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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罔象一詞首見於戰國初期的《國語》：「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恠，曰龍

罔象；土之恠，曰羵羊」，文獻中可見為自然精怪的形象，而罔象亦為罔兩、象罔、

魍象、罔像、罔瀁、無傷、亡殤、彷徨等不同的名稱，推測應為古音、方言與音

轉的關係，「罔象」二字是記音的聲符，不可拆解。 

罔象是上古萬物有靈信仰中的一環，而其本質是人類面對原始空間心中產生

恐懼的具象化。探究罔象繁雜且多元的演變，可以得知人類上古社會從原始步入

文明的過程中對空間所產生的複雜心理，罔象最初是單純的自然精怪崇拜，後來

成為傳說與習俗、思想與宗教、詩賦的典故、儺舞與儺儀等的精神文化，在物質

文化上，則有方相氏與面具。 

本文將以罔象與罔象文化為討論對象，用意即在於探討罔象作為恐懼的心理

象徵所代表的文化意義。文章將先考察罔象在文獻的記載與前人研究的結果，並

釐清罔象在各種異名與異形之間的關係，其次則以儀式與心理二個層面探討，最

後將罔象對人類活動所產生的影響與遺存作一整理討論，意在展現罔象文化的意

義。 

 
 
關鍵詞：罔象、罔兩、方相氏、恐懼、厭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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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rm”Wang Xiàng” first appeared in Guoyu, the ancient book of early Warring 
States period. It says: “Monsters of wood and stone are called Kuí-Wǎngliǎng; Monsters 
of water are called Lóng-Wǎngxiàng; Monsters of earth are called Fěn Yáng”. 
According to related literatures, Wǎng Xiàng refers to monsters that exist in the nature. 
There are different substitution terms for Wǎng Xiàng, which could be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ces of ancient pronunciation, dialects and sound change, such as “Wǎng liǎng”, 
“Wú Shāng”, etc. Wang Xiàng comprises two words; however, they are interpreted as a 
single sound symbol in Chinese, which emphasizes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term rather 
than the actual meaning of each word. 

Wang Xiàng is part of the ancient Animism. It embodies the great fear existed our 
ancestors when they faced the unknown. By investigating the complicate and diverse 
evolution of Wang Xiàng, we can peep into the complex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changes that accompanied our ancestors when they stepped into cultural society. Wang 
Xiàng cultural started as a simple worship of natural monsters, which gradually evolved 
into elements of spiritual culture, such as legend, custom, ideology, origins of poets and 
odes, Nuo dance Nuo ceremonies, and material culture, like Fāng xiàng shì and masks. 

In this article, we investigate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Wang Xiàng and its 
related cultures as they embodied the fear inside ancient humans. We first studied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literature references to clarify the interconnections among 
Wang Xiàng, its substitution terms, and different monster figures. Secondly, we focused 
on ritual ceremonies and human psychology. At length, we discussed how does Wang 
Xiàng impact human life and its remains in modern society to exploit the meaning of 
the culture it represents. 
 
 
keywords：Wǎng xiàng, Wǎng liǎng, Fāng xiàng shì, Fear, Evil-suppr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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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洪荒時代，原始初民對觸目所見都有一個稱呼，飛鳥游魚，蟲獸鱗介，少見

的精物怪異也有所稱呼，罔象被記載於許多典籍之中，實為何物？在漫長的中國

歷史裡又以怎樣的面貌存在？比起罔兩、魍魎，甚至是魔神仔這些耳熟能詳的詞

彙，罔象對今人而言，較少為人知。 
本章將以研究動機為出發點，接續闡明本論文所欲探討的範圍、其涉及年代

與文化定義，對文獻典籍作一概說，並說明論述的架構為何，最後整理爬梳前人

研究，以求前人對罔象形象研究中所看出的重要的訊息，如罔象形象是如何變化、

發展的？其變化、發展的原因又是什麼？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比起鄰近國家日本等其他民族蓬勃的神話發展，除了神話的流傳與創作，其

中更包含了民俗志怪的人文精神，一如日本的民俗學者柳田國男（1875-1962）等

相關領域專家的研究。中國雖有《山海圖》、《瑞應圖》、《白澤圖》等相關志怪圖

文，但流傳至今多為殘缺；其中對《山海經》的研究論文最為眾多，在學術研究

中有袁珂（1916-2001）、李亦園（1931-）跟馬昌儀（1936-）等人將神話典籍與論

文作整理編輯刊行。但對於這些上古的妖怪、畏獸等，作一系列的深入探討，則

尚有許多可以研究論述之處。此為本研究的遠因。 
再者，中國的「夏鑄九鼎」與「白澤神獸」除了具有知曉與識別精物鬼怪的

能力之外，尚有特殊神聖的功能性，如葛洪（283-343）在《抱朴子．登涉》中所

言：「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1此文

中將白澤、九鼎並列，則二者在內容上、功能上，有相似的目的訴求，對其神秘

又具有探討性的神話魅力，即為啟發研究動能的源頭。 
在這二者所流傳至今可見的文獻資料中，不約而同地記載了「罔象」條目，

則罔象究竟為何？所代表了什麼樣的文化意涵？與罔象近似而相依的罔兩一詞研

究者較多也較廣為人知，相對的，今人對罔象則印象淡薄，只得食肝腦的精怪或

是罔象得玄珠的哲學意象，二者乍看相去甚遠，則其中有何異同處？且罔兩至今

辭彙仍存，罔象卻已然消逝，這其中為何因故？罔象一詞有著許多疑惑，然尚無

人對此有所探究；故本論文主要研究對象將針對罔象，且對其所代表的文化意象

作一探討，試欲在文化研究的議題上補其所不足處。 

                                                      
1 ［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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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在文本的涉及年代，主要皆以先秦為主，從《國語》的「水之恠龍罔象」2、《莊

子．達生》的「水有（岡）罔象」3、《莊子．天地》的「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罔象在先秦記載如上述各書中所提及。而以下文獻則是由後人注釋中將之與罔象

作一連結：《尸子》的「有人，名曰無傷」4乃至《睡虎地雲夢秦簡．日書．詰咎》

中的「人恒亡赤子，是水亡傷取之」5後人皆將無傷、亡傷注解為罔象；《周禮．夏

官．方相氏》與《周禮．秋官．壺涿氏》二文中雖未提及罔象，但後世注解將方

相氏與壺涿氏所驅擊的對象定為罔象。故在此一併詳述。 
罔象一詞最早見於戰國初期的《國語》。罔象在《國語》中並不是通篇的主角，

只是做一個少見的自然現象排比。《莊子．達生》與《淮南子．氾論訓》中雖提及

罔象，但同為排比的舉例而非闡述的主體。在諸多文獻文物中所見的罔象形象中，

以《莊子．天地》篇中的「罔象求玄珠」與《睡虎地雲夢秦簡．日書》中所言及

的「亡傷取赤子」，對罔象的形象有較明確的描述。 
漢代的古今文之爭，解經之風氣盛行，加上特殊的政治文化思潮，使得罔象

的形象在漢代有著重大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食肝腦的形象與儺儀式的結合，

主要見於〈東京賦〉、〈廣成賦〉、《論衡》以及《風俗通義》等文章記載。漢代的

罔象形象隨著漢代厚葬之風影響而轉變，而後的魏晉六朝因崇尚自然與薄葬，在

文獻記載中見於志怪；隋唐盛世文化見證了儺儀式的轉變與結束，罔象形象見於

唐詩與筆記小說記載，如《搜神記》、《封氏聞見記》、《酉陽雜俎》乃至唐詩常用

典故，清代編輯的《唐詩三百首》中收錄使用罔象典故的唐詩共計十三首。 
自漢至唐因為儀式盛行一時，至唐代中晚期隨著儀典的沒落而式微。而經過

先秦兩漢長時間的文化浸染，罔象已成為詩賦的典故來源，屢屢出現於文學作品

作為精怪的象徵或明志的隱喻，而這亦顯現了罔象的轉變與消褪，已從肅穆的儀

式走入民間風俗文化的精神層面。此後罔象一詞多見收於類書，漢、唐、清代因

考經學盛，對其注解相對得多；宋代僅保守傳抄，未見新意。 
明清以來由於文字獄的箝制，考據學盛，存於先秦經典的罔象亦被重新提起

與注解，遲至晚清，由於西學東漸，隨著西方科學的介入，考古科學的初露鋒芒，

有王國維（1877-1927）、江紹源（1898-1983）先生等人的考據研究，至今日對出

土文物的考證所提供的新資料，遂有了像是江玉祥（1945-）四川大學博物館所發

表的〈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象牙〉、劉樂賢（1964-）所著《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

                                                      
2 ［漢］韋昭注：《國語》（臺北：中華書局，1965 年），頁 68-69。恠即怪。 
3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650-654。 
4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414。 
5 〔周〕尸佼：《尸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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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書，新的科學研究方法與新視角的切入，罔象有了新的詮釋、討論與探究。 
綜合以上所述，罔象見於先秦，在漢代有所轉變，在唐代式微，在晚清被重

新詮釋與定義。以下將罔象、象罔、罔兩、無傷、亡傷等相關異名的出處與相關

注解列表說明： 
表 1-1 罔象、象罔、罔兩、無傷、亡傷等相關異名的出處與注解 

年代／

作者 

文獻． 

篇章 
內文 注解 

[戰國] 

B.C.47

5-B.C.

221 

國語． 

魯語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

「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

之怪曰羵羊。」 

[東漢]賈逵注：罔

兩、罔象，言有夔

龍之形而無實體。 

[三國吳]韋昭注：

或曰罔象食人，一

名沐腫。 

[戰國] 

B.C.35

0-B.C.

250 

莊子． 

天地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

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

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

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清]俞樾：罔像是

無體相，罔兩為無

影 

[清]馬敘倫：罔象

為忘象 

莊子． 

達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

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

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

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

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

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

有履，灶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

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

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 

[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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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 

B.C.30

6-B.C.

217 

睡虎地

秦簡．日

書．詰咎 

人恒亡赤子，是水亡傷取之，乃為灰室而牢之。 
今人劉樂賢：水亡

傷即水罔象 

[戰國] 

B.C.30

0-B.C.

100 

周禮． 

夏官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

以戈擊四隅，驅方良。 
 

周禮． 

秋官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

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

陵。 
 



4 

[西漢]

劉安／ 

B.C. 

206 

-A.D.9 

淮南子． 

氾論 

山出梟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

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東漢]高誘注：罔

象，水之精也。 

淮南子． 

道應 

罔兩問于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

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

四通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

而不可為象，俯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

之！」 

[東漢]高誘注：罔

兩，水之精物也。 

[晚清]陶方琦云：

罔象、罔兩，古訓

亦不甚分。 

[西漢]

司馬遷

／

B.C.10

9-B.C.

91 

史記．孔

子世家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

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

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

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漢] 

B.C.20

6-220 

孔子家

語．辯物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於孔子曰：

「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

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

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西漢]

王褒／

B.C.73

- 

B.C.49 

洞簫賦 薄索合沓，罔象相求 

[ 唐 ] 李善注：罔

象，虛無罔象然

也。 

[西漢]

劉向／

B.C.77

-B.C.6 

九嘆． 

遠遊 

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 

祝融戒而還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 

[宋]朱熹集注：罔

象，水盛貌。 

[西漢]

劉向／

B.C.20

6-9 

說苑． 

辨物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

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罔兩，水之

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東漢]

衛宏／

約

25-57 

漢舊儀． 

補遺下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帥百吏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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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

張衡／ 

78-139 

昭明文

選． 

卷三．賦

乙．東京

賦 

爾乃卒歲大儺，敺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

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

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

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

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

八靈為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

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

罔有不韙。 

[三國吳]薛綜注：

罔象，木石之怪 

[ 北宋 ] 廣韻虚：

魖：魖耗．鬼又夔

魖罔象才石之怪

也。 

[東漢]

許慎／ 

100 

-121 

說文． 

虫部 

蛧：蛧蜽，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蛧蜽，狀如三歲

小兒，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从虫网聲。國語曰：

「木石之怪夔蛧蜽。」蜽：蛧蜽也。从虫兩聲。 
 

[東漢]

應劭／

約 153 

-196 

風俗通

義．佚

文．喪祭 

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敺

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

側以禁禦之，而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

子，謂曰：「此名為蝹，常在地中食人腦，若殺之，以

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側皆樹柏。 

今人王利器案：周

禮夏官「敺魍象」

作「敺方良」，釋

文：「方良：上音

罔，下音兩。」 

凡祭祀先祖，所以求福。方者，興旭；相者，所以威厲

鬼，敺罔像；方相欲以驚逐鬼魅 

器案：續漢書禮儀

志中注、通志禮引

漢舊儀：「方相帥百

隸及童女，以桃弧

棘矢土鼓，鼓且射

之，以赤丸五穀播

灑之。」 

亡人魂氣飛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體魌魌然盛大

也。或謂魌頭為觸壙，殊方語也。 

魌即荀子非相篇之

倛，楊倞注：「倛，

方相也。」又引韓

侍郎愈曰：「四目為

方相，兩目為倛。」 

[三國

魏]張

揖／約

在 227

前後 

廣雅． 

釋天 
水神謂之岡象。 

 



6 

[晉] 

干寶／

317 

-345 

搜神記． 

卷十二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

「吾穿井其獲狗，何耶？」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夔，『魍魎』。水中之怪，龍，『罔

象』。土中之怪曰『賁羊』。」夏鼎志曰：「『罔象』如三

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

食。」王子曰：「木精為『游光』，金精為『清明』也。」 

 

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

夏鼎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

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

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賈』與『地狼』

名異，其實一物也。淮南畢萬曰：「千歲羊肝，化為『地

宰』；蟾蜍得『苽』，卒時為『鶉』。」此皆因氣化以相

感而成也。 

 

[東晉]

支遁／

314 

-366 

詠懷詩 
「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 

「邁度推卷舒，忘懷附罔象」  

[南朝

宋]. 

