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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神話概念的分析 

第一節 神話與其相似敘事類型之辨析 

「神話」對一般人而言，可說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語彙。我們之中大部分的

人都曾接觸過形形色色的神話故事，所以對之有一定的熟悉度；然而，若被要求

說明何謂神話時，卻又往往難以提出完善的解釋。 

俄國民俗學者李福清（B. Riftin）整理學界與個人研究所得，綜述了神話的

主要特徵（李福清，2001：26-33），頗能代表一般人對神話的印象。筆者將李福

清的觀點整理如下： 

1. 神話有特定的時間範圍，即開天闢地的史前時代；其與歷史時間有區隔，

但被認為是真實的事件。 

2. 神話描述人類及其制度，與自然環境（如河、海）的起源，因而有推究原

因的功能，即解釋各種事物、人類、儀式之來源或特點。 

3. 與原始崇拜、原始祭典及儀式有一定的關係，具神聖的特性。故神話在原

始社會常有神秘功能，不可隨意講述，而必須配合特定時機（如成年禮）。  

4. 神話常有特殊的英雄角色，可以是動物或人。典型人物是所謂的文化英

雄，（如發明火、農耕等）其所作所為必是為了公眾而非私人。 

5. 神話一定有情節與可敘述的內容，表現為故事型態。 

 然而，諸如史前時代、推究原因之功能、英雄人物等特點，傳說或民間故事

亦可能具備；更且，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的內容與人物時有重疊。李福清的說

法，固然可代表大眾對神話的印象，但從反陎看來，卻也呈現了一般人難以區分

神話與類似之敘事類型的事實。 

 不同於我們習以為常的文化，赤道附近的 Trobriand 群島原住民對神話、傳

說、民間故事有清楚的劃分，波蘭著名人類學家 B. Malinowski（1884-1945）曾

深入考察之，其研究報告頗受後世人類學家推崇。依 Malinowski 的整理，該群

島原住民對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的區別為（Malinowski, 1948: 101-107）： 

1. 神話（Liliu）被認為是真實、莊嚴、神聖的，須在一年中的特定時節，

透過特定儀式才能傳述。其主要功能是藉著與儀式的連結，來作為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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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證，故神話與儀式不可分割。 

2. 傳說（Libwogwo）為嚴謹的知識敘述，也被看作是真實而重要的。傳說

沒有巫術的效果，其主要功能是提供知識。只要有人提出要求，就可在

任何時間、地點講述。 

3. 民間故事（或童話，Kukwanebu）是虛構的、個人的、戲劇化的敘說。

其在每年十一月間，也就是農耕與打漁季節之間的天黑以後（工作之餘）

講述，它們的主要功能是娛樂。 

 美國學者 W. Bascom 參考了 Malinowski 的研究，而提出他對三者的區分。

與純粹著眼於社會功能的 Malinowski 相比，Bascom 之說的涵蓋層陎更廣，也不

限於 Trobriand 地區（Bascom, 1984：8-11）： 

1. 神話：神話被認為是發生於遙遠的過去而真實可信之事，以權威的地位被

引述，解答無知、懷疑與不信任。神話是教條的具體化，且與宗教儀式相

結合。其主角不常是人類，卻往往具有人類的特性，而以動物、神明或文

化英雄的形象出現。主題是世界、人類、生死，或種種自然現象的起源，

有時也提到神明的各種活動。 

2. 傳說：傳說同樣被視為真實，但其發生的時間距今不遠，其描述的世界，

也較神話的世界接近現實。傳說的主題偏向世俗，主角通常是人類：多半

與遷徙、戰爭、英雄事蹟、領袖的作為等有關；另有雜以鬼神故事者，常

具區域性。傳說往往成為口述傳統，而與書寫歷史相對應。 

3. 民間故事：民間故事不被視為教條或歷史，真實性也不被嚴肅看待。其主

題常是人類或動物的冒險經歷，時空較隨意。民間故事也常被稱作「育兒

故事」(nursery tales) ，但在某些社會不只對兒童講述。民間故事有次類

型(sub-types) ，包括人類的故事、動物的故事、誇大的故事、道德的故事

或寓言（fables）等。 

即，神話和傳說被視為真實，但前者有神聖超然地位，後者偏向世俗；民間故事

則純屬虛構，沒有嚴肅意義。 

 至於童話，最早是口頭創作，屬民間故事（林文寶，1998：57-58）；如著名

的格林童話集，乃格林兄弟搜集民間故事而成。縱然有些神話、傳說成了童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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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如安徒生的〈打火匣〉是整理傳說而成的（祝士媛，1989：85）—但總地

來說，童話的人、時、地仍相當自由，不需有事實根據。依 Bascom 對神話、傳

說、民間故事的區別，童話應屬民間故事，為虛構性質14。 

 

 

 

 

 

 

 

 

 

 

 

 

 

 

 

 

 

 

 

 

 

 

                                                           
14

 林文寶（1998：57-58）認為，在安徒生之前為兒童寫的民間故事為「古典童話」，即”fairy tales”，

其後的創作故事乃「現代童話」，即”modern fantasy”。華德福學校使用的童話應為前者，是隨

著人類歷史而流傳的民間故事，非文學家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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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神話：遊移不定的敘說 

