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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動機 

若說神話是化妝的歷史，那麼文學便是化妝的神話。神話從原型出發，以不

同的面貌活躍於文人筆下，於是一段沈睡的美麗傳說被喚醒，經過解構重塑，賦

予了創作者的感情生命，粘附了時代氛圍、文化場域，而以多彩之姿呈現世人面

前。其內蘊的生命力綿延不絕，正是神話動人之處，是神話與文學相依相存，共

生共鳴的神秘契合。 

「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啼鳴的子規，盛開的杜鵑，為何令

太白斷腸呢？「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子美又因何跪拜禽鳥，以為帝魂呢？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何以義山的痴迷悵惘藉杜鵑與望帝表露？

其背後隱藏的「杜宇神話」原貌為何？「杜鵑」這種與蜀地有著深厚淵源的鳥類，

在文人筆下竟披著一層朦朧面紗，隱隱的哀愁瀰漫其間，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型，

什麼樣背景思維，什麼樣的信仰與民俗，孕育出這一段「杜鵑啼血」的神話傳說

呢？又為何經常與「春天」、「蜀地」、「農神」、「含冤」、「不如歸去」等互相指涉，

其中究竟有何關聯呢？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蜀地神話何以化入唐詩與唐人生命

互動，逐漸發展為古典文學裡非常重要的象徵符碼？究竟是什麼樣的魅力，讓它

在文學典故的運用上從西漢沈睡到初唐，甦醒後卻撼動了唐代詩家？究竟是何許

大家的法力，一經點染，便賦予「杜宇」新的生命力，活躍在中國文學的歷史長

河之中。 

郭沫若曾說：「杜鵑，在文學上所占的地位，恐怕任何鳥都比不上。我們一

提起杜鵑，心頭眼底便好像有說不盡的詩意。它本身不用說，已經是望帝的化身

了，有時又被認為是薄命的佳人，憂國的志士。聲是滿腹鄉思，血是遍山躑躅，

可憐，哀惋，至誠……在國民的心目中成了愛的象徵，這愛的象徵似乎已經成為

民族的感情。」
1
徐志摩〈杜鵑〉亦歌詠：「多情的鵑鳥，他終宵聲訴，／是怨，

是慕，他心頭滿是愛，／滿是苦，化作纏綿的新歌，／柔情在靜夜的懷中顫動；

／他唱，口滴著鮮血，斑斑的，／染紅露盈盈的草尖，晨光……」
2
蔣勳〈前生的

記憶〉：「好像／前生是一個憂傷的君王／變作禽鳥／啼濺了鮮血／尋找春天的精

魂」
3
橫越歷史長河，杜鵑還是以其深蘊的美學內蘊，開啟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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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話，它的生命力的確綿延不絕。 

在學術研究上，袁珂《古神話選釋》首將「杜宇」神話獨立探討，他說「杜

宇是古蜀國第一個治水的英雄，至今四川民間還流傳著關於他的一些神話傳

說。」
4
王孝廉《花與花神》亦指出杜宇和鼈靈神話的流動變化情形以及與水的

密切關係是相當值得注意的。
5
蕭兵《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四）》在〈巴蜀治水

故事及其關聯〉裡亦提到「這個神話是『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的歷史事實

在民間傳說中的反映。」
6
他們都關注到了杜宇神話的特殊性，崔榮昌〈蜀王望

帝與杜宇化鵑〉
7
進一步單篇獨立探討其歷史背景、傳說及異名，王曉維〈「望帝

啼鵑」故事溯源〉
8
則就民間傳說探討望帝化鵑的原因。 

由於杜宇意象文學魅力甚大，已有學者談及它的文學意蘊，如張高評《宋詩

之傳承與開拓》一書中探討「禽言詩」時已注意到元稹、白居易的〈思歸樂〉，

並羅列「不如歸去、歸去樂」運用杜鵑聽覺意象之宋詩十六首。
9
另單篇論文有

吳學良〈略論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杜鵑意象〉
10
、李亮偉〈論中國文學傳統景物題

材——「杜鵑啼血」之審美底蘊〉
11
、瞿澤仁〈「杜鵑啼血」和「飛越瘋人院」——

關於「杜鵑」的東西文化符號的對話〉
12
、韓學宏〈漢詩中的「杜鵑」〉

13
、蒲生

華〈杜鵑：中國古典悲情詞中的一個顯性情感符號〉
14
、閻品芹等〈千古鄉思之

魂——杜鵑——漫話杜鵑詩〉
15
、楊智慧〈漫話「杜鵑」〉

16
、武文玉〈杜鵑與古

典詩詞〉
17
、顧友澤〈試論杜甫杜鵑詩意蘊的拓展及其影響〉

18
、趙庚奎〈詩化

                                                      
4
 袁珂：《古神話選釋》，（長安出版社，1982 年），頁 483。 

5
 王孝廉：《花與花神》，（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3 年），頁 23。 

6
 蕭兵：《太陽英雄神話的奇蹟（四）》，（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頁 25。 

7 
崔榮昌：〈蜀王望帝與杜宇化鵑〉，（四川：《文史雜志》，1997 年 5 月），頁 9～11。 

8
 王曉維：〈「望帝啼鵑」故事溯源〉，（山東：《語文知識》），頁 9～10。 

9
 張高評：《宋詩之傳承與開拓》，（文史哲出版社，1990 年），頁 141～146、185～189、239。 

10
 吳學良：〈略論中國古典詩詞中的杜鵑意象〉，（《六盤水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5 年 01