范曄／

420 

-445 

後漢

書．張衡

列傳 

偃蹇夭矯彧以連卷兮，雜沓叢侦颯以方驤。戫汨飂戾沛

以罔象兮，爛漫麗靡摆以迭逿。  

後漢

書．馬融

列傳 

載廣成頌云： 

 

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

橫天溝，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

走蜮祥，梢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紲墳羊 

 

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籍鯨鯢，然後方餘

皇 

[唐]李賢注引周禮

作「水蠱」。疑應作

「水蠱」。炮土之

鼓，即瓦鼓，亦稱

土鼓，以陶爲匡，

以革爲兩面。壺亦

以陶爲之。「涿」借

作「椽」，椽，擊之，

故此職稱壺涿氏。

神，水神，龍罔象。

以榆木穿孔，象牙

貫之，如十字形，

沈于水。神即死，

深淵變成陵穀。此

古驅水神之術。 

後漢

書．卷十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

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製，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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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禮儀 大鞀。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

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

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

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

子和，曰：「甲作食兇，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

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

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

追惡凶，赫女(汝)軀，拉女(汝)幹，節解女(汝)肉，抽女

(汝)肺腸。女(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因作方相與十

二獸。嚾呼周偏，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

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

中。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櫑、

葦茭畢，執事陛者罷。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

特侯、諸侯云。 

後漢

書．卷十

六．禮儀

志下 

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立乘四馬先驅。  

[南朝

齊] 

張融／

444 

-497 

答周顒

書 
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罔象以捫珠。 

 

[唐] 

李白／

701 

-762 

感時留

別從兄

徐王延

年從弟

延陵詩 

深心紫河車， 

與我特相宜。 

金膏猶罔象， 

玉液尚磷緇。 

 

[唐] 

封演／

756 

-800 

封氏聞

見記．卷

六．羊虎 

風俗通云：「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驅罔象，罔象好

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側，而罔象畏虎與

柏，故墓前立虎與柏。」或說秦穆公時，陳舍人掘地得

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謂蝹，常

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殺之，以柏束兩枝捶其首。」由是

墓側皆樹柏。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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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段成式

／ 

803? 

-863 

酉陽雜

俎．卷十

三．尸穸: 

周禮：「方相氏區又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

與柏。墓上樹柏，路口致石虎，為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

「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柏插其

首。」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為樂喪。魌頭，所以存亡

者之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

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人欺。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

俄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五代

十國]

約 897 

-979 

文始真

經．五鑑 

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

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

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

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

已；至于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

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

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

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宋]梅

堯臣／

1002 

-1060 

送聖民

學士知

登州詩 

願言試歷覽，聞見欲以廣。海晴望石橋，神仙事𢠵怳。 

始皇安得長，陰怪役罔象。橋斷水無涯，焉知有方丈。 

邇者地出金，發掘懷沃壤。良民皆逐末，茲事誰用長。 
 

[明] 

約

1669 

性命圭

旨．崇正

篇 

寒淵萬丈睡驪龍，頷下藏珠炯炯紅。謹密不驚方采得，

更依時日法神功。蓋采者，以不采而來之。取者，以不

取而取之。在於靜定中，有非動作可為也。昔黃帝遺其

玄珠，使知索，使離朱索，使吃詬索，索之皆不得，乃

使罔象，罔象得之。罔象者，忘形之謂也。必忘形罔象，

然後先天一氣可得。 

 

[清] 

孫元衡

／康熙

44 年

乙酉

1705

年 3 月

17 日

晚上 

乙酉三

月十七

夜渡海

遇颶天

曉覓彭

湖不得

回西北

帆屢瀕

於危作

歌以紀

其事 

南箕簸揚北斗亂，馬銜罔象隨蛟犀。 

暴駭鏗訇兩耳裂，金甲格鬥交鼓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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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典籍文獻來看，「罔象」一詞見於《國語》中的魯語下卷，言季桓子穿井掘

土，發現怪物一事，因眾人皆未知是何物而感到驚疑，學識淵博的孔子解惑。東

漢末賈逵（30-101）注：「罔兩、罔象，言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6罔象罔兩都是

無體無相之意，與夔、龍連結合稱，是以為有夔龍之形而沒有實體的妖怪，夔與

罔兩、龍與罔象皆混合名。三國吳韋昭（204-273）注： 
 
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騷」或作𤢖，富陽有之，

人而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蝄蜽山精，傚人聲而迷惑人也。龍，神獸也。

非常見故曰恠。或曰：罔象食人，一名休腫。7  

 
提出木石即為山，且將越人地方傳言的「山繅」與蝄蜽山精作為一談，點出

猴身獨足，是一種會倣人聲來迷惑人的山中妖怪。並記載了罔象食人的說法。 
在《莊子》中的〈天地〉、〈達生〉也分別提及，天地篇中講的是黃帝遊赤水

北，遺失了玄珠，使知、離朱、喫詬皆未得，唯有罔象得玄珠。達生篇則是講齊

桓公遇鬼一事，文中提及罔象，亦為無傷，或寫作亡傷。唐陸德明（約 550-630）
曰：「罔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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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9 
大陸學者劉樂賢的《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中《日書．詰咎》中有：「人恒亡

赤子，是水亡傷取之，乃為灰室而牢之。」10引《莊子．達生》「水有罔象」，認為

「水亡傷」即「水罔象」11。「溺人」很明確，指溺水淹死者。《禮記．檀弓上》：「死

有不弔者三：畏、厭、溺。」12都是指非理橫死而不合弔哭者，而所謂「溺」，鄭

注、孔疏都指『「不乘橋舡」而死於水者』13。此處的水亡傷就是指被水淹死的未

成年者。溺水而死者為害生人，故須採取巫術以詰剋之。 
在先秦文獻中還有記載於《周禮．夏官．司馬》中，主持儺儀式驅疫鬼的方

相氏，記載於與掌除水蟲殺水神的秋官壺涿氏，文中雖未提及「罔象」，後世的註

解中卻與罔象──或寫作魍象──緊緊相連。比起方相氏行大儺敺魍象相對的廣為人

知，壺涿氏雖更直接言明所除的是罔象，但至東漢，反而是方相氏敺魍象更叫世

人接受。同時也將自然精怪的形象漸漸轉為風俗習慣被保留下來。 
由先秦至西漢劉向成書的《楚辭》，其中的〈九嘆．遠遊〉有形容水盛大洶湧

狀態的句子，以辭賦的排比性加上前後句文意，得罔象應為單純的形容詞：「指炎

                                                      
6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0 年），頁 9。 
7 ［漢］韋昭注：《國語》，頁 68-69。 
8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三冊，頁 650-654。 
9 〔周〕尸佼：《尸子》，頁 61。 
10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頁 230。 
11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三冊，頁 650-654。 
12 王夢鷗註釋：《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 年），頁 96。 
13 楊華：《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臺北：五南書局，2007 年），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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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祝融戒而還衡兮，

騰告鸞鳥迎宓妃。」14可知南方楚地罔象二字是一種與水相關的基本義。 
漢初的《淮南子．氾論訓》列舉許多例子強調精神與身體的交互關係。叔孫

敖能不為去職罪祿而擔憂，荊佽行船遇雙蛟夾繞能不驚懼，都是因為精神內守的

功夫，使遇外物迷惑能不受影響。喝醉酒的人能臨高牆而不畏，無視江淮之深廣，

是因為酒醉茫然影響判斷；膽小的人，夜晚行走都能以為路邊石頭是鬼是虎而擔

驚受怕，是恐懼影響他的氣場；天地萬物，種類繁多，以天地的無限性侷限個人

的有限性，使人們見到水裡有魚蝦不感到奇怪，卻反而驚奇於水裡有罔象，這都

是見識淺薄的關係。以文中所言，正可與齊桓公見鬼的涵義相呼應。 
自後，受漢武帝獨尊儒術故，罔象的記載主要在與孔子有關的季桓子穿井一

事，如劉向所著《說苑．辨物》15與司馬遷的《史記．孔子世家》16乃至後來陳士

珂的《孔子家語．辯物》17，分別載之。 
另外，西漢王褒〈洞簫賦〉中，有「薄索合遝，罔象相求。」18以罔象求珠的

隱喻作為文學的陳述以表懷才不遇之困。 
衛宏（約 25-57）的《漢舊儀》補遺下卷、應劭（約 153-196）的《風俗通義》

今編入佚文的〈喪祭〉。其普遍性不只存於類書編撰，亦見於文學篇章中，如張衡

（78-139）的〈東京賦〉。 
三國魏時的博士張揖（?-?）所著的《廣雅．釋天》：「水神謂之岡象」19與現存

敦煌的兩卷殘本《白澤精恠圖》：「入淵而畏者，呼曰罔像」20 
晉干寶（317-345）《搜神記》卷十二將原本季桓子穿井的事件加上夏鼎志，將

罔象做進一步陳述，使小兒形象從註解一抬至正文：「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

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21夏鼎志今只見於《搜神記》《法苑

珠林》二書中引用，且引用內容同為罔象這一條，是否真有其書未可得知，後見

的《白澤圖》更可在內容上相為呼應：「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

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22夏鼎志與白澤圖為了辨神姦而設，

是以對形象與功能的描繪更重於原典，這點特色正可與古籍作一對照，也更接近

民間與實用性。白澤圖也未必黃帝時作，今見記載於清代馬國翰（1794-1857）的

《玉函山房輯佚書》與清代洪頤煊（1765-1833）的《經典集林》，各記載四十餘條，

                                                      
14 ［漢］劉向，傅錫壬註譯《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6 年），頁 132-133。 
15 〔漢〕劉向：《說苑》冊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182 頁。 
16 〔漢〕司馬遷：《史記》冊五，卷四十七（臺北：中華書局，1982 年），頁 6。 
17 〔清〕陳士珂輯：《孔子家語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10。 
18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附考異》〈王褒：洞蕭賦〉（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

司，1991 年），頁 424。 
19 〔魏〕張揖撰，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冊六，卷九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077。 
20 知北遊：〈白澤精恠圖（釋文）〉，原文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c4f8f10100hijf.html， 
日期：2016/05/20。 
21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 12（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146。 
22 〔清〕洪頤煊輯：《經典集林‧白澤圖》卷三十一，清嘉慶年間刊行，年份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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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無圖；後又發現敦煌本〈白澤精恠圖〉兩殘卷分別編號 P.2682 與編號 S.6261。
P.2682 有二十幅彩圖，P.2682 雖只有九條，圖文亦有殘缺，且敦煌本已非原貌，加

入了許多唐傳奇的文學風格與變文的宗教想像，但二卷仍是重要資料。即夏鼎志

與白澤圖即使為後人作亦會根據歷史定位而著。 
東晉高僧支遁（314-366）五首詠懷詩中亦有罔象求珠之隱喻，將道家形上的

哲學融入佛法中而作玄言詩亦將罔象帶入宗教的領域。 
之後南朝宋范曄（420-445）在《後漢書》屢次提及罔象、方相氏，分別見於

〈張衡列傳〉以華麗的駢賦為張衡作一個介紹如下：「戫汨飂戾沛以罔象兮，爛漫

麗靡摆以迭逿」23，而張衡所著〈東京賦〉中有「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24

將東漢盛行的鬼物精怪一一滅除，氣勢磅礡。〈馬融列傳〉中則載〈廣成頌〉云，

《周禮》壺涿氏「欲殺其神」的神所指為罔象 25。卷十五的〈禮儀志〉寫的則是

方相氏殺十二獸的儀式過程，卷十六〈禮儀志下〉則是描述方相氏的樣子「大駕

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立乘四馬先驅。」26 
稍晚的南朝齊張融（444-497）的《答周顒書》有「但敷生靈以竦志，庶足下

罔象以捫珠」27作為明志抒懷之語。亦是罔象得珠由哲學隱喻到心靈層次的表達。

南朝梁宗懍（502-565）所著的《荊楚歲時記》，南朝梁自帝王至民間百姓佛教盛行，

連方相氏的工作也被金剛力士取代，並綜合諸說，作一個全面性的記載。 
到了唐代的封演（756-800）的《封氏聞見記．羊虎》與段成式（約 803-863

年）的《酉陽雜俎．尸穸》都是對當時風俗習慣作一個蒐集紀錄與探討，二書皆

見「魍象食肝腦，立松柏以避之」28與「蝹（弗述）食死人腦。以柏捶其首殺之」29

並置，封氏認為「蓋殷周已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30段氏

更載入了「方相腦」的藥丸。 
另外，唐宋詩蓬勃興盛，罔象亦有入詩，例如唐李白（701-762）〈感時留別從

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詩〉、宋梅堯臣（1002-1060）〈送聖民學士知登州〉；清代臺灣

古典詩中亦可見罔象的蹤跡，如孫元衡（1661-?）渡海遇險所寫下的〈乙酉三月十

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彭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 
而在罔象求珠一脈，越到近世與宗教越加緊密，宋至明清之際，受印刷術成

熟之故，各宗教經典一一成書流傳，如《文始真經》，又名《關尹子》與《性命圭

旨》。 

二、研究方法 

                                                      
23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張衡列傳〉（臺北：中華書局，1984 年）。 
24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附考異》〈張衡：東京賦〉，頁 378。 
25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馬融列傳〉，頁 9。載《廣成頌》云。 
26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十六〈禮儀志〉，頁 9。 
27 馬昌儀、程薔：《神話新論》（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頁 320。 
28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83。 
29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冊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99。 
30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頁 83。 



12 

本論文藉由透過文獻探賾的方式，將論文架構主要分為四個層次，首先是第

二章的文獻典籍爬梳，將罔象繁雜的異名與異形作一整理，除了罔象的訓詁問題

之外，其中針對罔象與罔兩的關係，罔象與無傷、亡傷的關係作一說明，在名稱

上與形象上的異同，作初步的分析，呈現罔象在典籍中精怪的三大形象：自然精

怪、赤兒水亡傷與食肝腦的墓壙之鬼。 
接續第三章，則針對這三個形象所因應的厭勝儀式作更進一步的闡述，在此

過程中，可見罔象對歷來的人們有著怎樣的影響，罔象如何存在於中國社會中，

從這些厭勝驅趕的儀式中，罔象承接了人們怎樣的心理狀態，在文化與社會上產

生何種意義。經過漢代所賦予罔象的存在意義中，無可避免的與方相氏及儺儀產

生不可分離的關係，故第三章最後，將罔象與儺儀作一探討研究。 
第四章則從心理學層面著手，將人們心中自然產生的恐懼－無以名狀的、抽

象的、原始存在的，隨著罔象形象的變化，轉化為可訴諸對象的、具象的、人為

的畏怖形象，此一轉化尤其展現於與儺戲緊密相關的面具上，故第四章以面具與

恐懼心理為主，欲探討罔象在核心本質上即為一心理現象的表徵。 
第五章將罔象從原初精怪的形象，歷經人類文明活動得更迭，將之推展至文

化層面，則欲探求何為罔象文化，其中包含社會風俗的遺存，哲學至宗教的符碼

轉變，流傳於民間與文獻的傳說故事，作為文學典故來源、詩人們的寄情寓意。

罔象產自於原始人們的心中，隨著文明社會的日新月異不斷的進步，罔象漸漸消

逝在人們深埋的記憶最幽暗的地方。但藉由研究罔象的過程中體會了解，罔象始

終未曾真正的消失殆盡，它依然存在每個人的心中。最後結論將呈現前人研究成

果與本論文研究所得。 
 

第三節 研究回顧 

 
罔象在先秦見於《國語》、《莊子》、《周禮》等典籍，後世皆有學者注解，晚

清學者如俞樾（1821-1907）、馬敘倫（1884-1970）、陶方琦（1845-1884）等人闡

釋經典時有所解讀；隨著西方學術的介入與盛行，研究成果最高的是近代民俗學

者江紹源，他在著作《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中，對罔象與罔兩有許多精闢的見

解，提供了豐厚的基礎知識與開闊的眼界，使本論文得以後出轉精，延伸發揮。 
以「罔兩」或「魍魎」為主題研究的論文在大陸有一篇約七千字小論的〈魍

魎形象流變考〉31，另外有以「方相氏」為探究的〈方相氏源流考〉32，此二篇論

文在內容上與本文所採用的文本出處相似；在台灣則有二篇學位論文，以郭象

（252-312）注《莊子》為研究重點，其中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劉人鵬、白瑞梅