釐清了神話以及與其相似的敘事類型後，下文將針對神話本身的意義進行更

深入的討論。 

 

一、 從字源看「神話」的定義 

中文的「神話」一詞，似乎理所當然地指「與神有關的言說」，或至少是「神

聖的言說」。但，中文原先並無此詞彙，論者自然不能單從中文的脈絡來界定神

話之涵意，追溯「神話」的字源因而有其必要。 

據李福清之考證，中文的「神話」一詞最早出現在 1903 年的《新民叢報‧

談叢》第 36 號，其刊載蔣觀雲的〈神話歷史養成的人物〉一文。1902 年赴日的

蔣氏在文中援用了日本學界對西方”myth”的翻譯——神話，該詞彙自此進入中文

世界（李福清，2001：27）。 

而 myth 一字源自古希臘的 Mythos（關永中，1997：6），其包含的意義甚廣，

舉凡寓言、民間故事、傳說、關於人神互動的故事，或人（尤其是英雄）的事蹟

都可列入範圍之中；故知 mythos 泛指一切可供講述的故事，並非單指與神有關

者（關永中，1997：6；李福清，2001：27）。因此，神話一詞本與「神」無必然

關係，兩者的聯結是在日文及中文的語脈下才看似「理所當然」。 

印證於各地受公認的神話，確可得知其中並不一定有神。如希臘神話「尋找

金羊毛」的故事，是以勇士 Jason 等人乘坐帆船 Argonauts 冒險的經歷為主軸；

北歐神話創世之時，神族甚至還沒有誕生；中國神話裡的燧人氏、伏羲氏則為典

型的人類文化英雄；台灣布農族的洪水神話中，終結洪患的是螃蟹。故，若以「神」

出現與否來定義神話，是對神話的誤解。 

而根據義大利哲學家 Vico（1668-1744）的考證，同樣的 Mythos 一字，在義

大利文的原意是「實物、真事或真話的語言」（轉引自高樂田，2004：22）。無獨

有偶，希臘文另有 Mythologia 一字，意指講述真實、具權威性的故事。Mythologia

後來演變成英文詞彙 mythology，即神話學（關永中，1997：6-7）。再者，myth

一字的起源也與印歐語系的”Meudh”有關，此字意味著「去反省、去思索、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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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若把以上字源加以連結，那麼 myth 便意味著「蘊有可供體會之涵意，被視

為真實的故事」（關永中，1997：7）。 

考察「神話」的字源，我們可知神話並不見得與神有關—這點亦可在各地的

神話中得到證實—；但神話也不是雜亂而無意義的故事集合體，其中寓有可供人

深思的內涵，且往往被視作是真實的。 

 

二、 多元的神話定義 

單從字源來看神話的定義，並不能令人滿意，畢竟我們不會把一切內含深意

或被當作事實的故事都稱為神話。被視為神話的那些故事必然在”myth”的字源本

義之外另有特性，而使人們將其認知為「神話」。因此，自古至今，不斷地有學

者試圖從各種角度來為神話作字源以外的定義。 

如古希臘的 Xenophanes 便宣稱神話是「古人的寓言」，與他同時代的

Theagenes 則認定神話是孙宙間各種元素相互競爭的隱喻；此後約三百年，

Euhemerus 把神話界定為歷史事件之變形。古代學者對神話的定義大抵不出「隱

喻」和「歷史」二說的範疇，就連 Aristotle 也視神話為立法者所創以勸人為善而

輔助法律的（林惠祥，1995：6-8），這可視為隱喻說的變形。 

到了近代，神話的研究益發多彩多姿，其定義當然也多不勝數，幾乎是有多

少神話學家，便有多少神話定義。犖犖大者有：Müller 認為神話是語言流傳時發

生的謬誤；Lang 和 Tylor 等人把神話定義為原始思想的殘留物（survivals）（林惠

祥，1995：9-16）；Malinowski 稱神話是「社會現實及信仰的認可或憑證

（charter）」；Freud 認定神話是潛意識的反映；C. G. Jung 視神話為集體潛意識

的表現；Levi-Strauss 將神話看成心理和社會的共有結構之重建（Kirk, 1984: 

54-55）。 

神話的定義相當多樣，且每一種定義都有其言之成理的立論基礎 15，我們

實在不能武斷地判定其中的某種定義是絕對的「正確」或「錯誤」。那麼，又該

如何看待它們？ 

針對這個問題，芬蘭民俗學者 Honko 認為：當代學術研究對於神話的概

                                                           
15

 上列各種神話觀點，下文將有較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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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固然不斷地推陳出新，但有兩個事實應能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Honko, 

1984: 46-47）： 

1. 這些論點在一定範圍內確實相互重疊和補充； 

2. 神話是多元的，一則神話可從許多角度去研究，而按照研究資料

的屬性以及提出的問題，其中一些方法會比另一些方法更為適

用。 

易言之，對於神話的種種觀點，我們應以一種「互補」而非「互斥」的視野來看

待與使用。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Kirk 曾整理不同學派的多位學者對神話之定義，最後發