期），頁 33～35。 
11

 李亮偉：〈論中國文學傳統景物題材——「杜鵑啼血」之審美底蘊〉，（《自貢師專學報》，1995

年第 3 期），頁 29～33。 
12

 瞿澤仁：〈「杜鵑啼血」和「飛越瘋人院」——關於「杜鵑」的東西文化符號的對話〉，（四川：

《文史雜誌》，1996 年 4 月），頁 37～38。 
13

 韓學宏：〈漢詩中的「杜鵑」〉，（《中華民國野鳥學會年刊》，1998 年 4 月），頁 109～121。 
14

 蒲生華：〈杜鵑：中國古典悲情詞中的一個顯性情感符號〉，（《青海師範大學民族師範學院學

報》，2001 年 01 期），頁 12～14。 
15

 閻品芹、張勇：〈千古鄉思之魂——杜鵑——漫話杜鵑詩〉，（江蘇：《語文知識》，2001 年 07

期），頁 18～20。 
16

 楊智慧：〈漫話「杜鵑」〉，（湖南：《語文天地》，2001 年 09 期），頁 21～22。 
17

 武文玉：〈杜鵑與古典詩詞〉，（湖北：《財政監督》2003 年第 9 期，總第 27 期），頁 63～64。 
18

 顧友澤：〈試論杜甫杜鵑詩意蘊的拓展及其影響〉，（《杜甫研究季刊》，2005 年第 3 期），頁 78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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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規鳥」〉
19
、侯美靈〈杜宇聲聲憶思歸——李白與黃庭堅詩淺論〉

20
、戴偉

華〈唐詩中「杜鵑」內涵辨析——以「杜鵑啼血」和「望帝春心托杜鵑」為例〉

21
、羅澤賢〈杜鵑鳥別名考——兼論杜鵑與古代詩詞的關係〉

22
、謝旻佳〈唐宋

詩詞中杜鵑的象徵意蘊〉
23
、等十四篇，然均是單篇期刊論文，尚未有較深入探

求之專著與長篇論文，故筆者以「杜宇神話」為主題探究，作為學術研究之首

篇長篇論著。 

以一種尋幽訪勝的心境，筆者擬於浩瀚文海中爬羅傳世文獻以梳理故事梗

概、文化意義，並探其意象的生成演變，明晰其在不斷的再創造中衍化出的文學

生命，本以「杜宇神話及其意象之研究」為題，於探究神話「原型」後，從唐宋

元明清以迄民國相關作品中瞭解其「置換」脈絡。然由於作品甚多，欲剖析的作

家甚夥，跨越時代與文類殊為龐大，於是作品分析縮減以唐代為主。大體而言，

明瞭唐代作品，幾可探究杜宇意象生成演變的十之七八，宋元明清至民國諸作大

抵承繼唐代而稍異之，故本論文以「杜宇神話與唐詩中杜宇意象之研究」為題，

期能在「杜宇神話」研究的荒漠中走出小徑，點綴於學術殿堂之一隅。 

 

二、 研究範圍與方法 

本論文分為上篇和下篇兩大部分，上篇以「杜宇神話」為研究主題，下篇

以「唐詩中的杜宇神話之文學意象」為研究主題，上篇於研究範圍與方法必先釐

清「神話定義」和「傳世文獻」所跨越之時代分界，下篇於研究範圍與方法上則

必先明瞭「唐詩範疇」，故分三點敘述之： 

（一） 神話定義 

    最早從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開始便對「神話」的意義作了界定，鍾宗憲先

生在《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一書已將魯迅、范煙橋、孟瑤、劉大杰、袁珂、譚

達先、劉葉秋、王孝廉、玄珠、林惠祥、印順、陳天水、李達山等學者對神話之

定義以表格整理出來，
24
甚為明瞭。 

                                                      
19

 趙庚奎：〈詩化的「子規鳥」〉，（山西：《中學課程輔導》，2006 年 11 月），頁 5。 
20

 侯美靈：〈杜宇聲聲憶思歸——李白與黃庭堅詩淺論〉，（山西：《滄桑》，2007 年 1 月），頁 180

～ 181。 
21

 戴偉華：〈唐詩中「杜鵑」內涵辨析——以「杜鵑啼血」和「望帝春心托杜鵑」為例〉，（《華

南師範大學學報》，2007 年第 3 期），頁 63～68。 
22

 羅澤賢：〈杜鵑鳥別名考——兼論杜鵑與古代詩詞的關係〉，（湖南：《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學報》第 12 卷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70～72。 
23

 謝旻佳：〈唐宋詩詞中杜鵑的象徵意蘊〉，（《問學集》，2008 年 4 月），頁 297～312。 
24

 鍾宗憲：《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6 年），頁 5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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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師錫壬在《中國神話與類神話研究》一書中提到「神話也即是『神的故事』」

25
而「神（天神、地祇）」乃指不具備「人」的三項基本質性（人是父母生的、人

會死亡、人有能力極限），或超越這三種極限的人物。這些特殊人物的故事才可

能是「神話」，而僅超越其中一項屬性的，如鬼話、仙話、狐、妖……等，或其

他物類，均屬「類神話」。
26
其說簡明扼要，且富新意。 

衆說之中，袁珂「廣義神話」之說在研究上較能弭平「神話」與「類神話」、

傳說與仙話、夢話與鬼話……等之分界問題，故廣受引用。他將神話定義分「廣

義」和「狹義」二者，「狹義神話」是將神話與傳說、仙話、鬼話、夢話等區分

開來，認為神話是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的產物，到奴隸社會初期登峰造極，自

是而後便走下坡，乃至於逐漸消亡、熄滅。
27
由於其區分上仍存在諸多爭議，在

研究上易落入無法細分的模糊界線，為了擴充研究的視野，袁珂認為「神話」應

作「廣義」的理解。其「廣義神話」的七要素有：（1）以前萬物有靈、萬物有靈

等信仰觀念作為主導思想；（2）以變化、神力與法術作為表現形式；（3）以人神

同臺演出作為中心主題；（4）有意義深遠的解釋作用；（5）對現實採取革命的態

度；（6）時間與空間的視野寬廣（7）流傳較廣，影響較大。
28
其七要素已能總括

前人對神話定義的重點，亦可將傳說、仙話、鬼話……等「類神話」歸入神話的

大範疇之中，避免細分問題造成研究上的困擾。 

本論文以袁珂「廣義神話」定義詮釋傳世文獻「杜宇」故事之記載，較能蒐

羅齊備，盡可能避免遺珠之憾。蓋「杜宇神話」中之「杜鵑鳥」體現了萬物有靈

的信仰觀念，杜宇「自天墮」、「死化為鳥」與「鼈靈復生」均以變化、神力為表

現形式；故事以杜宇和鼈靈的政權轉移為時代背景，凸顯的主題思想因人詮釋而

異，具有意義深遠的解釋作用；鼈靈的治水亦有現實的革命精神，杜宇的化鳥超

越了時空的有限，且故事的流傳對後代民間傳說與文學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此均符合袁珂廣義神話的七要素，且袁珂於《古神話選釋》一書亦蒐羅了〈杜宇‧