（AmieParry）、丁乃非在 2007 年曾出版性／別議題的論文集《罔兩問景︰酷兒閱

                                                      
31 李章星：〈魍魎形象流變考〉，《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15 年〈1〉。頁 74-77。 
32 張琦：〈方相氏源流考〉《天府新論》，第三期，2008 年。頁 138-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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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攻略》33，自此臺灣學位論文中，罔兩與「酷兒」、「性／別」有了關連，甚至成

了代名詞。但本論文以罔象為主要訴求，罔兩在論文中有需要提及處會有所探討，

但不會多加延伸，以核實主題，不致失焦。 
而對於「罔象」作為主要論述對象的則幾乎付之闕如，在幾篇相關範圍的論

文偶有提及，卻只是引用古籍出處，稍加說明。如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

究中心主任劉釗所發表的〈說「鬾」〉34中引用《搜神記》中所提到的小兒鬼形象，

以及葉國良教授在《臺大中文學報》中所發表的〈洛陽伽藍記零箋〉35九則中的第

八則探討「柏木神話」所提及的罔象文獻，更甚至同樣發表於《臺大中文學報》

中探討莊學的謝明陽在〈竟陵派詩學視野中的《莊子》詮釋－譚元春《遇莊》論

析〉36，文中將罔象得玄珠有所比喻；但一來罔象都不是該篇論文所欲探討的對象，

提及只是點到，未有進一步論述；二來引用的文獻出處大同小異，皆不出《國語》

《莊子》等書所論，是以在內容上僅為幾個重要文獻的陳述，未有深入探究者。 
到了清代，考據之學盛行，罔象再次因解經而受到重視，其中俞樾（1821-1907）

與馬敘倫（1885-1970）為《莊子》注解中提出罔象為何並解釋與罔兩之間的關係，

俞樾謂「罔象是無體相，罔兩為無影」。馬敘倫則提出「罔象為忘象」的論點。陶

方琦（1845-1884）在注解《淮南子》時亦注意到這個問題，點出「罔象，罔兩，

古訓亦不甚分。」37 
王國維則是針對考古與文字訓詁提出了重要的意見：「凡形或德相似者，其名

之音亦同或至少近似。」38而對罔象與罔兩研究最有心得者，當推江紹源，其在商

務印書館於 1935 出版的《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有甚為詳盡的分析比較，綜合上

述學者的意見，一一提出反駁的論點，並直指罔象與罔兩其「基本義是迷糊」而

將罔象視為一種「怳惚迷離」的心理狀態。身為民俗學家和比較宗教學家，江紹

源首先將古代的精怪與人類心理精神狀態作相結合。而本論文則根據「怳惚迷離」

的心理狀態更進一步推斷罔象實為「罔象是原始恐懼的具象投射」。 
俞樾首先提出罔兩與罔象是某些精物的通稱，江紹源更指出既為疊韻連詞，

罔象不可拆為罔與象去解義，罔兩亦同。罔象為標音字，記音不記義，不可望文

生訓。只是為了記音，書寫的形體有所不同。也是因為如此，罔象與罔兩有各種

音近或同音的不同寫法。故罔象與罔兩不必拘泥於水中精怪或是木石之怪。 
江紹源推論出罔象與罔兩的本意為「怳惚迷離」的意思，大抵是精神恍惚，

淒迷糊塗的狀態。是有形容意涵的名詞。主要描述的是一種狀態而非一種固定的

                                                      
33 丁乃非、白瑞梅、劉人鵬：《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高雄：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34  劉釗：〈說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論文》，2013 年 8 月，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096，日期：2016/05/20。 
35 葉國良：〈洛陽伽藍記零箋〉《臺大中文學報》，第二期（1988.11），頁 283-303。 
36 謝明陽：〈竟陵派詩學視野中的《莊子》詮釋－譚元春《遇莊》論析〉，《臺大中文學報》2012〈36〉，
頁 157-192。 
37 〔清〕陶方琦撰，馬小梅主編：《淮南許注異同詁》（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年），頁 197。 
38 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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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樣或外形。他肯定俞樾的二名通義，但反對其將罔訓於無，故不可得「罔像是

無體相，罔兩為無影」這個結論，同時駁馬敘倫認為罔象為「忘象」，提出罔象罔

兩基本義是迷糊。再進一步推論，即人類對於無以名狀的恐懼具象化的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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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罔象的異名與異形 

 
從原典中爬梳罔象的記載，可見罔象在各種不同時代被理解的角度不同，在

記載的稱呼上亦有不同，此章將從文獻上看罔象的形象。除了典籍文獻的整理歸

納，亦參考近現代出土文物作為資料上的對照。 
先秦文獻中罔象是自然精物的一種，罔象或水神或水怪，與其他自然精物如

罔兩並存，或哲學層次上不具形體的模糊存在而作為隱喻；在漢代有了更多元更

複雜的詮釋，先是水與木石、罔象和罔兩混用不別，在典籍的註解中尤為顯著；

再是與食腦的蝹合流，到了東漢，更與墓葬文化融合，進一步成為食肝腦的墓壙

鬼物，成了方相氏驅逐的對象。在漢代大致奠定了罔象的形象，後世多為引用，

或用隱喻作為文學上的典故，或以儀式的方式流傳後世成了風俗習慣。 
 

第一節 觸象而構－罔象的流形變化 

 
初民對環境的掌握，來自於日積月累的觀察，累積經驗為知為識，對於穩定

且規律的平和變化，是初民所能信賴的安心環境，反之則不然，對於所有突如其

來的變化，都使初民打從心底感到恐懼。內心的情感反映取代了冷靜的觀察，通

常最多的是焦慮與恐懼，因應而生的本能反應，遂有了奔馳放縱的想象。 
 
當人類對任何超經驗的現象感到驚異，繼之而有的不是敬畏，就是恐懼，

更產生了種種妖魔鬼怪的意象與角色。1 
 

在山林的稱為木石之怪，在水中的為水怪，人死為鬼，但無論是哪種形象，

其本質都在於躁動的流變，人們對於無法掌握的、隨時變動的環境所產生的惴惴

不安，都以精怪為命名，所對應的是內心焦躁的恐懼所產生的敬畏之心。 
在蒙昧未開的神話時代裡，人們相信萬物有靈，自然界中的動植物甚至是天

文山川木石都有感知與靈魂，且彼此之間是可以互滲流變的，在此漫長的原始思

維之下，在中國一直到漢代、六朝，都還是巫風興盛，志怪如志人地相信著萬物

皆有靈，即使到了今天也還普遍被相信著。如東晉郭璞在《注山海經敘》中提及： 
 

夫以宇宙之寥廓，群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

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惡可勝言乎 2 
 

                                                      
1 陳器文：〈人類是妖怪的「神」〉，《妖怪見聞錄》（臺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5），頁 36。 
2 袁珂：《山海經校釋》（臺北：里仁出版社，1995 年），頁 478。 



16 

即對於天地之間因為精氣流動而變化為物的概念作一明確的說明，是一種應

對天地萬物的方式，天地這麼遼闊，如此繁多的物種，或實體有形，或無形虛幻

都共同受到陰陽之氣的照拂與滋養，要如何區分差異，天地之氣互相流動，依附

在其中的遊魂靈怪，沒有固定的外形，即與山川木石同構，這是中國對精怪的解

釋說法。初民透過這樣的認識使內心因為茫然未知，無以名狀的擔憂與恐懼獲得

紓解。文末又稱「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3則是解釋了黃帝錄白澤神

獸所言，夏禹鑄九鼎的目的即在於掌握這些非有形的變化，使人們能夠在遭遇時，

有所認識而解，不受迷惑。以下列舉夏之九鼎與白澤神獸所見載於文獻的資料：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4 
 
帝巡狩東至海，登桓山，於海濱得白澤神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

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者，凡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

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祝之。5 
 

在中國的萬物有靈觀念中，人與世間萬物為精氣凝聚而成，是以有固定的形

貌，而那些迴盪游移於萬物之間，無法凝聚具體成形的即是不斷變幻的遊魂，如

此具體具象／隨時變幻，實／虛，物／魂，遠／近，神／姦，吉／凶，善／惡等

二元對立的劃分，是人們經過觀察與思考後所賦予這個世界秩序歸列的方法，劃

分之後是進一步一一命名與認識，實體可辨，虛幻難測，是以人們對於這些相信

真實存在於周遭卻又無法具體掌控的「遊魂」充滿了臆測與害怕，是以藉由「鑄

鼎象物」、「白澤言而帝令圖寫」的方式作為應對的方式。 
罔象則是這幻化無常的精怪之一，所謂如何避開山川廟堂百鬼的方法，葛洪

在《抱朴子．登涉》中將之分為幾個層次，首先是道士會隨身配帶天水符等道教

符籙或氣功法，使鬼不敢近人，接著則是寫著天下鬼物名字的《百鬼錄》，最終則

是「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卻。」6此文更將白澤、九鼎作進一步更高層次的

推崇，知百鬼之名還不夠，要像白澤與九鼎這樣有神獸聖王加持，使自然中的精

物鬼怪自然退怯。 
除此之外，同篇中亦有近似的說法，只要是物質經過極長時間的存在，就有

可能變成精怪，幻化人形來騙人，或混淆視聽、或惡作劇戲弄人。但是用鏡子就

可以照出真正的本來面目。至於山精多一足的形象源自為何？大膽猜測即所謂「樹

的變形」；樹的長壽帶來可能成精成怪的加乘想像，而木石之怪與山精的互通亦在

                                                      
3 袁珂：《山海經校釋》，頁 479。 
4 〔晉〕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冊二，卷十（臺北：中華書局，1993 年），頁 7-8。 
5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頁 2156。 
6 ［東晉］葛洪：《抱朴子內篇》，頁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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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長得有點像人形的樹，即為「非常態的樹」，葛洪〈登涉〉所言 
 

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

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者，

百歲木之精。勿怪之，並不能為害。7 
 

再加上時間的加乘幻化為精物。物久成精的觀念從先秦傳承下來到漢代陡然

高昇，蔚為時人所趨的普遍觀念，如東漢王充（27-97?）《論衡》「物之老者，其精

為人。」8而變化跨越時間空間的限制，也打破生物的藩籬「鯤鵬之化」與晉干寶

（286-336）《搜神記》「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海為蛤；千歲龜黿，

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百年之鼠，而能相卜，

數之至也。」9最見明顯。更遑論動輒百年千歲的樹木山林。 
總的來說，罔象依據初民最初的心理需求而生，在漫長的時間與遼闊的地域

中，不斷隨著人們心境與思想的改變而有了紛雜多元的面貌與稱呼，這都是源乎

中國精怪觸象而構的特徵，罔象為中國古老的精怪，也難以避免的產生這樣的流

形與變幻。 
 

第二節 罔象的異名 

 
古代的精靈與動植物，甚至是人類的部落都有明顯的區域性；一來是交通不

便，二來是自然適應這個天然環境而定居於此；是以古代的專有名詞往往紛歧雜

亂，這一點顯而易見。江紹源便說，自古精靈名稱的紛亂無章是因為三個原因：

方言口音的殊異、古音隨著時間空間的移轉遷變所造成語文上同音假借字而產生

的歧誤，都是重要的肇因。罔象與罔兩的訓詁問題，從晚清至民初，諸多學者已

有深刻的研究，如俞樾、馬敘倫、王國維乃至江紹源等。在此首先整理前賢的訓

詁研究，將罔象從音轉與方言看異名作一整理陳述。 
 

一、音轉、古音與方言 

音轉，即一音之轉的意思，亦為轉語。「是古今語音的歷時轉變和地域間方言

語變的一種語言現象。漢代揚雄《方言》及晉代郭璞《方言注》，就有語轉音訓的

說法」10揚雄將這種現象稱為「轉語」，如庸／倯、崽／子即為轉語。音轉的詞彙

                                                      
7〔晉〕葛洪：《抱朴子內篇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690-691。 
8〔漢〕王充，韓復智校釋：《論衡今註今譯》〈訂鬼〉（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 年），頁 37。 
9〔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 12（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頁 146。 
10 劉昭仁：《戴學小記：戴震的生平與學術思想》（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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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只限於雙聲、疊韻、轉調的關係，更有些是在於音節之間的延伸、縮短、分

化與黏合。如此罔象的諸多異名，多可見為一音之轉。 
「自今日言，既有遞衍者，還觀古人之用聲首，則謂之本無其字，依聲託事，

故曰在轉注假借間也。」11罔象與罔兩都是記音字，所以只要是音同或音近的字都

可以作為書寫記錄的用字。可謂遠古時候，或說南方地域的人們對於山林水澤所

遇見的，使人心生畏懼的精靈怪物，出口呼為「wǎng（wáng）xiàng」，後世記載

用了「罔象」「罔兩」二字，名詞都有其專指的意義，江紹源先生的結論為基本義

是迷糊的意思；但並非所指「罔」字本身的任何一個含義，「象」和「兩」也是這

樣，當然其他類似的近音字亦如是。 
 
當於或近於「罔」之「方」「弗」「 」「賁」，當於或近於「兩」之「良」「閬」

「狼」「蜽」「魎」以及相當或相近於「象」之「相」「述」和甚至「養」「瀁」

「羊」「陽」「傷」－注意「羊」與「祥」古音同，故象與養古音亦同。12 
 

這樣的記音字被稱為疊韻／雙聲連詞，即今日所說的聯綿詞，亦即上下二字

是不可拆分、視為一體的連詞。只要是疊韻聯綿、雙聲聯綿、重言聯綿，或是三

者以外的不可分割的擬聲雙音詞 13，彼此之間是獨立相等而完整相成的，二字之

間沒有主從、所屬的關係。罔兩或罔象都是疊韻連詞，則「上之罔字自不能訓無，

而用為形容字，以否定下之兩象二實字」14故江紹源對俞樾所提出的無體相與無影

的說法抱持部分肯定的看法，並進一步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江紹源對俞樾提出的

罔象、罔兩為疊韻連詞這段論述給予極高的肯定，認為最大的價值在說破了罔兩

與罔象是古代許多精靈的通名，而且點出了此二名的通義。他並根據俞樾的論點

更進一步指出，無體相與無影自是一個意思的兩種表現方式而已。 
 
罔象等是精靈的總稱──如同「鬼」「神」的通稱──都是對一種怳惚窈冥、

迷糊渾沌的形容，是為有形容意涵的名詞。主要描述的是一種狀態而非一

種固定的模樣或外形。15 
 
「義寓於形的中國字有時只是音符。」16和飛鳥游魚，蟲獸鱗介，人類的活動

或是自然狀態一樣，其名稱源自聲音，語言在本質上是聲音的載體，同樣的聲音

可以表徵完全不同形體的字，而這些字的本義和引申義並不在此被採用，是以，

                                                      
11 章太炎、陳平原：《國故論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35。 
12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7。 
13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page_content.rbt?pageId=2981927，
日期：2017/1/30 
14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8。 
15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47。 
16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9。 