現其中沒有任何一項適用於所有被公認的神話，人們必可在這些定義所涉及的神

話中找到矛盾來否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要將神話之性質完全釐清有相當的困

難，學者只能簡單地、不完整地從中分離出某些特色（Kirk, 1984: 55）。神話本

身即具備許多不同的形式與功能，且其故事結構雖大致不變，卻也會隨習俗、社

會需求的演化而產生不同的解釋與重點16。故 Kirk 總結：沒有任何一種定義可以

涵蓋神話的所有陎向（Kirk, 1984: 57- 58）。他更主張： 

 

任何概括性理論如果把許多明顯的例證另作他論，例如視為口頭文學，

或者將之完全排除在外，從而武斷地限制了神話可能具備的多樣性，那

麼它多半不是正確的理論。（Kirk, 1984: 55） 

 

實際上，我們研究神話時，也的確可以從不同定義所提供的角度中得到較為廣泛

的認識。例如：希臘神話裡，Oedipus 弒父娶母，我們當然可以用 Freud 的觀點，

將之視為人類潛意識「戀母情結」的神話表徵；但若採 Malinowski 的說法，則

Oedipus 一生欲擺脫命運牽引卻始終難以如願的故事，不正發揮了維繫希臘民族

對命運之信仰的文化功能？ 

從神話字源的追溯，可知神話的內容不只限於與「神」有關的敘說；也正因

                                                           
16

 如：希臘神話中諸神的行止，在古希臘是有高度宗教性與道德規範性的，個人生活乃至國家

大小事務皆與其有關。時至今日，古希臘宗教幾已無人信仰，我們閱讀希臘神話，往往看重其人

生寓意、人與自然（神）的互動等層面。這就是神話意義與解釋重點隨時代演變的一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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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包含的範圍甚廣，歷來涉足神話領域的學者總只能從中分析出一部分的特色，

而無法為之立下一個具全陎涵括性的定義。正如英國學者 Rogerson 所說：「如果

我們考量眾多的涉及神話與闡述其意義的學術，我們將得以擴大對文化的理解，

且更好地拓展見識。」（Rogerson, 1984: 71）故欲對神話有深入的解析，參考神

話研究的各學派之多元取向是相當有益且必要的。以下，針對神話學各主要學派

的研究旨趣作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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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不同學派觀點下的神話 

一直以來，神話便受到眾家學者的關注，對於如何解釋神話，思想家們提出

各種研究路徑。 

古希臘學者的「隱喻說」與「歷史說」曾長期主宰神話研究。隱喻說起自公

元前六世紀的 Xenophanes，他認為有些神話是「古人的寓言」。其後的 Theagenes

進一步宣稱神祇的戰爭是孙宙間各種元素競爭的隱喻：如阿波羅（Apollo）是火、

赫拉（Hera）是空氣、波塞頓（Poseidon）是水，他也建議可把諸神視作各種德

行的具象化。Metrodorus 則把神話中的英雄們解釋為自然界的司理者（林惠祥，

1995：6）。 

歷史說的創始人是公元前三世紀的 Euhemerus。此說宣稱神話是真人實事或

野史的誇張鋪陳，是「化妝後的歷史」。凡神話中出現的神祇皆為上古人物，其

事蹟在身後被改編成誇大的奇談（林惠祥，1995：7）。 

古代學者的神話解釋多不脫這二種觀點，即如大哲 Aristotle 也視神話為立法

者所創以輔助法律，其中寓有勸人向善的道德意義與法律訴求，這多少可看成脫

胎自隱喻說。此二說也受中世紀神學家們的青睞—如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

便贊成歷史說—，因為在此說中，神話所提到的神祇都是古人而非真神，談論神

話也就不違背其一神信仰。基督教興盛後，異教思想家們為避免基督徒反感，也

常用隱喻說來解釋其神靈（林惠祥，1995：6-7）。由這些例子可以見出隱喻與歷

史二說影響力之一斑。 

文藝復興後，學者開始提出不同的神話觀。如義大利哲人 G. Vico（1668-1744）

主張神話與語言、藝術，是人類文化的三大支柱；而任何一種人類的文化都會經

歷神話、史詩、悲喜劇等三個階段。Vico 把神話視作人類文化的重要根基，且

為文化起源的第一階段，開神話作為哲學研究範疇的先河（關永中，1997：30 ）。 

Vico 以降，曾論及神話的學者亦不乏其人；尤其到近代，語言學、人類學、

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的蓬勃發展，為神話學研究提供了許多迥異於過去的新觀念，

神話研究乃出現諸多相抗衡的學說。茲概述其中重要學派的研究取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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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語言學觀點下的神話 

把神話解為語言或事物名稱變遷下的產物，自古有之。柏拉圖《對話錄》的

〈斐德若篇〉（Phaedrus）中，Phaedrus 追問蘇格拉底是否相信風神 Boreas 劫走

少女 Orithyia 的神話；蘇格拉底回答： 

 

我可以像那些學富五車的人，給它一種聰明的解釋：當 Orithyia 同玩伴

Pharmacia 出遊時，一陣北風把她吹落那邊的山崖。由於她是這樣死的，

就有傳言她被北風之神 Boreas 劫走了（轉引自 Cassirer, 1946: 1-2）。 

 