開明‧李冰〉
29
，由此可見袁珂亦將之以「廣義神話」角度視之。 

另外，本論文於文獻的蒐集上，從漢魏古籍以迄現代流傳的民間故事定本，

若不以「廣義神話」角度視之，於資料的篩選上，恐會面臨神話、傳說、仙話……

等細分上的問題。筆者以為口傳文學的研究上，由於文字定本的零星疏散，蒐羅

                                                      
25

 傅師錫壬：《中國神話與類神話研究》，（文津出版社，2005 年），頁 4。 
26

 同上註，頁 4～7。 
27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里仁書局，1987 年），頁 61。 
28

 袁珂：《中國神話史》，（時報文化出版社，1991 年），頁 17。 
29

 袁珂：《古神話選釋》，頁 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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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齊備完整尤其重要，以廣義的角度理解，方可將全部資料納入討論，對神話研

究而言，至少奉獻蒐羅保存之功。 

 

（二）傳世文獻 

   本論文傳世文獻從西漢揚雄《蜀王本紀》迄當代《四川民俗大典》，甚至是

〈四川新聞網〉
30
之電子資料，其跨越時代甚為長遠，故在古代典籍上以《文淵

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31
和《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

32
為索引範疇，當代口傳文學則

以四川文化相關記載與研究書籍、刊物為搜尋對象。 

  在古代典籍上，蒐羅不寡，載有「杜宇神話」相關引文的古籍，兩漢魏晉有

揚雄《蜀王本紀》、許慎《說文解字》、李膺《蜀志》、來敏《本蜀論》、常璩《華

陽國志》、闞駰《十三州志》，唐宋有《史通》、《成都記》、《禽經》、《太平御覽》、

《太平寰宇記》、《埤雅》、《事物紀原》、《證類本草》、《西溪叢語》、《海録碎事》、

《路史》、《爾雅翼》、《剡録》、《記纂淵海》、《古今事文類聚》十五處，元明清則

有《史通通釋》、《春秋戰國異辭》、《明一統志》、《蜀中廣記》、《四川通志》、《大

清一統志》、《蜀故》、《蜀水經》、《蜀典》、《漢唐地理書鈔》、《說郛》、《玉芝堂談

薈》、《巵林》、《疑耀》、《通雅》、《萬姓統譜》、《天中記》、《説畧》、《山堂肆考》、

《御製淵鑑類函》、《格致鏡原》、《本草綱目》二十二處。 

  民間口傳文學的故事集，在袁珂《古神話選釋》、陶陽等《中國神話》、《金

牛掌故》、《四川民俗大典》、《四川民間文學資料彭縣集成卷》及〈四川新聞網〉

之網站蒐集到八則杜宇及其相關之神話傳說資料。 

   

（三）唐詩範疇 

  本論文下篇「唐詩中杜宇意象之研究」，以唐詩為研究範圍，故凡唐代文人

引用「杜宇」及「杜鵑」相關意象之詩作，不論古詩、樂府、近體詩均屬之。由

於資料龐大，以《四庫全書》集部為檢索對象，大抵以《全唐詩》、《全唐詩錄》

輯本為主，輔以詩人個集為參考。 

    由於杜宇（杜鵑）異名甚多，文人詩作為求新求異，往往不以杜宇（杜鵑）

之名入詩，改以異稱化入。故於唐詩的蒐羅上除以杜宇（杜鵑）檢索外，亦需以

唐代異稱「蜀魄」、「杜魄」、「蜀魂」、「蜀鳥」、「思歸」、「思歸樂」、「謝豹」 、「催

                                                      
30

  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3601/2004/08/15/342@266587.htm 
31

 《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 年）。 
32

 《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北京愛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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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田鵑」檢索之。 

    檢索之大量詩作，依作者時代先後分類，考訂成詩大略時間、繫合其生平遭

遇、文化場域、政治氛圍，以明晰其主題思想而歸類之，並探究其意象生成演變

之脈絡。 

    由於下篇「唐詩中杜宇意象之研究」收錄作品甚多，為分析資料、明其流變，

於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均以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各分三節。 

 

三、 研究進路與論述結構 

筆者於論文撰寫之初，從古代典籍中蒐羅杜宇事蹟及杜鵑鳥之相關記載，依

時代先後分節，若資料過多再依經、史、子部細分，以明晰著錄觀點不同輯錄情

節之異。（由於集部多為詩人文學作品，已涉文學意象，故暫不作討論。）從古

跨越今，作為一個蜀地神話，亦需尋訪其在民間傳說中的故事發展，故進一步從

白話文本蒐集杜宇相關傳說，探索其傳承性與變異性。 

神話既是民族的夢，是先民經驗的體現，是他們企圖認識自然的詮釋，故其

文字與情節中隱含豐富的文化意涵，故本論文亦需深入杜宇神話內蘊探求蜀民

內心的願望、思想與文化表徵。 

從原型到象徵，本論文另一重點乃企圖探詢神話與文學間的奇妙關聯，故以

「唐詩」為範疇，瞭解杜宇神話如何化入唐詩，成為一種或多種文學意象，成

為文人表達情感、寄託願望時特殊的抒情範式。故本文的論述結構如下： 

 

（一）緒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範圍、研究進路與方法，並探討杜宇之異名，

以方便下篇唐詩意象材料之索引，最後則對「意象」之定義作深入的探討，以

明晰下篇唐詩文學意象研究的方向。 

 