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page_content.rbt?pageId=298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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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兩又作蝄蜽、罔閬、罔漾、方良等；罔象又作為罔像、無傷、亡傷、罔養、罔

瀁也就不足為奇了。馬敘倫先生亦提出相同的看法，在《莊子義證》中提議，認

為《周禮》方良即方皇、徬徨、罔兩、罔象、無傷 17；並提出《莊子》中齊桓公

所見之委蛇即《山海經》中的延維亦是《管子．小問》中的俞兒 18，作為古代典

籍中異名是一種普遍現象的例證。亦即陳第所謂「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

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19綜合上述所論，在此進一步舉例闡述說明： 
（一）罔象與「羵羊」之關涉： 

羵方為一聲之轉、方罔亦是，則羵羊其實也可以寫作方羊或罔羊，且在意義

上也等同於罔兩與罔象。羵「羊」又與「養」同音，由此推論，則羵羊也不妨寫

作罔養，則和罔兩、罔象則在意義上亦相同。罔兩、罔象既然同為精物靈怪的通

稱，故羵羊也是這類的稱呼，而且由於一聲之轉，羵羊亦可寫作罔養。則罔兩、

罔象、罔養推論應為古代中國，某區域對精靈的通稱。 
（二）罔象、罔兩為楚語推論 
江紹源進一步推測，不同的異名相似的記載。或許是方言之殊，且確切推論為何

地之語。今見《國語．魯語》將「罔兩」「罔象」加上夔、龍，以混合名記下，則

可謂罔象與罔兩不是魯語。莊子是宋人，而宋與楚相鄰，是以《莊子》書中「義

多楚語」20；《淮南子》亦多楚語；《左傳．宣公三年》王孫滿是在何處答楚子問鼎，

顯而易見；《楚辭》起源地更不用說；則罔兩、罔象甚至是罔養皆可見於這些典籍

中，《莊子》《淮南子》《左傳》答楚子語和《楚辭》，則大膽推論「罔象、罔兩甚

至是罔養，或許皆為楚語？」21 

（三）秦音的「蝹」與楚語的「罔象」 
以下再引述陳倉食死人腦怪的傳說，見於《酉陽雜俎．卷十三》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

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柏插其首。22 
 

《文選．羽獵賦》注所引《太康記》說這個怪獸的名稱為「䊧弗述」。而《述

異記．卷下》亦記錄了類似傳說。在此我們可見，在敘述上似羊非狗的形象，「弗

述」和「羵羊」如出一轍，則就像是罔象有著不同的寫法和呼法，但音近義同的

其他異名。「蝹」近似弗傷之合呼。則「罔兩、罔象如果確是楚語，弗述會不會是

秦音？」23王力對於方言詞彙的差異有著這樣的說法「在許多情況下，方言詞彙的

                                                      
17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45。引馬敘倫：《莊子義證》，卷二，上海：1930 年，頁 24。 
18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45。引馬敘倫：《莊子義證》，卷十九年，頁 12。 
19 陳新雄：《古音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頁 3。 
20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96。所引詳見馬敘倫《讀書續記》卷四，頁 23 
21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96。 
22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冊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99。 
23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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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實際上只是語音的對應關係。同是一個詞，在不同的方言裡，有著不同的語

音形式。」24也就是說，對於精靈的通名稱呼，在楚地稱為「罔象」等音近義同的

叫法，則在秦音呼作「蝹」。 
 
基於以上所述，罔象的諸多異名，如罔像、魍象、岡象、象罔、罔兩、魍魎、

蛧蜽、罔浪、罔閬、罔漾、罔瀁、罔養、羵羊、賁羊、方良、方皇、方相、徬徨、

弗傷，無傷、亡傷、亡傷為音轉者；觸壙、山臊、山𤢖、山繅、蝹、媼、䊧弗述、

猬為方言者；水上、倀鬼為古音者；水亡傷、水罔象、龍罔象為複合名詞者；无、

狼鬼為罔象一析為二；蜩蛹、浮游、沐腫為異名同指。 
在上述諸偶名中，其共同的意義可謂之恍惚不可捉摸。而第一字或方或罔（或

其他寫法）在母音上至少是相同的，而子音原本應該也是相同的；第二字或兩、

象、養、皇（以及其他寫法），母音也是相同，而且至少在象、養（比較祥、羊）

二字的子音原本亦為相同；前後兩字，母音又同。最後江紹源更引王國維的論述

為自然精怪作一結論。在〈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下篇〉： 
 

凡雅俗古今之名，同類之異名，與夫異類之同名，其音與義，恆相關。同

類之異名，其關係尤顯於奇名；異類之同名，其關係尤顯於偶名。凡形或

德相似者，其名之音亦同或至少近似。25 
 
綜合以上所言，不難得知最初對於精物靈怪有個統一的稱呼，而這個稱呼因

地因時之異而有所不同，然隨著不同文明的交互影響、融合與分化，一個簡單的

名詞因為需要而細分成很多辭彙，方言古音的混淆使得現象更明顯。無論罔象罔

兩用怎樣的寫法、稱呼，其本質意涵是對迷離恍惚的狀態給予一個稱呼，這個狀

態的肇因則是初民相信山水川澤自有靈怪在其中，而遭遇這些靈怪就會致使迷離

恍惚的狀態。 

二、罔象與罔兩 

《國語》中曰：「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恠，曰龍罔象」26將蝄蜽罔象分

得清楚，然後世如兩漢注解卻多有混用，致二名木石、水之精怪不分。三國吳的

薛綜（?-243）注張衡（78-139）〈東京賦〉中說罔象是木石之怪，又北宋《廣韻》

小韻虛「魖：魖耗鬼又夔魖罔象才石之怪也。」27東漢末高誘（？-？）在《淮南

子》〈氾論訓〉中注罔象是水之精，但同書〈道應訓〉亦將罔兩注解為水之精物。

                                                      
24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頁 27。 
25 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名釋例》，《觀堂集林》。 
26 ［漢］韋昭注：《國語》，頁 68-69。 
27 〔宋〕陳彭年等重修，林尹校訂：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95 年），

頁 69。 



21 

西晉時人杜預（222-285）注《左傳》「罔兩，水神。」28清末學者陶方琦曰：「罔

象，罔兩，古訓亦不甚分。」29江紹源認為「漢和漢前的人相信，山川林澤，木石

水土有種種獸形、半人半獸形、小人形或全人形的『精』。」30，致使漢以後罔兩

罔象形象混淆。 
俞樾也在《羣經平議》中提出意見與看法。在《周禮》書中所記載的方相氏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方，敺方良」，但到了漢代，方良成了罔兩，其中鄭玄解經

時注：「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並引《國語》謂「木石之恠，夔罔兩」，

以木石與壙作一連結。俞樾則認為這樣太拘泥於《國語》的說法顯得「轉近迂曲」，

強調罔兩與罔象「蓋皆疊韻連語，為怳惚窈冥之義。……聲近而義通。罔兩非必

專屬木石，罔象非必專屬水也」31。並舉例論證罔象為無體相，罔兩為無影，二名

有著共同本義為「虛無」、「怳惚窈冥」的涵意。賈逵注《國語》魯語「木石之恠

曰夔罔兩，水之恠曰龍罔象」時提出二者應為「有夔龍之形而無實體。」王逸注

《楚辭》哀命篇「神罔兩而無舍」指出「罔兩，無所依據貌也。」李善注《文選》

洞簫賦「罔象相求」則曰「罔象，虛無罔象然也。」則罔象與罔兩在精怪之外的

思想符碼中，分別成了「無心」、「虛無」的代表。 
罔兩最早見於文獻是《左傳》宣公三年（606B.C.），楚莊王問鼎中原，王孫滿

答曰： 
 
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

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 32 
 

罔兩因此常與魑魅相提並論，成為川澤山林中的魔物精怪，而此一說法亦與

木石之怪夔罔兩無相衝突，甚至比夔罔兩的形象更常見於後世。從漢代開始，在

文字的書寫上亦被加上了虫部與鬼部，成了「蛧魎」、「魍魎」、「魍象」。 
「罔兩」與「罔象」在戰國期間是為自然界表徵的二物，而在漢代時在社會

上又有了「魍魎」、「魍象」新的解釋。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罔象形象從水怪、水

神或與水相關的精物，因著與罔兩的混淆而步入了山林，經過漫長的兩漢風俗過

渡，又從山林進到墓壙之中。而魍魎則從山林木石之怪漸漸走到居於若水的惡鬼

魍魎。如此交織錯綜，是文化進展的特色，事物之間沒有絕對的界線，隨著風土

民情的演變，漸漸交合為一物，又因著實際需求而分化，這樣的現象在罔象與罔

兩之間亦可看見。進入不斷重新詮釋過往文獻的漢代，罔象與罔兩的水或是木石

已不可細分與探究。二者已蛻變出新的樣貌，而漢以後學者多以漢代所言為基礎，

                                                      
28 〔晉〕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冊二，卷十，頁 7-8。 
29 〔清〕陶方琦撰，馬小梅主編：《淮南許注異同詁》，頁 197。 
30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9。 
31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46。引俞樾：《羣經平議》卷十三年，頁 24-25。 
32 〔晉〕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冊二，卷十，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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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當時民俗風氣，而在說法上做新的詮釋，但大致隨漢。 
江紹源等學者認為罔象與罔兩實際差異不大，混而談之；但研究者以為，罔

象與罔兩最初所指涉的對象是各有不同的，但到了漢代二者在訓詁上錯綜使用，

遂有了「不甚分」的狀態，故在兩漢時期，罔象與罔兩可等同視之，而罔兩又與

疫鬼、小兒鬼的形象有所混淆，在輾轉變化之下，方相氏所敺之方良／疫鬼成了

罔兩，又因罔兩罔象此時不甚分，遂在東漢末年《風俗通》佚文〈喪葬〉篇中有

了方相氏敺殺「魍象」的文獻記載。後世多引自此，故魍象與方相氏有了密不可

分的關連自此產生。經歷六朝到了隋唐，由於儀式的轉變，文化的重新定義與審

視，執行儀式的方相氏漸漸轉變為鍾馗，甚至走入民間，到了宋代，原本方相氏

所執行的儀式一轉為端公，而民間當時已普遍認定捉小鬼的神祇為鍾馗。可謂罔

象終止於唐代，而罔兩也由於從秦漢至六朝，漫長的南北文化交融混雜，與東南

沿海的山臊混為一談，成了流傳後世的魔神仔形象，臺灣的客家人稱「魍神」。 
罔象與「无」、「狼鬼」之關涉，清嘉慶年間由洪頤煊和他的家族所輯錄刊行

的《經典集林》中，記有〈白澤圖〉約四十條文，其中有三條描述了罔象與「无」、

「狼鬼」的形象，以下舉列說明： 
 
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

之吉。 
 
故廢丘墓之精名曰无，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提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

宜禾穀。 
 
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棘矢羽，司以射之，狼鬼化為飄

風；脫履投之，不能化也。33 
 

〈白澤圖〉中，記載著故廢丘墓與丘墓之精怪各有其名與形象，甚至有厭勝

之法。但《周禮》中所言方相氏入壙所敺擊之精怪為方良，江紹源先生對於這種

歧異有所見解，認為无與狼是「方良一名被析為二，故三精實止一精。」34更進一

步說，方良真要是罔兩的另一種寫法，則山精、水神，甚至是山林川澤之精物皆

為罔兩的意思。那麼无與狼則可說是罔兩的一析為二；又罔兩罔象「字同義而物

同形」，那麼我們亦可說，罔象與无、狼亦為同類之物。然而從字的音義來說，「无」

「狼」與「方良」分明音近或音同的關係；「方良」與「罔兩」也是音近或音同；

「罔兩」與「罔象」則同義。則罔兩與罔象──以及它們的其他寫法──最初其實只

是一切或是許多精物靈怪的通名，但到了後世，由於辨名識物的必要或是其它政

                                                      
33 ［清］洪頤煊輯：《經典集林‧白澤圖》，清嘉慶年間刊行，年份不詳。卷三十一。據江紹源先

生言，「桃棘矢羽」應為「桃弧棘矢」之訛，司為伺。 
34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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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領域等未定因素，而需要將名稱做更詳細的區別，是以將罔象、罔兩作更多

的衍生。而无與狼鬼，則是人們為了區分故廢丘墓與丘墓而從「方良」這個壙中

之精的名稱強析為二。然就各古籍文獻，或是後世的注釋者來看，將各異名與各

職作一明確區分，即方良為壙中之精，罔兩或山精或木石之怪，罔象則是水中的

精怪。看似各司其職，但若察其彼此之間的共通性，溯源探究名稱的最初本質，

則可循線找出其原來稱呼。 
 

罔兩既與罔象（無傷）同義，故人們如果願意，也可將故廢丘墓之精的名

不寫為无而寫為方或罔，不稱丘墓之精為狼或良或兩而稱之為象或傷。35 
 

「方良」析為「无」「狼」，在這個推論的前提之下，我們已假設：罔兩等同

其他異名的寫法，且罔象即無傷，而罔象與罔兩同義；則〈白澤圖〉中將二者的

名稱一個叫「无」，一個叫「狼鬼」，或是一個叫「无鬼」，一個叫「狼」，也無不

可。則狼為實有的動物，稱為「狼鬼」或有區別之意。甚至名稱定為方、方鬼，

罔、罔鬼，良或良鬼，亦無不當之處。更甚者，罔兩既然跟罔象同義、且跟方良

同音，則就算我們不將山精稱為罔兩而是稱為罔象或者是方良，不將水精稱作罔

象而是稱為罔兩或方良，同上之理，不將壙中之精稱為方良而要叫作罔兩或罔象，

也是可以的。總的來說，山鬼、水神、壙中之精，木石之怪，新故丘墓之精……
都可以稱為罔兩或是罔象，寫作其他寫法，如罔浪、罔閬、方良、無傷……等，

都只是說明異名的普遍性與辭彙的必然衍生。 
綜合以上所言，罔象與罔兩在先秦時期除了是自然精怪單一的形象面貌，且

彼此並非交集重疊，而是分別指涉二物：水怪與木石之怪。但到了漢代，則二者

經人為定義的結果，彼此的界限漸漸變得模糊，於此罔象、罔兩不甚分，且在漢

代，「蛧魎」、「魍魎」、「魍象」也都被賦予疫鬼或是食肝腦的墓壙之鬼的意義與形

象，二者之間的形象交織混雜。然從魏晉到唐代，二者又漸漸地分化開來，魍象

進入儺儀，成為方相氏驅逐的對象，唐以後，方相氏的職能被取代，罔象也就隱

匿於古籍記載中。而魍魎則成為在山林之中捉弄人的精怪，至今仍存民間。 

三、罔象與無傷、亡傷 

罔象的另一脈重要的異名，即為無傷，亦為亡傷，原文如下引述。唐陸德明

注《莊子》曰：「罔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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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37