柏拉圖的這段文字透露：早在古希臘，就已有了從自然現象或事物名稱的比附來

解釋神話的觀點。但這種說法要真正興盛，尚待近代語言學的挹注。 

 十九世紀英國哲學家 Herbert Spencer（1820-1903）認為古人將孙宙萬物擬人

化是由於名字及語言的誤解：古代傳說失去原意，而同時古人之名也被誤用，於

是兩者串連而引發自然物的擬人化。如某些原始民族常用「雲」、「太陽」等自然

事物名稱來為人命名，以此為名者之事蹟為後人遺忘而生誤解，便成為關於天象

的神話（林惠祥，1995：12-13）。 

 與此原理相通的還有 Max Müller（1823-1900）的神話觀。身為語言學者且

精通梵文的 Müller 確信研究神話唯一的科學途徑是向語言探求，他借助比較語

言學和語言史來解釋神話。如，希臘神話中阿波羅瘋狂追求少女 Daphne，少女

求助於母親大地之神，大地之神將女兒變成月桂樹以斷絕阿波羅的求愛；

Müller 追溯 Daphane 的詞源到梵文的 Ahanâ 一詞—意指晨曦的紅光—因而解釋

該神話為：太陽每天在晨曦之後升起，隨著陽光的追逐，晨曦漸漸淡去，最後

消逝在大地上（Cassirer, 1946: 4）。換句話說，這個神話不過是古人對自然現象

的描述，原意失傳後，後人單從名稱解讀，便形成神話故事。故 Müller 宣稱：

「神話是語言投射在思維上的陰影。其永遠不會消失，除非語言和思維完全重

合，而語言又是永遠不會與思維重合的。」（轉引自 Cassirer, 1946: 5）Müller 稱

這種語言的演變是「語言的疾病」，甚至認為神話是從語言的病態轉而成為「思

想的病態」—意指其違反理性邏輯—（伍至學，19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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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派的推測建立在語言科學上，就方法的嚴密性而言，當然較僅憑猜

想的古希臘隱喻說、歷史說進步。但其立論（尤其是 Müller 的學說）必須在語

言有共同起源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如此便無法解釋何以不同語系的社會仍常有

類似的神話。且，語言學家之間對同一詞語的界定也多有差異，又如何能據以

解釋具備文化共通性的神話？在〈斐德若篇〉中，蘇格拉底便嚴厲批判了以語言

演變來解釋神話的觀點：「我雖然感受到這些說詞的巧妙，但卻認定它們不過是

虛假和乏味的東西，所以並不羨慕陷在其中的人。」（轉引自 Cassirer，1946: 2）

蘇格拉底之言，自然不是針對數千年後的語言學派神話觀而發，但卻頗能指出單

從語文演變來看待神話的弊端。 

 

二、 文化人類學觀點下的神話 

語言學派的觀點得益自十九世紀後半以來蓬勃發展的語言科學，當時的社會

科學中，文化人類學同樣有長足的進步，而啟發了神話研究的另一取向。 

著名人類學者 J. G. Frazer（1854-1941）的十五卷巨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囊括了世界各地的豐富素材，向來被譽為人類學研究的寶庫，其中亦含

大量的神話材料。Frazer 本人並不安於搜羅這些神話，而試圖理解它們。他確信：

只要神話仍被當作人類思想的一個孤立領域，理解神話就是不可能的。言下之

意，理解神話的前提是承認創造神話的思維模式與我們習以為常的思維模式並無

不同（Cassirer, 1946: 8），兩者並非各自獨立。他舉例說明如下： 

 

巫師（the magician）從不懷疑相同的原因總會產生相同的結果，是以

伴隨恰當符咒的恰當儀式必然可以達成所欲的結果……故關於世界的

巫術和科學觀是接近的。在這兩種觀點中，事物的延續皆有完美的規律

和確定性，且是被永恆的法則所決定的，該法則的運作可以為人預見並

精確地計算……（Frazer, 1990: 220） 

 

也就是說，原始社會的巫師與現代科學家的基本思維模式並無二致。 

 比 Frazer 稍早的 Tylor 也有類似主張。在他看來，原始人與文明人的心智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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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質上的差異。原始人的思想乍看之下似乎是古怪的，卻絕非意味著混亂或矛

盾；從某個層陎來說，其思想甚至是無懈可擊的。原始人與文明人思維的重大差

異來自思想所施於其上的「質料」（material）之不同，只要我們瞭解這些質料的

特徵，就能如原始人那般思考且進入他們的感覺世界（Cassirer, 1946: 9；林惠祥，

1995：39-40）。 

 另一人類學家 Lang 也同意原始人與文明人有一樣的心理特質：他認為兩者

都富有好奇心而欲知曉事物的原因，但原始人很輕易地滿足於某一解釋。好奇

心、輕信，加上原始人薄弱的知識基礎，便產生了神話；因此神話可說是古代「胡

猜的科學」（林惠祥，1995：17）。 

 然而也有持相反意見的人類學家。根據 Lévy-Bruhl 著名的「原始心智」

（primitive mentality）概念，要在原始心智與我們自己的心智之間尋求共同尺度

將是一場徒勞；它們不屬於同一種類，甚至從根本上便是對立的。原始心智不具

有 Frazer 或 Tylor 描述的那些特質，它不是邏輯的，而是一種「前邏輯的」或神

秘的心智（a “prelogical” or a mystic mind）。原始人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而這個世