（二）上篇「杜宇神話研究」：以杜宇神話之原型為研究主體，分三章論述。 

1.第一章「古代典籍中的杜宇神話」，從古籍中杜宇神話相關記載，瞭解它始於

何時何書，並整理兩漢以迄元明清典籍之記載，探析其在古籍中情節之變化與

取捨。第一章「古代典籍中的杜宇神話」，由於跨越時代長遠，典籍甚富，故

分三節探討，第一節「兩漢魏晉古籍中之杜宇神話」，第二節「唐宋古籍中之

杜宇神話」，第三節「元明清古籍中之杜宇神話」。 
 

2.第二章「民間文學的杜宇神話」，口傳資料為神話研究的第三重證據，然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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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劃分它的時代，再加上後人以白話文方式寫成定本，文字敘述模式明顯不

同於古籍，故單獨羅列一章。由於其變異性甚大，故在蒐羅的故事中，依其主

題思想分為三節，第一節「英雄化的杜宇神話」，第二節「政治化的杜宇（或

鼈靈）神話」，第三節「愛情化的杜宇（或鼈靈）神話」，分別探討這些故事與

古籍本的傳承與變異程度。 
 

3.第三章「杜宇神話形成之背景及其內在意涵」，在整理古籍本與民間傳說的定

本，瞭解杜宇神話的原貌與流變後，則深入剖析杜宇神話形成與蜀地的關聯及

其內蘊之文化意涵，分四節探討。第一節「杜宇神話之形成背景」，從時間（歷

史）、空間（地理）、人文（農業）三個背景探詢此神話之形成因素；第二節「杜

宇神話中的鳥崇拜」，從圖騰信仰到自然崇拜，探求「杜宇化鳥」的鳥崇拜淵

源；第三節「杜宇神話中的農神信仰」，從杜宇「教民務農」到蜀民奉為「杜

主君」、「川主」的農神形象探討鳥與農神、農神與蜀地的特殊關係；第四節「杜

宇神話中的死而復生」，從杜宇的死後變形、啼血、鼈靈水中轉生情節剖析神

話中死而復生所透顯的原型回歸課題。 

 

（三）下篇「唐詩中杜宇意象之研究」：以杜宇神話在唐詩中文學意象的表現為

研究主體，蒐羅一百八十首唐詩中，依作者主題思想的呈現分成三章。為方便

材料之分析，各章均分「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節探討。 

1.第四章「托物詠懷——個人情志之寄託」，盛唐詩作較少，以「悲啼意象」、「化

鳥意象」論之；中唐詩作稍多，以「含冤意象」、「啼血意象」、「花鳥意象」、「悲

啼意象」論之；晚唐五代詩作最多，以「含冤意象」、「啼血意象」、「花鳥融啼

血意象」、「悲啼意象」、「植物意象」、「化鳥意象」、「飛鳥意象」論之。 
 

2.第五章「思人（友、親）懷鄉——相思離愁之觸媒」，盛唐詩作以「悲啼意象」、

「夜啼意象」、「花鳥意象」、「悲啼融文化意象」論之；中唐詩作以「夜啼意象」、

「悲啼意象」、「悲啼融文化意象」、「暮啼意象」、「花落鵑啼意象」、「啼血意象」、

「植物意象」、「含冤意象」論之；晚唐五代詩作則以「悲啼意象」、「雨景融悲

啼意象」、「花落鵑啼意象」、「夜啼意象」、「植物意象」、「周蝶與杜宇並列意象」、

「湘妃與杜宇並列意象」論之。 
 

3.第六章「借古諷今（借事諷喻）——時代控訴之載體」，盛唐詩作以「帝王意

象」、「含冤意象」論之；中唐詩作以「悲啼意象」、「啼血意象」、「思歸意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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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晚唐五代詩作則以「啼血意象」、「帝王意象」、「含冤意象」、「亡國意象」、「悲

啼意象」論之。 

 

（四）結論：對本論文之上篇與下篇作一綜論，總結本文研究成果，並提出檢

討、省視與未來展望。 

 

四、 杜宇異名之探討 

關於杜鵑鳥的生態記錄，明代曹學佺《蜀中廣記》引《禽經》記載： 

 

江左曰子規，蜀右曰杜宇，甌越曰怨鳥，又云杜鵑。出蜀中，今南方亦有

之。狀如雀鷂，而色慘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鳴，夜啼達旦，鳴必向北，

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其聲哀切。田家候之，以興農事，惟食蟲蠹。不能

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藏蟄。
33

 

 

足見杜鵑鳥出自四川，身體黑灰色，紅色嘴巴，暮春至夏常晝夜不停地啼叫，是

一種有助於農事的益鳥。周鎮《鳥與史料》談到杜鵑鳥，說牠全長二十六公分，

全身石板灰色，胸、腹部有若干黑色橫斑，尾羽黑色。雌鳥呈銹赤色，有黑色橫

紋。
34
後世有以為杜鵑與布穀、公孫極似，周鎮《鳥與史料》認為雖同屬杜鵑科，

但三者有別：布穀，全長三十五公分，羽毛色紋幾乎和杜鵑相同。公孫，全長三

十三公分，牠與布穀幾乎同大，而且姿態、色紋、生態習性等均很相似，唯公孫

胸、腹之橫條紋較粗大而已。
35
是以周鎮認為三者外型上最大的差別在身體長度，

杜鵑最小，公孫次之，布穀最長。一般認為古籍中杜鵑鳥最像今所謂之「四聲杜

鵑」： 

 

「四聲杜鵑」，體長 30—33 公分，雄鳥頭頸部為灰色，背、翼褐色，尾

端具黑色橫斑，下體白間黑色橫斑；足部四趾前後各二；飛行急而無聲。

其鳴聲四音一節，聲如「不如歸去」或「光棍好苦」。杜鵑性怯，常匿於

繁枝密葉中，故而每聞聲不見鳥。主食昆蟲，為農林益鳥。它們從不築

巢，而產卵於其他鳥類巢中，是典型的巢寄生者，棲於山地或平原的深

                                                      
33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五十九，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592 冊，頁 3。 
34

 周鎮：《鳥與史料》，（台北：中國保護動物協會，1990 年），頁 130。 
35

 周鎮：《鳥與史料》，頁 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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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廣佈於我國沿海各省，我國常見的尚有鷹頭杜鵑、大杜鵑、小杜