西晉司馬彪（243-306）做為史官，留下許多著述，可惜至宋之後即亡佚，今只見

被收入文選的文章或見於他書引用，與郭、向的注莊不同的是，司馬本較重訓詁。

                                                      
35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44。 
36〔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三冊，頁 653。 
37〔周〕尸佼：《尸子》，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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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子》則為戰國中期雜家著作，一說《尸子》有魯本與楚本二地版本，分別是

兩位尸姓作者所撰，魯《尸子》早亡佚，今存輯本是楚《尸子》38。則無傷所見記

載為楚地文獻。無傷一詞亦見於干寶《搜神記》中引《夏鼎志》云： 
 

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地而得豚，名曰邪；掘地而得人，名曰聚。聚，

無傷也。此物之自然，無謂鬼神而怪之。然則『賈』與『地狼』名異，其

實一物也。39  
 
人恒亡赤子，是水亡傷取之，乃為灰室而牢之六五背貳，縣以䓛，則得矣；刊

之以䓛，則死矣；享而食之，不害矣六六背貳。40  
 

在出土文物中，《睡虎地雲夢秦簡》中記載了許多戰國晚期，秦楚間的風俗民

情、大秦律令，而其中〈日書〉更是記載了當時期許多鬼怪的名稱與形象並加上

厭勝的方法。而「罔象」與「亡傷」在發音上相似、接近，故今人劉樂賢謂：「水

亡傷即水罔象。」《睡虎地雲夢秦簡》可謂秦筆寫楚地，對於楚地水澤眾多的地方，

對水的依賴與禁忌特別多。以此說來，若罔象為記音的名詞，那麼大膽假設原字

義應為「亡傷」，在雲夢以北的《國語．魯語》因為記音的關係寫作罔象，故謂「水

有罔象」。 
《禮記．檀弓上》：「死有不弔者三：畏、厭、溺。」41亦即古禮明定，輕易涉

獵危險區域或做危險可能傷害生命的事情，都不應受到弔禮。《說文．人部》「弔，

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从人持弓，會敺禽。」42而弔禮不只是告慰死者，

更是一種守護亡者遺體不受鳥食的實質上的行動，只是到了後代轉變為儀式上的

喪禮。而橫死在先，遺體無法受到重視在後。人們害怕這樣的怨靈作祟，所以衍

生了許多防止危害的巫術、儀式、禁忌。 
出土文獻中，還有《秦簡．日書．詰咎》，〈詰咎〉全篇記載著先秦時期的敺

鬼厭勝之術，對於一些不可解釋的事情，人們總覺得一定是鬼怪作祟，先秦時期，

中國已經過漫長的文明進程，對自然精怪不如人心鬼魅來得令人害怕，故對於鬼

物的厭勝被記載在日書，一併入土陪葬，希望亡者即使在彼方也不會受到惡鬼侵

擾。劉樂賢在書中以水亡傷為水罔象，並援《白澤精恠圖》為佐證。但以內文觀

之，《說文．歺部》「殤：不成人也。」43，亡傷這名稱，正是對未成年而死去、早

夭的赤子亡魂的哀悼。 
從出土文物中可見楚地對水相關的神祇惡鬼禁忌特別多，《包山楚簡》中記載

                                                      
38 徐文武：〈《尸子》辨〉，《孔子研究》，2005 年 4 期，頁 122-128。 
39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 12，頁 149-150。 
40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230。 
41 王夢鷗註釋：《禮記今註今譯》，頁 96。 
42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八篇上，人部（臺北：天工書局，1998 年），頁 383。 
43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四篇下，歺部，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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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因水而死的兩種對亡者的稱呼，溺人與水上，溺唸作沒，沒水而死者，水上則

是針對死在岸邊或船上，簡言之，分別是沉入水底與死於水面者。「『水上』或即

『水無傷』之急讀」44。今人劉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中藉以劉樂賢的水亡傷即

水罔象，罔象司馬本作無傷，而他認為無傷又叫做「倀」45，援引文獻《太平廣記．

鬼三十七．李戴仁》「江河邊多倀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

也。」46；《太平廣記．妖怪三．張翰》「右監門衛錄事參軍張翰，有親故妻，天寶

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無首孩子，在傍跳躍。攬之則不見，手去則復在

左右。按〈白澤圖〉曰。其名曰常。依圖呼名。至三呼。奄然已滅。」47 
綜合以上所言，無傷、亡傷、溺人、水上、倀、常皆為罔象從水怪轉變為水

鬼的一脈稱呼，因為時地之異而有所分歧。另有壺涿氏所擊殺的水神也被認為是

罔象，則無論罔象是水怪、水鬼、水神，縱有歧異，仍可見在先秦罔象與水的關

係。 
 

第三節 罔象的異形 

 
罔象的精怪形象最明顯的三個脈絡即為自然精怪、赤兒模樣和食肝腦的墓壙

之鬼。而此三脈絡亦可見人們進步的痕跡，對精怪的描述：從水有罔象單一的直

述，到三歲小兒具體的外貌，最後加上食肝腦的行為舉止。最後還因此衍生許多

厭勝的儀式。在在可以窺見罔象豐富多元的面貌。 

 

一、水怪與木石之怪 

罔象最早見於《國語．魯語》下卷季桓子穿井一條目，因記載孔子言行而後

世諸多引述與傳抄，除《史記》、《家語》、《說苑》外，尚見於《藝文類聚．卷九

十四．獸部中．羊》引《孔子家語》；《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七．井》引《說苑》；

同書〈學部六．博物〉引《國語》；《太平廣記．雜錄二．修武縣民》野史傳說裡

老師集諸生謂曰「吾聞夫子曰」。因內文旨在傳抄，以下不一一贅述。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

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恠，

曰龍罔象；土之恠，曰羵羊。48 
 

                                                      
44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73。 
45 劉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43。 
4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八（臺北：中華書局，1961 年），頁 2788。 
47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八，頁 2869。 
48 ［漢］韋昭注：《國語》，頁 68-69。 



26 

江紹源先生認為，「以丘之所聞，羊也。」其字非羊，應為祥，則為兆，非指

物。而羵羊應為似犬一般物怪，而非羊，如罔象非指象。故謂獲狗。後世載此段，

如《史記．孔子世家》49、《孔子家語．辯物》50、《說苑．辨物》51為了解釋羊狗

不一的問題，而將內容解為季桓子故意考驗孔子是否博物而指羊為犬，實非。江

紹源先生認為羵羊前應有一字闕漏，他大膽猜測為「賈羵羊」52。夔罔兩與龍罔象

這樣的複合名詞亦見後世不同的詮釋，如東漢賈逵注認為罔象罔兩皆無體無相之

意，與夔、龍連結合稱，是以為有夔龍之形而沒有實體的精怪。但前已述罔象罔

兩只狀聲不表義，罔不可訓無，罔象一詞不可拆解，則不可得無體無相之意。則

罔象、罔兩二詞與龍、夔同等而複合，無主從、修飾之意。 
故此文應解為：季桓子穿井挖到一個土缶，裡面是似羊似狗的怪物，使人迷

惑、感到不祥，便讓人問孔子此為何物，孔子回答，就我所知，應為吉兆，他聽

說木石少見之物稱夔、罔兩，對水中少見之物稱為龍、罔象，土中少見之物叫做

羵羊。從先秦到東漢末年，罔象形象有很大的轉變，其注解多出自東漢學者之手，

展現出東漢時普遍對罔象的認知；然在先秦，罔象、罔兩是較為中性、簡單的記

載。 
約成於戰國晚期的《莊子．達生》中亦有類似的指涉，藉齊桓公遇鬼一事做

一排比，「水有罔象」與峷、夔、徬徨、委蛇作自然中精怪的並稱。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

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

（岡）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53 
 

全文記載齊桓公與管仲在草澤田獵時遇見鬼物，受到驚嚇返回後隨即生病，

心有惶然，齊國名士皇子告敖對桓公說：你的病是你自己造成的，鬼豈能傷害你？

告訴他是遇鬼精怪，卻是因心病而自傷，恐懼於未知的事物而使「忿滀之氣」積

鬱內心而傷身，因為激動驚嚇所鬱結的氣息，一旦散亂無法返回原本的位置，便

會氣虛。若此鬱結的氣往上奔竄則容易發怒，往下逸散則容易使人健忘，若鬱結

                                                      
49 〔漢〕司馬遷：《史記》冊五，卷四十七，頁 6。 

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雲：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

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 
50 〔漢〕劉向：《說苑》冊三，182 頁。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

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51 〔清〕陳士珂輯：《孔子家語疏證》，頁 110。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於井中得一狗，何也？」

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 
52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100。以《搜神記》言：「掘地而得狗，名曰『賈』…掘 
  地而得人，名曰『聚』。『聚』無傷也。」認為可得混合名：聚無傷、賈羵羊。 
53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三冊，頁 65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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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中不上不下則使人生病。桓公則回問：那麼這世上有鬼嗎？皇子告敖回答有

的，無論是家中四周或是荒郊野外，四面八方都有鬼物。而後在崇尚黃老之術的

西漢初期，《淮南子．氾論訓》中所指涉的罔象形象可與桓公見鬼相呼應： 
 

山出梟陽，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墳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54 
 

重要的是，三篇不約而同的表現出，恐懼源自無知的潛在意涵。《淮南子．氾

論訓》更進一步指出精物妖怪亦為天地萬物之一，與你我無異，何足奇怪，甚至

還因為無知而使人內心恐懼，惶惶不安。 
《淮南子》與《莊子》旨意近似，只是《淮南子》更表現出漢初黃老之術的

修生養息，更強調養氣內守的修養工夫。在《莊子》裡，在了解是怎麼一回事後

的齊桓公其病不藥而癒。 
罔象的形像中，首度與山臊連繫的始於韋昭所注的《國語》中可見。所欲闡

述的即是罔象與罔兩由原本各有所司的自然精怪形象，在漢代由於混用與演變而

使得到了東漢末年，魍象有了食亡者肝腦的形象，而到了唐代，罔象未再有新的

演變而消褪於文獻記載，罔兩與魑魅魍魎成了形容精物鬼怪的專詞，而有所沿用，

且輾轉成為民間山臊、魔神仔的傳說。 
罔兩往山精的形象演變，或三歲小兒、或獨足惑人、或獨足的三歲小兒，罔

兩或罔象的可能樣貌和稱呼都更加多元了。三國吳韋昭注如下： 
 
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騷」。或作（𤢖），富

陽有之，人而猴身，能言，或云：獨足、蝄蜽山精，傚人聲而迷惑人也。

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恠。55 
 

葛洪（283-343）《抱朴子．登涉》中則對這一類形象的山精做一盤點： 
 

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音

聲大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內，亦可兼呼之。

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56 
 

二、赤兒水亡傷 

值得一提的是，在漢代以後，罔兩或是罔象有了具體形象的描述，即為山林

木石之怪為小兒鬼的外貌；且有了具體行為，即食人或食肝腦。而因為上述二名

                                                      
54 〔漢〕劉安撰，高誘注：《淮南子》卷十三（臺北：中華書局，1968 年），頁 20-22。 
55 ［漢］韋昭注：《國語》，頁 68-69。 
56〔晉〕葛洪：《抱朴子內篇今註今譯》，頁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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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用的因素，這樣的形容描述，同樣發生在罔兩與罔象的註解上：如東漢許慎

（58?-147?）《說文》便引《淮南王》 
 

蛧：蛧蜽，山川之精物也。淮南王說：蛧蜽狀如三歲小兒，赤黑色，赤目、

長耳、美髮。从虫网聲。國語曰：木石之怪夔蛧蜽。蜽：蛧蜽也。从虫兩

聲。57 
 

罔兩與罔象同為小兒形象，赤黑色身軀，赤爪或赤目，大耳，長臂或美髮。

而這可與前述司馬本所謂「狀如小兒」與竹簡中的「赤子」形象相呼應，當然這

邊所謂的赤子不必是赤黑色身軀，但大抵是孩童形象。 
罔象給世人的形象是使人敬畏的，而這一點又恰與上述小兒形象作一強烈對

照，即罔象原本中性甚至是神聖的形象曾經存在。又，罔象常見於中國南方，是

人們生活與水緊緊相依附的時空背景。相對於古老的黃河，規律的泛汛，長江所

代表的生命力與神祕、狂暴的恐怖力量，如同大母神一般的使南方人們又敬又畏。

上古的神未必慈愛，因為使人敬畏而顯得神聖，而漸漸轉至貼近社會功能與需求，

憐憫人們且對人們有益的為神，反之則鬼。於是罔象等精怪的形象越來越被侷限

與固定，與神聖的意涵越來越遠。 
 

罔象，如三歲兒。赤目，黑色，大耳，長臂，赤爪。索縛，則可得食。58 
 

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

烹之吉。59 
 

三、食肝腦的墓壙之鬼 

先秦文獻中，罔象都是水的自然精物。水對北方人而言是神聖叫人敬畏，龍

的形象也始終具相當的神聖位置，而南方的水系與神靈也相較北方複雜的多，南

方的溺人成了亡傷之鬼，且會留滯水中傷人害之，於是也有相對應的厭勝之術。

至秦統一六國，漢代承繼大一統的王國，南北文化風俗交流過渡，衍生出漢代對

罔象的重新詮釋。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60 

 
                                                      
57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十三篇上，虫部，頁 672。 
58 〔晉〕干寶：《搜神記》，頁 149。引《夏鼎志》曰。 
59 〔清〕洪頤煊輯：《經典集林‧白澤圖》卷三十一，清嘉慶年間刊行，年份不詳。 
60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冊三，卷 37（北京：中華書局，1969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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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魏張揖（？-？）《廣雅．釋天》：「水神謂之岡象。」61岡象即罔象，與現