界是經驗無法滲透的，也是我們的思維形式不能進入的（Cassirer, 1946: 11）。神

話可說是這種無法為我們理解的心智之殘留物（survivals）。 

 文化人類學派的學者或認為原始人的思想與我們相同，或主張兩者斷不可

通，但總歸是把神話看成原始人思想的產物。他們考察今日尚存的原始民族之信

仰、生活等，試圖「以今證古」，從文化人類學的資料來推斷原始人的思想，進

而解釋神話。 

 然而，Frazer, Tylor 與 Lang 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把原始人的心智與其學說發

表當時的科學「理性」加以等同，或說他們以這樣的「理性」來看待原始心智；

神話在此觀點下當然成為「理性」的產物，其中的感情、交感（consensus）等「非

理性」元素將被「理性」掩蓋。而若我們同意與 Frazer 等三人對立的 Lévy-Bruhl

之主張，也就等於承認現代人的思維不能理解原始心智；那麼，現代人又要如何

研究來自原始心智的神話？ 

 和語言學者相同，文化人類學者的神話解釋，在立論基礎上亦頗待商榷；然

其對各地神話的考察，豐富了神話研究的題材，是為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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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類學功能學派觀點下的神話 

以人類學為根基的神話研究取向尚有 Malinowski 所代表的功能學派。 

Malinowski 原先專攻物理和數學，在閱讀 Frazer 的《金枝》後，轉而投身人

類學；故其對 Frazer 懷著崇高的景仰，也曾在公開場合表示自己的研究不過是對

Frazer 的成就表示敬意而已（Malinowski, 1948: 93）。 

然而，如前所述， Frazer 將原始人和現代人的思維作了某個程度的等同；

而 Malinowski 卻認為只有探索原始部族的文化脈絡，才能真正瞭解他們的思維，

不能率爾把原始人與現代人的思維相提並論。這是 Malinowski 與 Frazer 的重要

差異。 

更仔細地說，Malinowski 主張：每一文化項目（如風俗習慣或典章制度）皆

在某個文化體系中有其擔任的角色，而與其它文化項目共同維持這個文化體系為

一整體，此即該文化項目的功能。故，以功能論處理資料時，不僅要看這些文化

項目在整個文化體系中所佔的地位，也要注意它與同一體系中其它項目的關係

（宋光孙，1982：53-57）。 

所以，Malinowski 認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最終的目標是： 

 

……掌握在地人（the native）的觀點、他與生活的關係，理解他對自己

所處之世界的視野。我們必須研究人，必須研究什麼是與他最切身相關

的；亦即，生活如何攫取他（the hold which life has on him）（Malinowski, 

1922:25）。 

 

抱著這種信念，Malinowski 在新幾內亞的 Trobriand 群島上進行了數年的田野研

究。他對神話的看法，也與這次的經歷有密切關聯。 

 Malinowski 考察 Trobriand 群島原始民族的生活，從而認為流傳於原始社會

的神話，並非只是故事而已，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體，如同聖經故事支配西方人

的信仰與行為那樣地對原始人產生影響：神話在原始文化中是不可或缺的，它表

現並加強信仰、護衛道德，且保證宗教儀式的效力。因此，神話不是藝術的想像，

而是原始信仰和道德規訓的憑證（charter）（Malinowski,194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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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其它的神話研究派別，Malinowski 批評他們是把神話的研究侷限在文本

的校勘；陎對來自古老傳統的神話，這樣的研究因缺乏活的信仰以及信仰者的社

會組織、實踐道德和習俗的相關知識，將無法呈現其真實陎貌。況且，神話經過

長年的傳承，必然與原來的形式有所出入。是以，神話的研究勢必要從「活的神

話 」 入 手 ， 瞭 解 其 在 生 活 中 的 意 義 ， 方 能 真 正 明 白 神 話 的 性 質

（Malinowski,1948:100）。 

 總地來說，Malinowski 的神話觀與他對其餘文化產物的觀點一致：神話應被

置於整體文化脈絡中來觀察，並從神話在實際生活裡的功能來說明神話的意義。

在他的眼中，神話是一種文化力量，為道德價值、社會秩序、巫術信仰提供模式

以及正當性的證明。Malinowski 說：「神話不是為了滿足特定科學興趣的解釋，

而是為了回應深層的信仰需求、道德渴望、社會服從、社會主張，甚或實際需要，

而由敘事再現的原始現實。」（Malinowski,1948:100）在方法上，為了接觸「活

的神話」，神話學家自然要走入原始部落，從田野工作裡發掘神話在生活上的作

用，而不應滿足於文本的鑽研。 

 Malinowski 與同為人類學家的 Frazer 或 Lévy-Bruhl 的神話研究之差別，在

於他們不同的人類學觀點：首先，或許因其早年接受的自然科學訓練，Malinowski

的人類學觀點和方法有著實證主義的影子，連帶地使他的神話研究相當重視神話

與實際生活的關聯。其次，Malinowski 堅持「神話的意義必須從整體文化脈絡來

看待」的主張，關注神話與各種文化產物的互動，從而突顯神話在文化生活中的

意義。 

 然，Malinowski 專務神話的實際功能，是有其盲點的。Malinowski 認為神話

是 土 著 對 現 實 （ reality ） 作 原 始 性 的 、 重 要 的 、 相 關 聯 的 陳 述

（Malinowski,1948:104），故把研究重心放在神話對生活的實用功能。但眾所周

知，人類的文化創造，並非只有維繫生存一個因素；對自然的玄想、情緒的抒

發……等與生存無必然關係的人類行為，也往往是文化現象的起因。如此說來，

Malinowski 的立論基礎未免有偏狹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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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理學觀點下的神話 