鵑等。
36
 

 

「四聲杜鵑」是若干種杜鵑科中的其中一種，以其叫聲四聲一節，最常出現在巴

蜀地區，聽起來像是「不如歸去」或「光棍好苦」也有認為像是「關公好哭」、「快

快收割」
37
、「布穀布穀」

38
、「栽秧打穀」、「么姑包腳」、「火燒包穀」

39
。古籍《本

草綱目》早有記載：「其鳴若曰：『不如歸去！』」
40
是以杜宇極似今所謂之「四聲

杜鵑」。如上所述，則無法確知杜鵑與布穀之別。不過周鎮就生態學角度視之，

與神話傳說中就文學角度視之，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關於杜鵑鳥的異名，有子規、杜宇、望帝、鶗夬、蜀魂、謝豹、陽雀、子

嶲、買危、催歸、怨鳥、冤禽等，共達四十二種之多。
41
周鎮《鳥與史料》列了

三十七種，並將杜鵑鳥異名分為三大類別：「神話上的名稱」、「擬是鳴聲，以及

聲音之訛轉名稱」、「其他俗稱」。第一類「神話上的名稱」，主要因杜宇神話的流

傳才有的異名，如杜宇、子巂 、子規
42
、子鵑

43
、巂

44
 、巂 周

45
、杜魄

46
、蜀魂

47
、蜀

鳥
48
、蜀魄

49
、鵑

50
、望帝

51
、怨鳥

52
、冤禽

53
。第二類「擬是鳴聲，以及聲音之訛轉

名稱」，乃就杜鵑鳥的鳴叫聲及其訛轉而來，如秭歸
54
、鵜鴃

55
、買

56
 、秭鴃 

57
、

                                                      
36
 張秉戍、張國臣主編：《花鳥詩歌鑑賞辭典》，（北京：中國旅遊出版社，1990 年），頁 840。 

37
 武文玉：〈杜鵑與古典詩詞〉，（湖北：《財政監督》2003 年第 9 期，總第 27 期），頁 63。 

38
 崔榮昌：〈蜀王望帝與杜宇化鵑〉，（四川：《文史雜志》，1997 年五月），頁 11。  

39
 劉弘：〈《華陽國志》品物圖考〉，收入段渝主編：《巴蜀文化研究——巴蜀文化研究新趨勢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第三輯，（巴蜀書社，2005 年），頁 253。 
40

 （清）張英、王士禎：《御定淵鑑類函》卷四二八引《本草綱目》，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993

冊，頁 394。 
41

 柴扉：〈杜鵑鳥的鳴聲〉，（《禽鳥天地》第 21 期，1996 年 9 月），頁 3。 
42

 許慎《說文解字》：「巂，蜀王望帝，化為子巂，今謂之子規也。」頁 143。  
43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杜宇之魄化為子鵑。」頁 115。 
44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子鵑鳥，今云是巂，或曰巂周。」頁 645。 
45

 同上注。 
46

 （唐）武元衡詩：「望鄉台上秦人在，學射山中杜魄哀。」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一七，頁 3572。 
47

武元衡〈夕次潘山下〉：「旅情方浩蕩，蜀魄滿林啼。」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一六，頁 3552。 
48

司空曙〈送栁震入蜀〉：「夷人祠竹節，蜀鳥乳桐花。」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二九二，頁 3313。 
49

李商隱〈燕臺四首——夏〉：「蜀魂寂寞有伴未，幾夜瘴花開木棉。」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五四一，

頁 6232。 
50

 （元）陶宗儀《說郛》卷六十上：「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總 879 冊，頁 263。 
51

 （宋）羅願撰《爾雅翼》卷十四：「子規，亦曰望帝。」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222 冊，頁 373。 
52

 （明）曹學佺《蜀中廣記》卷五十九引《禽經》：「巂周，一名怨鳥。苦啼啼血不止，夜啼達旦，血漬草

木。」「江左曰子規，蜀右曰杜宇，甌越曰怨鳥。」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592 冊，頁 3。 
53

 （清）陳元籠：《格致鏡原》卷七十八引《格物總論》：「冤禽，三四月間夜啼達旦，其聲哀而吻血。」
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1031 冊，頁 462。 
54

  宋玉〈高唐賦〉：「秭歸思婦，垂雞高巢。」（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選》頁 475。  
55

 屈原〈離騷〉：「恐鵜鴃之先鳴兮。」洪興祖：《楚辭補注》，（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頁 39。 
56

 洪興祖《楚辭補注》：：：：「鵜鴃，一名買。常以春分鳴也。」，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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鷤 
58
、鶗鴃 

59
、不如歸

60
、鷶

61
、子鳺

62
、思歸

63
、思歸樂

64
、催歸

65
、子歸

66
、鷶

 
67
、子規

68
。第三類「其他俗稱」，是在以上兩類原因之外而有的異稱，如盤鵑

69
 、

鵊
70
 、周燕

71
 、田鵑

72
、謝豹 

73
、仙客 

74
、陽雀

75
。   

而羅澤賢先生在〈杜鵑鳥別名考——兼論杜鵑與古代詩詞的關係〉一文中則

將杜鵑鳥命名方式歸納為六種：一、根據杜宇化為鳴禽的神話故事，如杜鵑；二、

模擬牠的啼聲或其諧音，如布穀；第三、依牠對人民所做的貢獻，如布穀；第四、

依據牠的容貌特徵，如戴勝；第五、依據啼鳴聲的感情色彩，如怨鳥；第六、依

照啼鳴時對當地農事的特點，如蠶鳥。
76
羅澤賢先生將杜鵑和布穀視而為一。不

過在生物學上看來，杜鵑鳥和布穀鳥是有差別的的，兩者雖同屬杜鵑科，四川的

杜鵑鳥為「四聲杜鵑」，布穀鳥為「大杜鵑」，但文人筆下因其啼聲引發聯想，是

有可能誤合為一的。四聲杜鵑的啼叫聲好比「快快收割」、「布穀布穀」，又加上

杜宇「教民務農」的農神形象，以及正值「田家候之，以興農事」的暮春時令，

後人將之合而為一是有其依據的。 

另外，也有認為謝豹就是布穀的諧音
77
，更將兩者視為一體。「戴勝」

78
之名

                                                                                                                                                        
57

 （漢）司馬遷：《史記‧歷書》：「百草奮興，秭鴃先」，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洪氏出版社，