存敦煌的兩卷殘本《白澤精恠圖》：「入淵而畏者，呼曰罔像。」62指出水有罔象；

而《周禮．秋官．壺涿氏》記載著擊殺水神的儀式過程，唐李賢注謂水神即為罔

象。 
方相氏在原典中未提及罔象或罔兩，及墓入壙所敺的是方良，「《周禮夏官》『敺

魍象』作『敺方良』，《釋文》：『方良：上音罔，下音兩。』」63方良即罔兩，罔兩

罔象古訓不甚分，罔象即無傷。至《釋文》，方相氏與罔兩有了正式的關連。而罔

象第一次與方相氏產生關連，則在東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喪祭〉篇中點出

食肝腦一事。可見當時社會普遍相信罔象會食肝腦。而種松柏，是隨著漢厚葬之

風而流行。自此篇一出，罔象幾乎都成了食肝腦的形象。以下分列《周禮》與《風

俗通》方相氏二文做一對照比較：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

索室驅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64《周禮》 
 
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敺魍象。」魍象好食亡

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而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

立虎與柏。65《風俗通》 
 

方相氏的形象是：身上披掛著熊皮，帶著黃金光澤的面具上頭繪有四隻眼睛，黑

色上衣紅色衣擺，一手拿著干戈，一手執著盾牌。大儺與大喪的儀式不同，對象

不同。大儺是週期性的歲末除疫，目的在對宮室作一周遍性的驅穢淨化，結束舊

的災厄迎接新的開始。大喪則是在靈柩入墓之前驅敺方良，為亡者長眠之地作一

祓禳的儀式。是一種為了讓墓主人可以和在人間一樣，有方相氏為其護衛四方，

使之可以安樂地迎接死後世界。《周禮》是一種官職制度配置的書籍，對風俗習慣、

儀式典故不予贅載。一直到漢代，尤其是東漢時期，才有了進一步更詳細完整的

記載。 
在盛行厚葬文化、事死如事生的漢代，正是許多禮儀風俗發展蛻變的溫床。

為了記載與解釋漢代葬儀的習俗，《風俗通》簡單記錄了植栽與石像的配例，並以

當時風俗給予葬儀體制的解釋，使魍象身分、功能明確，相對的也使方相氏行大

儺儀式更為明確，除了應劭以外，尚有《後漢書》、《漢舊儀》將大儺敺鬼儀式一

一詳述，使《周禮》發揮真正確實的作用。 

                                                      
61 〔魏〕張揖撰，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冊六，卷九上，頁 1077。 
62 知北遊：〈白澤精恠圖（釋文）〉，原文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c4f8f10100hijf.html， 
日期：2016/05/20。 
63〔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64［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冊三，卷 31，頁 7。 
65〔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c4f8f10100hij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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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禮》一書，曾受秦火焚書之災，漢武帝時，其弟河間獻王得之，後藏入

秘府未受重視。一直到王莽篡漢時，欲採其官制而重啟用之。東漢時，《周禮》從

政治用書轉為學術，被儒家重視。鄭玄做注時，加入許多當時風俗，使《周禮》

大儺有了漢代的版本，以周之名行漢之時。大儺所驅十二獸，可謂由十二個古老

的畏獸擔當替罪羊，受驅趕之儀式，使人們可以有來年安寧的希冀。大儺儀式在

唐代最為興盛。而在中晚唐漸漸失去光環，唐後，許多古老的儀式不復存在，五

代十國乃至宋代，又是另一波文化與習俗的變革。禮失求諸野，兩漢盛唐的遺風，

反而透過日韓等國的保存，尚可追尋一二。 
秦始皇廢六國語言、文字、度量衡之後，中國步入一個真正的大一統帝國，而這

是大刀闊斧地斬去舊文化，衍生出新的體制，縱使是舊的儀式制度，卻完全可以

賦予全新的詮釋與方式。罔象在先秦與之前是水中的精怪、惡鬼甚至是神祇，但

到了漢代，漸漸地成了食死人肝腦這樣恐怖兇殘的鬼物，而讓外貌看起來更加凶

惡的方相氏所驅趕，一如《風俗通》記載方相氏的樣貌與功能：「方者，興旭；相

者，所以威厲鬼，敺罔像；方相欲以驚逐鬼魅。」66食腦的說法見於《搜神記》：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牽以獻穆公。道逢

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67 
 

秦穆公時，陳倉這個地方有人挖地挖到一個像羊不是羊，像狗不是狗的怪物，

想要將這樣的怪物呈獻時，在路上遇到兩個童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他們說：

這個奇怪的東西叫「蝹」常常在地底下偷食人腦，如果想要殺了它，就要用柏東

南方向的樹枝穿過它的腦袋。人們因此常在墳墓的旁邊種植柏樹。說明了墓旁常

見松柏的原因。 
但至唐代天寶年間的封演（？-？）不這麼認為，他在著作《封氏聞見記》裡

說《風俗通》引《周禮》魍象食肝腦立松柏避之，與《搜神記》蝹食腦二事並列，

認為「此上兩說各異，未詳孰是。」68，並旁引《左傳》、《禮記》等先秦典籍，闡

明「蓋殷周已來，墓樹有尊卑之制，不必專以罔象之故也。」69認為墓側所植之樹

種，早已載明在宗法制度裡，並非秦穆公後才有，故不該以後訓前，植松或栽柏

有一定法制，並非因為這怪力亂神之說。相同的，亦可見晚唐段成式（803?-863）
的《酉陽雜俎》，亦有魍象食肝腦立松柏避之，並附註說明黃金四目者為方相氏、

二目者稱為「僛」，還有以方相氏為藥名「方相腦」70的說法記載。而這些資料都

可見於東漢的《風俗通》。 

                                                      
66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67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八，頁 112。 
68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頁 83。 
69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頁 83。 
70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冊二，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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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俗上，我們之所以祭祀祖先，無不是想為自己與後代子孫求福氣。近人

王利器校注，補充《續漢書》〈禮儀志〉中注、《通志禮》引《漢舊儀》：「方相帥

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71除歲同時迎新，

驅邪的同時亦對未來農事充滿祈禱意涵。《風俗通．佚文》中記載俗說，採民間說

法，如下： 
 

俗說：亡人魂氣飛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體魌魌然盛大也。或謂魌頭

為觸壙，殊方語也。72 
 

王利器注中以「魌」就是《荀子．非相》之「倛」，楊倞注：「倛，方相也。」

又引韓愈曰：「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73此段《酉陽雜俎》載錄如下：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為樂喪。魌頭，所以存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蘇，衣

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僛。74 
 

用來威嚇惡鬼敺厲鬼，相同功能的「威嚇作用」的面具，若畫上四目者曰方

相氏，二目者即為其「僛」，寫法或異，但一般恐怖的面具自古就有，而人們以「鬼

面」繪之，亦即鍾馗面醜可以抓鬼具有相同的含意，唐代此風甚盛，是以鍾馗為

唐時人。且驅鬼的工作也在唐時由方相氏轉為鍾馗。 
《周禮》的兩則文本〈秋官．壺涿氏〉以及〈夏官．方相氏〉，二官所司職責、

針對的對象不同，進行的儀式也不一樣，但大約自東漢時，風俗上民間流傳的二

官所敺殺的對象皆為「魍象」，此一有趣的聚集，亦是上述罔象與罔兩不分，二者

同為水怪或木石之怪。至漢代尤其是東漢晚期，魍象成為儀式針對的對象，而魍

魎則成與魑魅並稱的鬼物複合名詞，時光推移，魍象一詞隨著儀式的消長在厚葬

風氣盛行的漢唐二代廣受重視，在歷史上不復常見，宋代記載於類書如《太平御

覽》與《太平廣記》，這尚是宋初史筆之作，民間與文壇已少見，反而是魑魅魍魎

常存民間說法。 
罔象形象的變化與發展大致從自然精怪至疫鬼、墓壙之鬼，從中性轉為有害

的趨勢；從先秦文本看來其實是簡單的自然精怪，但到了漢代諸家注解，首先是

與罔兩不分，同時與其他精物鬼怪的混用，使得罔象形象看來紛雜，再者是原本

中性無害無益的自然精物，隨著風俗習慣的轉變與文化霸權的洗禮，漸漸成為害

人的疫鬼、食亡者肝腦的墓壙之鬼，罔象形象雖多元繁雜，但最重要的一條軸線

是從《周禮》到《風俗通》的轉變，文獻上只是改了幾個字、寫法不同，但其中

                                                      
71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72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73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74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冊二，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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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蘊涵的是數百年的演變習俗信仰影響人們，人們卻也同時隨時改變著習俗與信

仰，在這轉變過程中，人們賦予罔象越來越多的恐懼意象，使罔象原本無以名狀

的無形的原始幻覺、空間恐懼漸漸轉為有形的恐懼，且人們利用這種有形的恐懼

於厭勝與鎮攝，使方相氏與魍象成了一體的兩面，既是人們恐懼的對象，也利用

這種令人害怕的形象去厭勝更危險的鬼物。 
罔象存在的份量隨著文明進步而遞減，而罔象本質是一種神話思維的存在，

罔象文化所象徵的即是人們因應自然恐懼的一切人為之力，從一開始原始荒蕪蒙

昧未開的自然令人恐懼，漸漸摻入許多人為力的抗拒，巫術本身就是一種人為，

而罔象從最初的擬獸巫術，乃至對鬼怪與疾疫的厭勝儀式，到後來的束之高閣、

存於類書、百科。但在目前信仰與習俗的仍可見罔象文化的殘跡與遺存。探討罔

象文化的發展，也是追溯人類由原始轉進文明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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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厭勝與敺殺 

 
1925 年王國維提出二重證據法，對於古史的研究，除了文獻典籍的研究還需

要出土文物的佐證，本章將以出土文物的佐證與風俗儀式的遺存作一整理與比較，

首先從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楊華的《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晏昌貴

的《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以及劉釗的《出土簡帛文字叢考》的研

究成果作一基礎，論述罔象在先秦以前被記載的形象，並比較出土文物中所見的

罔象形象與古籍文獻中所記載的異同與落差，以及罔象在先秦時期有著怎樣的作

用與功能。 
 

第一節 自然精怪的厭勝儀式 

 

一、撒灰與烹食 

上古中可見人們對水所存有的莫名的恐懼與想像，同時觀察到植物與水的關

係，彼此之間的生成與剋制，在巫術思維下，產生如何的儀式與應對，從水亡傷

的厭勝之術，到殺水蟲的專職儀式，水除了覆滅，還有更多影響人類生活的影響

與可能的傷害。比起狂暴驟然、季節性的洪水氾濫，一些可能在平日稍有不慎所

造成的傷害，比如落水致死或是潮濕南方所可能帶來的疾疫反而造成人們對水的

莫名猜疑所衍生的恐懼。 
再者從可能的儀式與風俗上著手，罔象自先秦即有相應的儀式，但直到漢代

有了更完備的風俗習慣與完整的儀式記載，在此將以舊漢儀與漢應劭所撰的《風

俗通》等作看漢代史筆的記載，再比較之東京賦、廣成賦等的文學敘述，敺殺魍

象的儀式在漢代厚葬的，經過六朝的志怪筆記，干寶的《搜神記》與葛洪的《抱

樸子》、宗懍的《荊楚歲時記》與儺儀式中代面的意義與轉變，形成唐代的大儺儀

式，最後影響日韓至今的古老儀式。 
 

人恒亡赤子，是水亡傷取之，乃為灰室而牢之六五背貳，縣以䓛，則得矣；刊

之以䓛，則死矣；享而食之，不害矣六六背貳。1 
 

水中的亡傷會使未成年的孩童死亡，若遇到亡傷，可將它囚禁在舖滿灰的結

界之內，古人相信鬼物怕「灰」，將桃枝燒成灰或是茅葦的灰都延續著原本的神聖

性，以灰厭勝之術可見後世分別皆引自《莊子》佚文二例：隋代杜台卿所撰《玉

                                                      
1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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燭寶典》中引云：「斫雞於戶，懸葦灰於其上，插桃其旁，連灰其下，而鬼畏之。」2；

唐代歐陽詢所編著《藝文類聚．果部》中所引的例證「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

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如童子也。」3將桃枝插在門上，在門下撒灰為

界，孩童不怕灰，鬼物懼怕。如此可用來護衛兒童安全。䓛就是茜草，《說文．艸

部》「茜，茅蒐也。」4這種植物可以結繩，又可以作為染料，可成絳色《說文．艸

部》「蒐，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從艸從鬼。」5《徐曰》「今人謂蒐

爲地血，食之補血，故从鬼。」6《詩經．野有死麕》「野有死麕、白茅包之。」7古

楚也一直有「苞茅縮酒」的祭祀儀式，《左傳．僖公四年》「爾貢包茅不入，王祭

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8楚地也曾因為沒有進貢苞茅而被齊桓公攻打，則

「茜」、「茅」、「蒐」三物可互通，約是血色可染，束縛綑綁的一種植物，將他懸

掛在灰室裡就可以將亡傷捕獲，斫削茜草就可以用來殺死亡傷，享，古烹字，烹

食他可以不害。以吃食作為積極巫術的手法，在古老的文獻上常見。而這條目恰

與《夏鼎志》與《白澤圖》作一對應，而「赤子」更以三歲小兒面貌作一體現。 
「殤」有二義，一謂未成年而死；一謂無主之鬼。前者即《儀禮》中記載的

未滿二十因疾病或意外而死，又以年紀大小分為四種：長殤、中殤、下殤，未滿

八歲的稱為無服。 
 

《小爾雅．廣名》「無主之鬼謂之殤。」《楚辭．國殤》「死於國事，無主之

鬼謂之國殤。」「此云無主之鬼，專指國殤而言。」9 
 

將《睡虎地秦簡》的人恒亡赤子，是水亡傷取之與《包山楚簡》所記載的水

上與溺人做一比較對照，「『水上』或即『水無傷』之急讀」10。今人劉釗《出土簡

帛文字叢考》11中藉以劉樂賢的水亡傷即水罔象。如此可見在古老的楚地有著對水

罔象的禁忌與或儀式。 
《睡虎地秦簡．日書．病》「庚辛有疾，外鬼、傷（殤）死為祟」12。同書〈詰

咎〉「鬼恒羸（裸）入人宮，是幼殤死不葬」13如此可見楚人對於夭折或因意外死

亡的鬼魂，有著預期的恐懼，便有了相應的巫術。 

                                                      
2 喬繼堂：《中國歲時禮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22。 
3 楊儒賓：《儒門內的莊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 年），頁 71。 
4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一篇下，艸部，頁 31。 
5 〔漢〕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一篇下，艸部，頁 31。 
6 《徐曰》：蒐，原文網址：http://ctext.org/dictionary.pl?if=gb&char=%E8%92%90，日期：2016/05/20。 
7 高亨注：《詩經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頁 31。 
8 〔晉〕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冊一，卷五，頁 6。 
9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頁 172。 
10 晏昌貴：《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頁 173。 
11 劉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頁 143。 
12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117。 
13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頁 229。 

http://ctext.org/dictionary.pl?if=gb&char=%E8%92%90%EF%BC%8C%E6%97%A5%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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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對於夭折與無主之鬼有所恐懼，給予一個水亡傷／水上／罔象的專名，