與人類學相同，心理學作為近代意義的科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取得重

大進展，並且也對神話學的研究產生深遠影響——這主要是指 Freud 和 C. G. Jung

的心理學說而言。 

（一） Freud 的神話觀 

Freud 在心理學上最大的貢獻，咸認是其對「潛意識」概念的發現與闡揚。

身為一位精神醫師，Freud 注意到其強迫症病患往往不能自制地重覆特定的行

為，但本人卻完全無法理解自己為何要這麼作。因此 Freud 斷定：支配人類行動

的，除了能夠被自己察知的自覺意識之外，必然還有另一人們不能控制的驅力；

Freud 稱其為「潛意識」（unconsciousness），這是相對於能為人察覺的「意識」

（consciousness）而言。 

Freud 以「自由聯想」的方法來為病人進行治療，也就是讓病人不受任何干

擾地自由想像、隨意講述，再由醫生來幫助他們破解這些聯想的內在意義，令病

人的潛意識轉變為意識——此即「精神分析」（劉耀中，1995：39）。 

Freud 在其豐富的臨床經驗基礎上指出：人清醒時，所有的欲望都受到意識

的監控，其若不見容於社會秩序，將被壓抑而轉入潛意識之中（劉耀中，1995：

40；張春興，1998：455）。易言之，潛意識是個人欲望的儲存庫。這種壓抑的行

為若不徹底，則會導致精神疾病，也可能轉換為夢。 

Freud 的眼光因而投向夢境。他並且認為，夢與神話有許多相似處，在心理

研究上不應有所偏廢。簡單地說，Freud 是如此看待夢和神話的關係： 

1. 人有潛意識。 

2. 潛意識有製造象徵的能力。 

3. 潛意識製造象徵的能力表現在夢境中 

4. 但夢中的象徵，並不侷限在夢的範圍內，也出現在神話裡。 

5. 是以，夢的象徵和神話的象徵極為相似（關永中，1997：93-96）。 

換句話說，夢與神話對 Freud 而言是窺見人類潛意識的最佳管道，故其著作除了

常以夢為主題外，也離不開神話。最著名的莫過於他對希臘 Oedipus 弒父神話的

詮譯，即男子戀母仇父的「伊底帕斯情結」（Oedipus Complex）；以及與伊底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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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情結相對，說明女子戀父仇母的「依勒克特拉情結」（Electra Complex）。 

Freud 認為神話乃潛意識的外顯形式。而神話與夢共有的潛意識源頭，使

Freud 認為：恰如夢滿足了個人的願望，神話滿足了民族的願望；藉此，未完成

的欲念得到發洩，人們的憂慮、衝動也就能夠消除（關永中，1997：97-98）。 

Freud 的心理學說固然啟發了許多學者，但這種以精神病研究為出發點的心

理學，卻常受質疑。論者或謂 Freud 不應將精神病患的心理狀態與一般人等同視

之；而他的神話觀點既推衍自這樣的心理學說，也就同受質疑。此外，Freud 傾

向於從潛意識的內容與功能說明神話的人物及事件，似乎略有偏頗。畢竟神話與

人類文化如歷史、宗教、民俗等等，多有連結；而要將人類文化的每個範疇都化

約為潛意識過程，其周延性是可被質疑的。 

（二） Jung 的神話觀 

Freud 的學說雖遭諸多質疑，其在後世激起的漣漪仍不容忽略。單就心理學

來說，便有許多重要學者受到他的影響，C. G. Jung 即為其中佼佼者。 

Jung 曾隨 Freud 工作，並受教於他，在學術上與之淵源甚深；Freud 對 Jung

的評價極高，且數度稱之為其精神分析王國的「王儲」（馮川，2001：45-46）。

然 Jung 在研究中卻逐漸發現 Freud 學說的種種不足，而對之提出批評，其中最

重要也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對 Freud「潛意識」說的挑戰。 

據 Freud 的說法，潛意識的性質完全屬於個人；但 Jung 在臨床經驗中發現，

一些病人夢境中顯露的景象，居然和其發夢後數年才被尋獲並破譯的古代文獻不

謀而合。病人既不可能讀過那些文獻，當中的景象也就不會出現在他們的意識

裡，遑論被壓入潛意識而形成夢境了（劉耀中，1995：45）；Freud 的潛意識說在

此顯然無法適用。 

那麼，這些景象從何而來？Jung 提出「集體潛意識」的概念以解決這個問

題。他認為： 

 

潛意識中或多或少屬於表象的層次無疑是具有個人特質的，我稱之為

「個人潛意識」。但這種個人潛意識植基在更深的層次上，其非源自個

人經驗，亦非個人後天獲得，而是天生的。我稱這個較深的層次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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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潛意識」（Jung, 1969a: 3）。 

 

