傳說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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