在意義上與無傷類似，而「水」則將恐懼的對象扣繫在因水而死的亡者，而在生

理條件上，兒童因受限身形，比起成人更容易溺水而死，故有兒童溺水是水亡傷

所取的說法，再者，孩童也更容易因好奇而戲水，繼而溺斃，如此，水亡傷也可

以成為嚇止孩童、提醒成人保護孩子的潛在意義。 
對應的植物是一種紅色近似血色的植物，可作染劑，好生長在潮濕近水域的

土地，在遠古人們很容易對其產生與人的血液互滲的觀念，甚至很可能是因為亡

者之血使得這樣的植物產生血色，如蚩尤之血化為楓林之紅這樣的原始思維。在

儀式上向來有鬼忌紅色可用來驅邪避鬼的厭勝之術。 
此簡中「享而食之，不害矣」與《搜神記》引《夏鼎志》曰「以索縛之則可

得。烹之吉。」14；《白澤圖》云「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15可見其一脈相

承，夏鼎與白澤雖見於晚期成書，但承繼的是這樣的說法與觀念。而前述無傷即

為「倀」而在《太平廣記》的鬼、妖怪分別記載著「江河邊多倀鬼。往往呼人姓

名，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也。」16、「按〈白澤圖〉曰。其名曰常。依圖呼

名。至三呼。奄然已滅。」17如此可見兩組系統，一為索而烹食，一為呼名。都是

典型巫術思維，在儀式上將鬼怪捕捉而食之，可化其害，不害為吉，如同將令子

女恐懼的父權權威，殺之而分食可以獲得父親權威的力量；在心理上是面對恐懼

並消化它的本能機轉。這個索縛烹食的對象究竟是否真有其對象，在儀式上設了

一個辨識的方法，則是以亡傷所恐懼之物做一判別，亦即前述引莊子之例：在門

限撒灰為界，孩童不怕灰，鬼物懼怕。如此可用來護衛兒童安全。這樣的儀式會

不會有誤殺者，資料有限不可得知，但若有，這枉死者也成了一種人們集體恐懼

意識下的替罪羊。 
在先秦的楚地尚有如此遺風，但漸漸經過漢代數百年文化的蛻變與儒教的洗

禮，到了東漢末年至魏晉六朝，呼名的巫術更廣為流傳與重視。在晉葛洪《抱朴

子》中，有著更多呼名則吉的驅異避兇之術。 
 

二、鼓毆與齒貫之法 

三國魏張揖在《廣雅》〈釋天〉中言道：「水神謂之岡象。」18岡象即罔象，同

篇中稱「火神謂之游光，金神謂之清明。」19在此曰神，所指涉的是一種泛靈思維，

而非後世普遍認定的神明定義；〈東京賦〉有「殘夔魖與罔像，殪野仲而殲遊光。」

                                                      
14 〔晉〕干寶撰，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 12，頁 146。 
15 〔清〕洪頤煊輯：《經典集林‧白澤圖》卷三十一，清嘉慶年間刊行，年份不詳。 
16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八，頁 2788。 
17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八，頁 2869。 
18 〔魏〕張揖撰，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冊六，卷九上，頁 1077。 
19 〔魏〕張揖撰，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冊六，卷九上，頁 1077-1078。 



36 

薛綜注云：「野仲遊光，惡鬼也」20《法苑珠林》稱「木精為游光，金精為清明」21

多數的書中記載皆與廣雅所謂的「神」有所出入。在此可見「神」對人類意義的

轉變，也可見罔象、游光、清明等皆為一種超自然的異能，人們視之為精怪，對

這種力量可能祟人的恐懼漸漸成了惡鬼的形象，隨著時間的轉變成為驅逐的對

象。 
而在《荊楚歲時記》佚文中可見對遊光所行儀式與時間點所帶出的意義在於

「驅邪除疫」若以流傳今日的習俗語境來解，五月五是重午極陽之日，萬蟲眾毒

破伏而出的日子，也就是為了因應即將到來的盛暑可能伴隨的疾病蟲毒之害，所

做的整潔殺毒的衛生工作。然而在中古以前，這樣的儀式是相當古樸且具有巫術

思維的。 
 

（補）遊光厲鬼 
五日以艾縛一人形，懸於門戶上，以辟邪氣，以五綵絲繫於臂上，辟兵厭

鬼，且能令人不染瘟疫。口內常稱遊光厲氣四字，知其名則鬼遠避。（遵生

人箋卷四、五月事宜引荊楚記） 
 
以艾結人形懸於門戶，以辟邪氣。常念遊光厲鬼四字，則邪鬼辟。（月令採

奇卷二、五月五日引荊楚歲時記） 
 
五日口內常稱遊光厲鬼四字，知其名則鬼遠避。（古今類傳卷二、歲時、五

月、遊光引荊楚記）22 
 

在此值得關注的一點在於「驅疫」與「鬼怪精物」的串連性，都是陰陽至極

而轉化的時候，五月五的「驅邪除疫」以及大寒之日方相氏行大儺儀式而「驅疫

逐厲氣」都是將自然中祟人者視為疫鬼而驅趕，以期平安度過這天地陰陽之氣轉

換的時節所進行的儀式。 
如同上述的泛靈思維，人們對於神鬼精怪視為一物，古老的楚地是一片雲夢

大澤，人們與水爭地，而古楚地的人們相信，淵中蟄伏水蟲，殺了這種水蟲的元

神或靈魂，即可使淵枯竭為陵。這是全然的前邏輯，也可見初民與環境相抗爭的

險惡，而這水蟲當然是水中的精怪，所以唐太子李賢注「神，水神，龍罔象。」23

與上述敦煌殘本有著共時性觀點。在《周禮．秋官．壺涿氏》記載著擊殺水神的

儀式過程：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 
                                                      
20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附考異》〈張衡：東京賦〉，頁 378。 
21 ［唐］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卷十一（北京：商務印書館，1919 年），景上海涵芬樓藏明萬 
曆刊本。引《王子》：「木精為游光，金精為清明」 
22 王毓榮：《荊楚歲時記校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 年），頁 182。 
23 〔南朝宋〕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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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24 
 

「涿」通假「椽」，而椽就是以物擊之，專門的官職進行著擊打陶鼓藉以 
驅趕害人的水蟲，並殺水神的儀式，故此職稱壺涿氏。《後漢書．馬融列傳》

後附上其作〈廣成頌〉其中提到：「乃命壺涿驅水蠱。」25唐章懷太子李賢注引《周

禮》認為蟲應為「蠱」，即毒蟲，從潮濕深邃的地方所生的有害之蟲；而炮土之鼓，

就是以土窯燒的瓦陶之鼓，強調他的材質，同時表明以水來土掩，以土剋水的觀

念，這不單純是五行之術，而是經驗與智慧的傳承。 
這種鼓以陶為框，以皮革為面。鄭玄注「橭，讀為枯，枯，榆木名。」26牡，

雌牝雄牡，此指植物的雄株，以水為陰，故取陽枝具有剋殺水神的加持力量，午

就是一橫一豎交畫十字《玉篇．午部》「午，交也。」27縱橫相交。賈公彥疏「『云

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者，以橭為幹穿孔，以象牙從橭貫之為十字，沈之水中。」28

古代相信萬物相剋，是一種巫術思維，木遇水則腐，今若有木頭較耐潮濕，則令

人相信這種木材必有神奇的力量。榆木生性較耐潮濕耐腐，故古人以為可剋殺水

神。犀角象牙都是罕見之物，亦被視為具有法力的祭器。李時珍《本草綱目．獸

部．象牙》「世人知然犀可見水怪，而不知沉象可驅水怪。」29於是拿雄株的山榆

木枝幹再以象牙橫貫作成的十字狀法器投入水中，即可將水神殺死，深淵就會變

成陵穀，這是一種古老的驅水神之術。 
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中有展出象牙，「有的象牙插在銅人頭像的倒三角形頸

內」30以象牙驅趕水神的儀式實際存在。出土文物與文獻記載的二重證據。更可以

說明在南方基於對水的敬畏而有所相應儀式是確定的，且某程度與文獻相符。卻

可能以不同名稱。在此提供了無限的想像與可能，一方面是雲夢大澤褪去，留下

肥沃的長江中下游平原，而透過這樣的儀式記載著這漫長的過程，加上北方南遷，

人們對土地山林的依賴遠大於遠古對水的恐懼；一方面或許隱藏在儀式背後一段

史前的部落戰爭，以罔象──某具體之物而以古老語言記其音──為圖騰的部族，被

古楚地的人以象牙與木頭為武器拿下首領而據其地，掌握其水土資源，而以儀式

反覆演練這成功的一刻，進入歷史之後被吸收寫入《周禮》。即顧立雅

（HerrleeGlessnerCreel）所謂的折衷文化的特質 
 

                                                      
24 ［漢］鄭玄注：《周禮鄭注》，冊二，卷三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5。秋官‧壺涿

氏條目 
25 〔南朝宋〕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頁 9。 
26 ［漢］鄭玄注：《周禮鄭注》，冊二，卷 37。引杜子春 
27 〔南朝梁〕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冊五，卷三十（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657。 
28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頁 251。 
29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下（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 年），頁 2827。 
30 江玉祥，〈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象牙〉：

http://www.sxd.cn/showinfo.asp?id=1003&lmtype=%B1%A3%BB%A4%D3%EB%D1%D0%BE%
BF，日期：2016/05/20。 

http://www.sxd.cn/showinfo.asp?id=1003&lmtype=%B1%A3%BB%A4%D3%EB%D1%D0%BE%BF
http://www.sxd.cn/showinfo.asp?id=1003&lmtype=%B1%A3%BB%A4%D3%EB%D1%D0%B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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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受到多方文化的滋養。但這些影響與技術，一旦被接受，即面臨著與入

侵中國的任何哲學、任何宗教和任何人同樣的命運。他們被依據中國的國

情而吸收、發展，然後轉化為該文化的有機部份，從根本上保持著中國文

化的獨特魅力。31 
 

先秦在風俗習慣與民族記憶上是一個承先啟後的階段，此時記載或口傳的儀

式與禁忌，有許多是遠古的遺風。透過殷商與周不同的統治手法，一方面顧及「傳

統」的信仰，一方面是掌握了宗教與政治的主導權而藉此鞏固政權。 
 

西周時期逐漸放棄了神權政體，但泛神思想或多神論做為一種文化、宗教、

意識和心理基因深深地根植於並延續在後世的中國文化發展與宗教實踐

中。32 
 

即商周社會的基礎同為氏族／家族組織和祖先崇拜，但根本區別：商代是一

種與眾神共處，祖先共尊神明是所有民眾與政體的；而周代採取的是在周人信仰

中漸漸排除遠古祖先和眾神的崇拜強調每族或每群體各自的祖先神──封建與宗法

制度。周代有自己的儀式與信仰，而在取代殷商之後，為了與前朝形成區別，更

是制定出了一套禮治制度。相同的，在結束漫長的周代起而代之的秦朝亦有一套

自己的統治模式，甚至成為中國數千年的帝國文化的基礎。繼起的漢代亦如是，

而其中在文化上最明顯的就是掌握「話語權」並重新詮釋。 
 

第二節墓壙魍象的敺殺儀式 

 

一、歲終逐疫 

先秦時，《周禮》與罔象未有明文直接關聯，到了漢代，書中所載的方良成了

魍象，漢代的魍象形象最重要的是儀式中的疫鬼或惡凶。這個疫鬼與惡凶的形象

先是由無到有，又從具體標的漸漸轉化為象徵意涵，成為人們為求心安的代表。

存在先於本質，在這個人類精神文化儀式上，這個疫鬼真實身分究竟為何，不用

一個確切的詳述，只要人們進行這個儀式，就能換取一年的安心。而這個轉化的

過程，便是此章節所欲探討的論述重點。 
罔象的形象在漢代可比較西漢初期與東漢晚期展現出不同的概念。西漢初期

以《淮南子》所詮釋的形象為主要代表；東漢晚期則以應劭的《風俗通義》可為

代表，在這二書之間當然還有許多罔象的記載與形象的描繪，其中可見罔象從水

                                                      
31 楊曉能：《另一種古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頁 414-415。 
32 楊曉能：《另一種古史》，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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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精怪漸漸轉變為兇惡殘忍的食肝腦妖怪。這其中紛歧的條目可在《風俗通義》

中見一統整與收束。東漢以後，魍象食肝腦的形象皆出自《風俗通義》；而《淮南

子》則是漢初的學者對先秦罔象的印象紀錄，加上貫穿全書的黃老思想作了近一

步的詮釋。 
在此須先將《周禮》的方相氏條目釐清，主要內容在方相氏的裝扮與職責功

能。分為兩種不同目的：每年歲末例行、在宮室中行使的大儺，意在驅疫；以及

在大喪之時，在靈柩入墓之前，驅敺方良，以為亡者長眠之地作一祓禳的儀式。《周

禮》所記為一職責所備的必要內容，如必要的裝扮與工具、時機，對於對象的來

龍去脈未有詳述。經過漢代的風俗民情漸漸浸潤，使這些古老的儀式有了變化與

移轉，加以補充說明，使儀式過程、對象等細節都更加完備。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

索室驅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驅方良。33 
 

上述方相氏的幾個重點特色：蒙上熊皮、戴上四目、罩住全臉的恐怖面具，

皆以威嚇用；黑色上衣紅色下襬、拿著戈與盾，一如將領的妝扮並率領上百人；

則驅鬼如退敵。這個「如敵之鬼」只說方良，未有更多說明；在儀式的內容，只

有「索室」與「以戈擊四隅」，皆為一周遍性的查檢，未有詳述。到了後世則有桃

弓棘矢、灑紅豆等等諸多細節。 
至東漢分別經過光武帝時的衛宏 34與王充等人的記載與詮釋，最後於末年獻

帝（189-220 年在位）時完成的《風俗通義》作一詳盡記載。東漢末年的三國吳，

又有薛綜與韋昭對古籍作注解，並與地方風俗作進一步連結。使得「罔象」的樣

貌益加多元繁複。先秦方相氏的兩大職能：除歲的大儺儀式與入壙敺魍象在漢代

大致分為二大脈絡，最主要在「對象」的確立與刻畫的筆調。前者的對象先是以

顓頊的三個不肖兒子亡後分別為惡鬼，再進一步將這些惡鬼形象推展成十種惡凶，

輾轉演化至今，成了率領孩童與群眾，戴著面具的驅疫文化盛典。 
東漢衛宏所著《漢官舊儀．補遺》中首見「顓頊氏有三子」的記載，此三子

雖為三個個體，但共同指涉皆與「罔象」相關，依序即為後世所謂的倀鬼、魍魎、

方良。三者前已論述皆即為罔象，爬梳其意亦得同樣指出迷離徬徨的精怪，或人

們面對這些精怪的瘋狂恍惚的心理狀態。王充《論衡》中分別在〈訂鬼〉、〈解除〉

兩篇中提及此事；蔡邕《獨斷．卷上》自「帝顓頊」至「敺疫鬼也。」一文，因

論述所需而分為二段引用。以下列文對照比較： 
 

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魍魎蜮

                                                      
33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冊三，卷 31，頁 7。 
34 衛宏，東漢時人，生卒年不詳，漢光武帝（在位 25-57 年）時任議郎，官至給事中。見《漢書．