1986 年），頁 457。 
58

（漢）揚雄〈反離騷〉：「徒恐鷤之將鳴兮，顧先百草而不芳。」（漢）班固撰：《漢書》，輯入《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總 251 冊，頁 68。 
59

（漢）張衡〈思玄賦〉：「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鴃鳴而不芳。」（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昭明文

選》，頁 364。 
60

 揚雄〈蜀王本記〉：「蜀人見杜鵑鳴而悲望帝，其鳴如曰，不如歸。」 
61

 （魏）張揖撰《廣雅》卷十：「鷶，一作。」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221 冊，頁 204。 
62

 （梁）顧野王撰《重修玉篇》：「子鳺，子鳺。」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224 冊，頁 200。 
63

 （唐）白居易〈和思歸樂〉詩：「人心自懷土，想作思歸鳴。」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九六，頁 4449。 
64

 （唐）元稹〈思歸樂〉：「山中思歸樂，盡作思歸鳴。」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四二五，頁 4680。 
65

 （唐）韓愈〈贈同遊〉：「喚起窗前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興盡情啼。」清聖祖御製：《全唐

詩》卷三四三，清聖祖御製：《全唐詩》卷三四三，頁 3851。 
66

 （元）楊維楨〈五禽言〉：「子歸，子歸，子不歸，白頭阿婆慈且悲。」（元）楊維楨撰、（清）樓卜瀍注

《錢崖古樂府注》卷七，（新興書局，1960 年），頁 170。 
67

 （魏）張揖《廣雅》釋鳥：「鷤，鷶，子規也。」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221 冊，頁 204。 
68

 （魏）張揖《廣雅》釋鳥：「子鳺，子規。」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221 冊，頁 204。 
69

 （梁）顧野王撰《玉篇》：「盤鵑，杜鵑。」今本《玉篇》殘卷不見此說，此轉引周鎮《鳥與史料》，頁

129。 
70

 （宋）丁度《集韻》卷十：「鵊，杜鵑。」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236 冊，頁 777。 
71

 （宋）羅願撰《爾雅翼》：「子規，亦曰周燕。」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223 冊，頁 373。 
72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三引《臨海異物志》：「鷤，一名田鵑，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自呼。

俗言取梅子塗其口，兩邊皆赤。」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887 冊，頁 180。 
73

 《禽經》：「杜鵑，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847 冊，頁 683。 
74

 （清）汪灝、張逸少編《御定廣群芳譜》卷三十九引（宋）程綮《柳軒雜識》：「杜鵑，為仙客。」輯入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846 冊，頁 255。 
75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杜鵑，其鳴若曰不如歸。諺云，陽雀叫。」同注 41。 
76

 羅澤賢：〈杜鵑鳥別名考——兼論杜鵑與古代詩詞的關係〉，（湖南：《株洲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12

卷第 4 期，2007 年 8 月），頁 72 
77

 羅澤賢：〈杜鵑鳥別名考——兼論杜鵑與古代詩詞的關係〉，頁 71。 
78

 袁珂《山海經校注．西山經》：「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頁 50。 



11 

 

出自《山海經》，無法直接與蜀地杜鵑鳥作合理解釋。而「蠶鳥」
79
之名出自兩湖，

也不足和蜀地杜鵑聯想作聯想。 

無論命名原因為何，茲將歷代首見杜鵑異名，依時代先後排列如下表： 

時代 異稱 

先秦 秭歸、鵜鴃、買 

兩漢 杜宇、子巂 、、秭鴃 、鷤 、鶗鴃 、不如歸 

魏晉南北朝 子鵑、巂、巂 周、 、子鳺、盤鵑、鷶 、子規 

隋  

唐 蜀魄、杜魄、蜀魂、蜀鳥、思歸、思歸樂、謝豹 、催歸、田鵑 

宋 望帝、怨鳥、周燕、仙客、鵊、鵑 

元 子歸 

明 陽雀 

 

依上表整理可知，較常見的「杜宇」、「子巂 」、「不如歸」之名在漢時均已出現，

魏晉南北朝時亦已有「子鵑」、「巂 周」、「子鳺」、「盤鵑」、「子規」之異名；唐代

詩人較為感性，大部分以充滿神話色彩的「蜀魄」、「杜魄」、「蜀魂」、「蜀鳥」、「思

歸」、「思歸樂」、「催歸」、「田鵑」為名，又擷取民間傳聞增添「謝豹 」之名；宋

人綜合前代之說而有「望帝」、「怨鳥」、「周燕」、「仙客」等異名。至此，杜鵑鳥

之異名大抵定型，元明僅新添「子歸」、「陽雀」二名。 

 

五、 意象之探討 

（一） 中國之「意象」 

意象一詞，在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上，萌芽於先秦，成詞於漢代，六朝才開

始用於文學，唐宋沿用，明清大行。《易‧繫辭上》：「子曰：『書不盡言，言不

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而舞之以盡神。』」
80
針對《易經》之說，

                                                      
79

 （清）李光地等編《御定月令輯要》卷三十九引（明）謝肇淛《西吳枝承》：「吳興以四月為

蠶月……是月也，有鳥飛，其聲曰『著山看火』，湖民謂之蠶鳥。」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總 467 冊，頁 351。 
80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註》卷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7 冊，（台灣商務

印書館，1986 年），頁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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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進一步解釋言、意、象三者之間的關係，說：「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

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於象，故可尋言以現象，象生可尋象

以觀意。」
81
「言」不能明白曉唱地將「意」表達出來，必須藉助「象」來傳達，

讀者必須透過「象」的觀察才能解其「意」。此雖有藝術意象的雛形，但尚未提

出完整的意象概念，亦未涉及文學意象的詮釋。
82
 

東漢王充《亂龍篇》： 

 