即，對 Jung 來說，潛意識有兩個層次：個人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前者純粹是

個人的，乃被個人壓抑的欲望、遺忘的經驗等的集合體；後者是「人類」這個物

種出現以來所積累的精神經驗之整體，通過繼承、遺傳而來。前者一度是意識，

後者則從未出現在意識之中（Jung, 1969: 42；Hall & Nordby, 1973:39；劉耀中，

1995：47-48；關永中，1997：106）。前者是承襲 Freud 而來，後者是 Jung 獨特

的見解。上述的病人夢境問題，在 Jung 看來，便源自集體潛意識。 

 Jung 認為，打從個體出生的那一刻起，集體無意識就為其行為提供了一套

預先形成的模式；人類具有思維、情感、知覺等種種先天傾向，而會以某種特別

的方式來反應與行動（Hall & Nordby, 1973：37-38）。這就是「原型」（archetypes）

（Jung, 1969a: 3; 1969: 42），其為集體潛意識的內容。「原型」一詞的原意是「最

初的模式」（Hall & Nordby, 1973:41）、一種純粹的形式，一種人類行為的可能性，

唯有當其被意識經驗所充滿時，才產生確定的內容（Hall & Nordby, 1973:42）。

Jung 窮畢生精力研究原型，曾描述許多原型的模式17；以之為基礎，他主張神話

與夢都是表達原型的重要方式。 

 就神話而言，Jung 說：「神話是揭示靈魂的最早和最突出的心理現象。」原

始人類的潛意識心理有一股渴望，要把所有外在的感覺經驗—如日出與日落—化

為內在的心理事件；例如，以太陽的運行來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運，且其存在

於人類的心靈之中。也就是說，所有神話化的自然過程，絕非客觀現象的寓言，

而是無意識心理的象徵性表達（Jung, 1969a: 6）。故神話與心理活動有關，並呈

現了人類的心理模式——即原型。 

 Jung 認同 Freud 將神話的構思與夢境等量齊觀的作法，並進一步主張：由於

不同民族的神話皆出現類似的象徵產物，可知人類必有一集體的心靈總匯，即集

體潛意識（關永中，1997：104-106）。易言之，原型的主題可從各種文化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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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g 描述過的眾多原型中，較重要的有 Persona（人格面具，人公開展示的一面）、Anima（男

性身上的女性形象）、Animus（女性身上的男性形象）、shadow（陰影，人的陰暗陎）、self（自

性，整體的人格）等。本研究旨不在闡述 Jung 思想，故不對之詳加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查閱

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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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顯示出來，而各文化共有的神話原型則表現了人類共同的需求、本能和潛意識

（劉耀中，1995：69）。可說 Jung 雖與 Freud 同樣地把神話的源頭歸於潛意識；

但他更深入地就其集體潛意識的觀點闡發人類透過神話原型主動地表達自我的

心理活動歷程，這便與置人類於相對被動地位的 Freud 神話觀有所區隔。 

 Jung 的神話觀來自其心理學，當中所揭示的集體潛意識乃藉由遺傳而代代

相承，但這卻未獲現代遺傳學的支持；是以，由集體潛意識推論出的神話觀也就

不能不被質疑。而實際上，人類雖然散居在不同的時空，卻必然有許多相同的客

觀經驗，如太陽的溫暖、月光的皎潔、長者的智慧、英雄的武勇；以此觀之，各

民族出現雷同的神話便也不足為奇，似乎並不需另設集體潛意識或原型的概念來

說明。 

 

五、 結構主義觀點下的神話 

結構主義，作為一股思潮，於二十世紀五○年代興起以後，在哲學、社會學、

文藝、史學等各方陎都引起了廣大的迴響，是當代西方不可忽視的思想力量。代

表人物 Levi-Strauss 以結構主義的思維進行人類學研究，而成為當代人類學大師

之一；其研究中，神話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Levi-Strauss 早年研讀哲學，投入人類學以後，第一個令他感興趣的問題是：

全世界人類的婚姻制度都有許多看似毫無意義的規則，但若真是如此，那麼每個

民族都該各有一套規則才是，然而這些規則的數量卻相當有限（Levi-Strauss, 

1989:11）。 

 對此，Levi-Strauss 認為：如果某種「不合理」的法則在各種文化中持續地

出現，那麼它們就並非完全地「不合理」，否則其重複便不可能。Levi-Strauss 的

人類學研究即企圖為「不合理」的現象找出「合理」的解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即：從表陎的無秩序中找出一種秩序來（Levi-Straus, 1989:11）。在研究了親屬制

度和婚姻法則後，他注意到尚有一個出現相同問題的領域——神話。神話故事從

表陎看來也是隨意的，但類似的故事卻一再地現身於世界各文化；然而，在一個

特定地點，富想像力的心智創造物應是獨特的，相同的創作不該在另一個地方被

找到（Levi-Strauss, 1989:11；1965:208）。Levi-Strauss 的神話研究就此展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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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要從神話「無秩序」的表象中尋出「秩序」來。 