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

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 禮貴意象，示義取名

也。
83
 

 

首次將「意」與「象」組合成詞，但這裡記載的是古代的射箭禮儀，畫布為「侯」

就是在布上畫動物形象當作箭靶。《白虎通義‧鄉射篇》解釋這種射箭儀式表象

後面的文化象徵意義，說： 

 

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遠巧佞也。熊為獸猛巧者，非但服猛也，亦

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麋何？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

射虎豹者何？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何？示除害也。
84
 

 

以熊、麋、虎、豹等圖像作為貴族官員地位的象徵物，在射箭的行為表現裡，隱

含著政治文化符碼。
85
這裡的「意象」指的是特定物的象徵，尚不具文學意象的

審美功能。 

    晉代的摯虞才將卜筮、哲學、禮法中的「意象」引入文學領域並實現了涵義

的轉化。他說：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窮萬物之宜者也……

                                                      
81

 （魏）王弼：《周易略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7 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592。 
82

 卜慶安：〈詩歌的靈魂——意象淺析〉，（《小說評論》，2008 年 5 月），頁 103。 
83

 （東漢）王充：《論衡》，（世界書局，1962 年），頁 158。 
84

 （東漢）班固：《白虎通義》，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850 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31。 
85

 楊義：《中國敘事學》，（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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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旨，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

敷陳其志。
86
 

 

劉勰在其基礎上，作為完整提出文學上「意象」說的第一人，他在《文心雕龍‧

神思》說： 

 

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虚靜，疏瀹五臟，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寳，酌理以富

才，研閲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

匠，闚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87
 

 

劉勰此以《莊子‧天道》的典故，輪扁斫輪時，腦中應先有車輪的具體形狀，然

後依意中的形象運斧，作家創作時亦然，腦中應先有鮮明的形象，然後依此「意

象」行諸文字。自此「意象」成為一個文學術語，對文學創作與詩歌理論產生了

巨大的影響。 

    唐宋以降，審美意象理論成為詩、書、畫論中相當重要的課題。除了發揮意

象構成中的心物關係、形神關係、情理關係等原理外，還進一步開展了虛實關係

的探討，
88
如晚唐的司空圖就把「物象」和「心象」聯繫起來，從詩學角度標舉

「意象」之說：「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造化已奇。」
89
此說明了詩的

創作在意象細緻綿密的運作中，真迹便顯現出來了。 

    明清時意象理論趨於成熟，以意象論詩時，理論上作了拓深和系統化。
90
何

景明：「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初不相離，唯意所適。」
91
指出詩歌創作需意

與象合，達到象中有意，意中有象，才能顯示作品的審美意蘊。葉爕論詩，講究

理、事、情三者的結合，而以意象的巧妙採用是達到三者完美結合的重要方式。

其《原詩‧內篇下》： 

 

                                                      
86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十六，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888 冊，頁 318。 
87

 （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頁 3～4。 
88

 趙國乾：〈論中國古典意象的美學意蘊〉，（《東岳論叢》，第 26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120。 
89

 （唐）司空圖撰、（清）鍾寶學課鈔：《司空圖詩品詩課鈔》，（廣文書局，1982 年），頁 4。 
90

 趙國乾：〈論中國古典意象的美學意蘊〉，（《東岳論叢》，第 26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頁

120。 
91

 （明）何景明：《大復集》卷三十二〈與李空同論詩書〉，輯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 1267

冊，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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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

而抑知名言所絶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知無是事之

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

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

之於黙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于前者也。……要之，作詩者實寫

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卽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

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惝恍以爲情，

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
92
 

 

葉爕不專門論述意象概念，但對意象概念內涵的揭示，有高程度的綜合性。他說

明經過意象組合起來的理、事、情，已非俗世層面認知的理、事、情，而是融合

詩人獨特體悟、聯想、變異和點化的理、事、情。意象聚合中把常理、常事、常

情加以交融變異，使昇華而出的「幽渺之理，想象之事，惝恍之情」能夠在一個

新穎的審美複合體中獲得了新的形態和意義。
93
 

    由此可知，就詩人的藝術思維來說，「象」是客觀物象，包括自然界、人以

及人身以外的其他社會聯繫的客體；「意」是作者對現實人生以及外在環境的深

切體認，包括思想、感情、觀點、意識、慾望及志趣等，是思維的內容。「意象」

便是客觀物象經過了詩人主觀情感的深化與變異，使之成為主體性鮮明、象徵性

豐富的審美情志。楊義考察中國詩文中意象概念的變遷，將其領會分析如下： 

 

1. 意象是一種獨特的審美複合體，既是有意義的表象，又是有表象的意

義，它是雙構的，或多構的。 

2. 意象不是某種意義和表象的簡單相加，它在聚合的過程中融合了詩人的

神思，融合了它的才學意趣，從而使原來的表象和意義都不能不發生實質

性的變遷和昇華，成為一個可供人反覆尋味的生命體。 

3. 由於意象的綜合多端，形成多構，它的生成、操作和精緻的組構，可以

對作品的品味、藝術完整性及意境產生相當內在的影響。
94
 

 

楊義此三點不僅說出了意象的定義，更將在中國文學中意象使用的內涵與手法呈

                                                      
92

 （清）王夫之等：《清詩話》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585～587。 
93

 楊義：《中國敘事學》，頁 296～297。 
94

 楊義：《中國敘事學》，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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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出，從而彰顯意象對文學作品之美感效果的深刻影響。 

  

（二）西方之「原始意象」 

「原始意象」乃針對神話而言，西方學者榮格（Jung）說： 

 

原始意象或者原型是一種形象，它在歷史進程中不斷發生，並且顯現於創

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現的任何地方。因此，它本質上是一種神話形象。這

些意象為我們祖先的無數類型經驗提供形式。可以這樣說，它們是同一類

型的無數經驗的心理殘跡。它們為日常的、分化了的、被投射到神話中眾

神形象中去了的精神生活提供了一幅圖畫。……每一個原始意象中，都有

著人類精神 和人類命運的一塊碎片，都有著在我們祖先的歷史中重複了

無數次的歡樂和悲哀的殘餘，並且總的說來始終遵循著同樣的路線。
95
 

 