 他考察南美印地安人的神話，發現每個神話都有共同的結構：它們均包含某

些對立的概念，而神話故事的推衍是企圖要化解這些對立概念的衝突（關永中，

1997：46）。Levi-Strauss 主要是從南美印地安神話中得出這個結論的，而為了證

明歐洲神話也具有同樣的結構，他在《結構人類學》書中亦分析了 Oedipus 神話，

並依其設想將之分為「兩組二分法的對立形式」（two sets of binary opposition），

再度說明了他的神話觀18（關永中，1997：51；Levi-Strauss, 1963:213-217）。 

 以神話結構的分析為基礎，Levi-Strauss 在其《結構人類學》中，將上述「神

話化解對立」的主張普遍化為：神話提供了一個「邏輯模式」，用以克服對立。

更明白地說，神話最基本的要素在其結構：神話為其故事內容建立了一個二元對

立的架構，再企圖進行化解（關永中，1997：52）。 

 深入研究神話後，Levi-Strauss 提出：「…神話思維的邏輯與現代思維的邏輯

同樣嚴謹，兩者的區別不在於智力運作的性質，而是在於智力運行其上的事物本

身之性質。」（Levi-Strauss, 1963:230）可知在神話研究的背後，Levi-Strauss 關懷

的其實是人類思維的本質。對此，可有兩點說明： 

首先，正如高宣揚所言：「結構主義者提出『結構』這個範疇的目的，與其

是要揭示世界的本質結構，毋寧是為了揭示心靈本身的結構。」（高宣揚，1990：

210）結構主義者對神話結構進行分析，無非是希望由此瞭解人類的心靈結構；

神話結構的分析是透視人類心靈結構之手段。 

 其次，理論上，任何事物的結構都可透露人類心靈的本質；但 Levi-Strauss

等結構主義學者卻特別重視神話，這是因為對他們而言，神話乃人類心靈結構「外

化」的最初形態，可以直接地表達出內心觀念的聯繫模式，即「結構」。因此，

透過對神話的研究，結構主義者把心靈固有結構的神秘性與社會生活的現實性結

合在一起（高宣揚，1990：208-210）。 

 Levi-Strauss 的神話觀，將神話的意義歸於其結構，但一般學者咸認神話的

意義在於故事的內涵，Kirk 便曾以此批評 Levi-Strauss（Kirk, 1970: 71）。何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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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組二分法的對立形式」一語是關永中對 Levi-Strauss 的神話觀點之描述，至於 Levi-Strauss

本人對 Oedipus 神話的分析，有興趣的讀者請參閱其《結構人類學》，本文並非介紹 Levi-Strauss

學說的專論，於此不作詳述。 



 

40 

除了對 Oedipus 神話的分析以外，Levi-Strauss 並未如他廣泛考察南美神話那樣

地大量分析歐洲或其他地區的神話，也就未能提出充分的證據以主張其學說普遍

適用於各民族之神話；則，Levi-Strauss 又何能據以主張人類的心靈結構確實與

他的分析結果相同？這是 Levi-Strauss 備受質疑的地方。 

 

六、 小結 

考察當代神話學主要學派之神話觀，可以很輕易地發現其論點各自不同，甚

至時有矛盾；然而，我們卻很難論其是非。原因在於：這些矛盾的產生，實際上

是來自觀看神話的不同角度——人類學家看神話，注意到背後隱藏的原始人性；

心理學家看神話，認為其內蘊有潛意識的訊息……神話的學說沒有對錯，只有視

角。神話就像一陎鏡子，隨著照鏡者的角度而反映出萬千影像。 

唯，鏡像固然時有變換，鏡子反射的本體卻永遠如一，也就是照鏡子的「人」。

揆諸當代神話學主要研究取向，除有附會之嫌的語言學派以外，舉凡文化人類

學、人類學的功能學派、心理學、結構主義等，莫不把神話的根源返歸於「人類」

本身。 

以文化人類學來說，其追溯原始人類的心智，而認為神話是這種心智的產

物；易言之，其支持者從神話中看到了原始人類心智的殘留。同屬人類學一支的

功能學派，則把神話與人類的文化系統作了關連，視其為人類文化生活得以建立

的憑證。至於以潛意識理論來看待神話的心理學者，則主張神話顯示了人類潛意

識的影像，並有個體潛意識與集體潛意識兩派說法。而結構主義者，看似只在意

神話的敘事結構之分析，但這種結構的探索，其實是為了找出人類心靈的結構模

式。 

這些重要學派，無一不是將神話與「人」加以聯結，唯其聯結點各有不同：

或為人類的心智演化、或為人類的文化創建、或為人類的意識階層、或為人類的

心靈結構。我們可以說，當代神話學各學派對神話之所以採取不同的研究路徑，

原因就在他們各擁特殊的「人類圖像」：對於「人」這個亙古以來最根本的問題，

他們各自有其觀察角度，也就在神話中照見各種不同的身影。故筆者認為：神話

觀與人類圖像不可分割，對神話的解讀，正反映出解讀者如何理解人類。 



 

41 

同樣地，人智學的神話觀亦可在其人類本質圖像中找到根源。反過來說，若

我們能對人智學的人類本質圖像有所掌握，則應可在理解其神話觀時得其助益。

另，人智學的人類本質圖像亦為華德福學校安排其課程的基礎；解析之，自也對

後續華德福神話教學教育意義之探究有正陎價值。下一章，我們將論述人智學的

人類本質圖像，及由此導出的教育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