他認為許多古代神話、部落傳說不約而同地反覆出現同樣的形象，叫做「原始意

象」或「原型」。之所以反覆出現的緣故，是基於彼此共同的心理基礎，反映出

人類深層共同的經驗。榮格將這種集體無意識的原型發掘出來，加以人工化，賦

予意識的價值，才被同時代人的心靈所理解並且接受，並形成一種特殊烙印的形

式。
96
 

將原型與文學進一步綰合的大師莫德‧博赫金（Maud Bodkin）說： 

  

我所要用的「原型模式」一詞指的是在我們心中對古老的詩歌主題的情感

表現能激起反應的東西。
97
 

 

他將詩歌與神話原型激動人心的本質視為一體，不過他認為這種「無意識的力量」

來源和榮格不同，而是一種社會性傳承的力量，即共同性交往活動塑造和影響了

一種具有特殊的普遍意義的心態。換言之，一種神話意象的傳承與轉變乃是社會

化的結果，是受傳承過程中接受者創作意念以及文化場域、社會結構的交互影響。 

神話意象之傳承與轉變受社會化影響的現象，弗萊稱之為 Displacement，或

                                                      
95

 卡爾‧古斯塔夫‧榮格原著，馮川、蘇克編譯《心理學與文學》》，（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1990 年），頁 91。 
96

 丁寧：《接受之維》，（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0 年），頁 213。 
97

 Maud Bodkin：《Archetypal  Patterns  in  Poetr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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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為「移位」
98
，或譯為「移置」

99
，這種反覆出現的意象，有助於整合統一我們

文學經驗的象徵，正是原型的「置換」連接了不同時代的同類敘述。他說： 

 

我所說的原型（archetype），是指將一首詩與與另一首詩聯繫起來的象

徵，可用以把我們的文學經驗統一並整合起來。而且鑒於原型是可供人

們交流的象徵，故原型批評所關心的，主要是把文學視為一種社會現象、

一種交流的模式。這種批評通過對習俗慣例（conventions）和體裁

（genres）的研究，力圖把個別的詩篇納入全部詩歌的整體中去。
100
 

 

弗萊觸及了原型的接受問題，它在被接受的過程中，可以是一個人物，可以是一

個意象，也可以是從範疇較大的同類敘述中抽取出來的思想，甚至是敘事定勢。

是以神話作為一個母題反覆出現在後代文學作品中，它的指涉是豐富的，有可能

是人物精神典範，有可能是另一種象徵和隱喻，也有可能是思維模式，甚至是敘

事策略。 

丁寧引述萊斯禮‧費德勒（Leslie Fiedler）的言論，指出： 

 

原型作為心理母題，其被掌握的形式存在於無意識的普遍性中，因而往往

不是通過間斷、懸置或其它中介手段而使人得到「分享」，於是曖昧性、

模糊性以及神秘等是隨之而來的必然特徵。
101
 

 

原型正是因為這種曖昧、模糊和神秘的特質與詩歌不謀而合，故常被接受者引用

於詩歌中，使接受主體和藝術對象之間的深刻對應更為貼切密合。於是作品才能

呈現「一種奇異的、未來得及分析的震撼力，一種希冀、恐懼和情緒的潛流，一

種長期沈睡而又永遠令人親近的體驗。」
102

也正如榮格所言，原型之所以具有強

大的審美感召力，就在於它們是「同一類型的無數經驗的心理殘跡」即集體無意

識深深地扭結在一起。正因「每一個原始意象中都有著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的一

塊碎片，都有著我們祖先的歷史上重複了無數次的歡樂和悲哀的殘餘」，其鎔鑄

                                                      
98

 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解剖》，頁 193。 
99

 丁寧：《接受之維》，頁 215。 
100

 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解剖》，頁 142。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普

林斯敦大學，1971 ），頁 99。 
101

 丁寧：《接受之維》，頁 218。 
102

 Maud Bodkin：《Archetypal  Patterns  in  Poetry》，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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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所形成的震撼力及張力才會如此之巨。試看中國文學作品中，如精衛填

海、夸父逐日等神話不斷反覆被引用，再看李白、李商隱等詩中反覆化用各種神

話故事，都使作品予人的震撼力和內蘊的張力在同類作品之上。 

 

（三）「神話意象」 

     西方學者論「原始意象」（原型）多從神話出發，以民族傳承的普遍經驗為

其心理基礎，強調其在文學作品中所呈現曖昧、模糊、神秘感，以提供象徵性、

多義性的詮釋空間。中國論「意象」，不涉及神話，直接在詩學理論中進行闡述。

兩者出發點不同，卻有匯歸之處。神話作為一個原型，常在抒情文學的創作中透

過傳承、增飾、昇華、變異，而成為文學意象，楊義將之稱為的「神話意象」，

他說： 

 

進入敘事文學的神話意象，已不屬於原始神話，而是藉神話的由來或某種

神話素，對人間意義進行特殊的象徵或暗示。在這裡，所謂神話已經被哲

理化和詩化了。作者用他對社會經驗的獨特理解和對文化意義的特殊處

理，過濾、演繹或重構了原始神話的某些因素，藉神話色彩來增強意象的

神聖感、神秘感和象徵的力度。它們是和神話有聯繫的自然物與文化思考

的結合物，它們所展示的不是神話本身，而是神話的「外傳」。
103
 

 

神話意象作為眾多意象類型（自然意象、社會意象、民俗意象、文化意象、神話

意象）之一，他從原始神話中脫胎而出，經文人的抒情手法與心理機制而賦予了

新的意義，在漫長的文學史中積累、變化著。 

    一個神話進入文學創作而成為神話意象後，其類型並非永遠不變，它可能落

入民俗之後，成為民俗意象；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社會共同的記憶，而成為社會意

象或歷史意象，更有可能薈萃古人的文化觀念，而成為文化意象。 

 

 

 

 

 

                                                      
103

 楊義：《中國敘事學》，（南華管理學院，1998 年），頁 324～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