儒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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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一居人宮室區隅甌臾善驚人小兒。35 衛宏《漢官舊儀．補遺》 
 

《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虐鬼；一居

若水，是為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善驚人小兒。」36 王充《論衡．

訂鬼》 
 

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

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37 蔡邕《獨斷．卷上》 
 

第一個居江水之鬼，衛宏（約 25-57）記虎，王充（27-97）記虐鬼，蔡邕（139-192）
記瘟鬼。虐鬼即倀鬼。虐與倀皆與虎殺人有關，「虐」本身為會意，即「虎爪殺人」，

後人字省略。故虐字本意即為虎下亡魂。倀有被虎咬死者與水邊亡魂的意思，即

《禮記．仲尼燕居》所謂的「瞽者無相，倀倀乎其何之。又倀鬼，虎齧人，人死，

魂不敢他適，輒隷事虎，名曰倀。」後來到了《聽雨記談》成了為虎作倀的荒謬

事宜，但在《太平廣記．李戴仁》又謂「江河邊多倀鬼。」雖歧義紛雜，然探其

原解，《說文解字．人部》說「倀：狂也。」，則可謂倀鬼是因遭逢意外而亡，深

受恐懼束縛、迷糊恍然而瘋狂的鬼。東漢初年時期，居江水之鬼為遭受暴力橫死

之鬼的代稱，居歐隅之間的才是疾病。但至蔡邕的東漢末年，意義有所轉變，暴

力橫死之鬼成了疾病的傳播之源。瘟有二義，一為急惡傳播之疫，一為昏頭呆腦

的狀態。故以此三則跨越東漢前後相差將近一百年，可見到了東漢晚期，居江水

者泛指精神恍惚狀態迷離的鬼物亡魂。 
第二個居若水的是魍魎蜮鬼。若水 38為何？若水即今雅礱江。但在《山海經》

中，主要欲指的是一個存在於「想像與信仰」的神居之所、神話時空，是聖人顓

頊出生之地。《大戴禮記．帝繫》與《史記．五帝本紀》分別記載黃帝與嫘祖所生

的兩個兒子青陽與昌意，分別降居泜（江）水與若水，二人子孫分別為帝嚳與顓

頊。而在《小戴禮記．月令》中則將顓頊是為掌管北方與冬季的領袖，「其帝顓頊，

其神玄冥。」顓頊父昌意降居此地，自己亡去的兒子亦居此，魍魎一詞從山林精

怪成了山川野鬼的代稱。以上二鬼，解釋了漢代人對水有罔象與魍魎的定義與概

念。由顓頊之子轉為方相氏驅逐的魍象，其脈絡可見下引三例： 
 
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

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

                                                      
35 ［漢］衛宏：《漢官舊儀．補遺》，頁 21-22。甌臾未詳。 
36 〔漢〕王充，韓復智校釋：《論衡今註今譯》〈訂鬼〉，頁 37。 
37 ［漢］蔡邕：《獨斷》（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1。 
38 即今雅礱江，古稱若水、瀘水，是長江宜賓市以上最大支流，也是長江上最長的支流。雅礱江

發源於青海省巴顏喀拉山南麓，至四川省攀枝花市倮果注入金沙江。雅礱江幹流全長 1637km，

流域地跨四川省、青海省、雲南省三省 29 個縣市，是以藏、漢、彝為主的多民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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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39 王充《論衡．解

除》 
 

其一者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黃金四目，蒙以熊皮，

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宮中，

敺疫鬼也。40 蔡邕《獨斷．卷上》 
 
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敺魍象。」魍象好食亡

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而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

立虎與柏。41 應劭《風俗通．喪祭》 
 

將神話與儀式相融合，可見王充在論衡兩篇的記載比較，王充在〈訂鬼〉篇

中引《禮》記載，而在〈解除〉篇中則闡述古籍之外的儀式，追源溯本找出當代

習俗的神話根源。秦漢之際，新的人類秩序建立，許多像是神話的文本，荒誕神

話傳說轉而成為儀式之源。蔡邕與應劭的記載亦可見一斑。在蔡邕《獨斷》，第三

個居宮室善驚人小兒者，直接成為「方良」到「魍象」的跳板。東漢初衛宏記載

遠古的神話傳說，王充將當時的風俗習慣推原追溯至古老的逐疫儀式、神話源起，

而東漢末的蔡邕更直指緊扣方相氏行大儺儀式。而相近時期的應劭也直接在《風

俗通》中記載所除者為魍象。這也是首見「魍象食肝腦」的記載。 
習俗是一個族群所共同擁有的集體行為，也就是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

一書中所謂的「集體表像 42」。一旦風氣形成而盛行，由上到下難以避免，故王充

所雲「世相倣效，故有解除。」王充著述《論衡》是為了對當時的虛妄的社會風

氣有所批判，「浮妄虛偽，沒奪正是；心濆湧，筆手擾，安能不論？」，〈訂鬼〉更

是為了反對當時過度的厚葬而作。他更將禮治的喪失歸咎於逐疫儀式的盛行。認

為以堯舜之德治天下時，諸事太平，未有災疫，就算沒有任何逐疫之舉，也能不

受疫鬼之害。將國家政治比喻人體──若是身強體健，縱偶感風寒也能不受病害──
而將風俗迷信視為國族的病弱。相對的更舉夏桀商紂之亡國君主為反例，縱使天

天行儺驅疫，疫鬼仍源源不絕的出現。最後提出結論「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 
神話、儀式與風俗，一直是密切如織辮的關係。而但從古代的知識份子有意

識地記載於文獻上的差異中可以得見，從想像的、原始的神話漸漸過度到風俗民

情的面貌，其弱化、演變、轉嫁的文化異動，正是人類精神世界不斷開花結果的

過程。 
 

                                                      
39 〔漢〕王充，韓復智校釋：《論衡今註今譯》〈解除〉，頁 2191。 
40 ［漢］蔡邕：《獨斷》，頁 11。 
41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佚文〈喪祭〉 
42 ［法］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著：《原始思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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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樹柏立虎 

從漢代開始，尤其是東漢厚葬之風盛行的時候，人們除了對墓葬內的陪葬品

的講究，更衍伸至墓上的佈置。且漢代至孝，除了子孫守孝而居，也希望能有守

護墓園，使死者與子孫都安心的鎮墓獸，遂產生了樹松柏立石虎，也成了魍象害

怕之物。《風俗通》記載言道「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立虎與柏」，但是唐封演

（A.D.756）43的《封氏聞見記》中則反對這種說法，認為樹柏立虎是早就有的宗

法，並非針對魍象而設立的。故孰先孰後無法判立，但可確知的是，最遲自漢代

起，樹柏立虎是為了威嚇。 
再言道，方相氏的黃金四目，與魌頭的恐怖形象，共同目的都是為了威嚇人

們所害怕的一切凶惡鬼怪。方相氏與魌頭在唐代有著明確的分別。而隨著人們恐

懼對象的轉變，方相氏形象在唐代大大轉變。 
中國喪葬之風發源甚早，距今約七千年前的仰韶時期即有完整的墓葬文化，

其中河南省濮陽市西水坡所出土的 45 號墓可見蚌殼擺塑的龍虎分列墓主的右左，

且有方位的考究。中國人心中對龍虎的重用與其所象徵的意涵，可追溯如此之久

遠。墓葬最基本的核心訴求在於保護屍身，而對屍身的維護一來是初民意識到亡

者與自身的重要關係，通常是血緣親屬，或是族群中重要的令人尊崇的對象。使

得護死者如護己，不忍曝屍荒野遭野獸啃食，傷害遺體。這種直接的交感作用，

不難理解。二來是初民意識到將屍體埋入土中，可避免引來野獸或是疾病，在初

民直覺的衛生經驗中，而有了喪葬過程，進而形成中國的土葬文化。 
上述的內在與外在因素，經過漫長的文化展衍，傳至漢代加上黃老道家對長

生的追求，認為人死後是換個時空繼續享樂過日子，遂有了厚葬的基本心理，加

上對儒家孝道的遵循，對祖先的身後事不敢怠慢，對遺體的保護就更加講究了，

於是將會侵害遺體的野獸視為凶惡，納入喪葬中重要的一個儀式：方相氏在入葬

之日，先於棺木入墓壙敺魍象。這個儀式先秦即有，但是君王貴族才享有的官職

專司儀式，到了漢代，則成為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皆遵此一葬儀。也因為走入民

間，不可避免的加入了許多民間的俗說，使得葬儀更富有傳奇多元的面貌。西漢

初期，墓葬仍近於先秦，西漢中晚期厚葬文化漸漸發展，到了東漢晚期，整體厚

葬文化達到巔峰。原本會吃食屍體的野獸也被精怪化了，故《風俗通》中所言雖

引《周禮》實則大大縮減並改寫對象。《周禮》設立方相氏的原義在經歷漢代四百

年的文化統合下，成了《風俗通》所記載的簡單樣貌。其中最鮮明且耐人尋味的

差異在於「魍象好食亡者肝腦」這個說法前無所見，於後則有類似的記載──食腦

的說法──見於晉干寶的《搜神記》中記載「媼」，此處分列如下作一對照： 
 
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周禮：「方相氏，葬日入壙，敺魍象。」魍象好食亡

                                                      
43 封演，生卒年不詳，唐代渤海蓨（今河北省景縣）人，唐朝官員。天寶十五年（西元 756 年） 
   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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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肝腦，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於墓側以禁禦之，而魍象畏虎與柏，故墓前

立虎與柏。44 應劭《風俗通．喪祭》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牽以獻穆公。道逢

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45 

干寶《搜神記．卷十二》 
 

後者資料中的秦穆公時，陳倉人得媼此一說法雖見於較晚的《搜神記．卷十

二》，但因文章內容與《國語．魯語下》季桓子掘井內容相近，可視為食肝腦之怪

與罔象之間的連結。綜合上述二條引文加上注國語的韋昭言罔象食人，則可使我

們得知，在東漢晚期至魏晉年間，罔象從原本扁平的水精形象，一轉而成食肉凶

怪，或言食人，或言食死者肝、腦。陳倉人掘地得媼此一傳說後來成為大陸寶雞

地名的由來典故，詳見本文第五章。 
肝與腦都是人體中最重要的器官，尤其與當時東漢的思維作對照：在中醫理

論「肝主疏洩」、「肝主藏血」，肝是全身氣血和暢的重要器官，而東漢人最重視的

精神要素，一為「天」、一為「氣」，這個氣未必直接等於呼吸吐納之空氣，而是

存於體內的精神，中國古代認為情緒與氣的關係密切，而肝臟的疏暢鬱結與情緒

息息相關，肝病亦使人發怒，腦病則使人呆傻，這異於常人一般狀況的兩種極端，

使人體會到生命力明顯的消長，過猶不及的觀念下，人們將肝與腦視為生命主要

表徵，故東漢人將肝腦並視。余英時在《東漢生死觀》46一書中，提及中國人對於

生死的界定義在於氣的有無。並於王充獲得完善的解釋。值得說明的是，以中醫

的觀念來說，人體內最重要的是五臟六腑，而腦不在其列，又以心為最主要的臟

器，腦是形而上的五臟藏神，在此基礎上而隸屬於心 
 

按照中醫的思維方式，在五臟藏神的基礎上以心為主導，強調心的君主在

生命活動中的作用，定義心為君主之官，五臟六腑之大主，而將腦隸屬於

心之下，我們在這裡講腦能主宰生命活動，主藏元神 47 
 

簡單的說，中醫裡的腦只是魂魄儲存的所在，故腦部疾病，都視為魂魄遺失；

但主役靈魂的則以心為主。回到干寶《搜神記》中所記「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

媪與魍象皆畏柏，故墓地皆多樹柏，另外插起首以殺之，則可參見《素問．刺禁

論》「刺頭，中腦戶，人腦立死」48；《類經．針刺類》「然腦為髓之海。真氣之所

                                                      
44〔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45［晉］干寶撰，黃滌明譯注：《搜神記全譯》，頁 259。 
46 余英時：《東漢生死觀》（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 年）。 
47 李德新：《中醫基礎理論》（臺北：文光圖書有限公司，2003 年）。 
48 傅維康，吳鴻洲：《黃帝內經導讀》（成都：巴蜀書社，1988 年），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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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針入腦則真氣泄，故立死。」49 
比之《風俗通》與《搜神記》，皆為食肝腦之精怪，皆懼柏而以柏克之，但成

書於東漢末的《風俗通》記載的是靜態的墓葬文化，為守護先人遺體，又無法每

個墓前都請方相氏來鎮攝，只得退而石虎立柏，以求達到相同的作用。繼起的魏

晉六朝，講求薄葬，故內容一樣，目的卻以志怪克殺為訴求。 
唐封演（?-?，約 756 年）的《封氏聞見記》與同時代稍晚的段成式（803?－

863）的《酉陽雜俎》都有幾載著「食亡者肝的罔象」與「食腦的蝹」，字句措用

抄錄或有出入，但大致是承前二書所言，此列出作一比較。 
 
或說：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曰：「此

名為蝹，常在地中食人腦，若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側皆樹

柏。50 
 

《周禮》：「方相氏區又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墓上樹柏，

路口致石虎，為此也。51 
 

《封氏聞見記》除了記載或古老或特殊的風俗，更多了自己的批判與反駁，

對於長久以來的墓葬文化所講究的樹柏立虎被認為是為了趨避魍象此一說法不以

為然，而認為墓前植栽與石獸是更早就有的宗法制度，是一種身分標誌，並非為

了驅鬼避兇。《酉陽雜俎》則沒有這種獨立思考的省思，只是記載各種傳說，除了

樹柏立虎，還有方相腦的傳說。 
相生相剋的概念因為董仲舒獨尊儒術，而在漢代大為興盛，從古老的宗法制

度一轉為魍象食肝腦、魍象畏虎柏與方相氏，故植柏立虎、方相氏行儺以趨避，

雖未用生剋二字，在行文上卻處處是以物剋物的概念。 
東漢末年《風俗通義》中記載著當時民間廣為流傳的風俗習慣，因地廣族繁，

說法紛雜，應劭一一條列並置，今人王利器為其校注，廣集其他書中亦言及處，

在條文後括號補述書名篇章，並隨其後作一補充說明。 
 

俗說：凡祭祀先祖，所以求福。方者，興旭；相者，所以威厲鬼，敺罔像；

方相欲以驚逐鬼魅。52 
 

此條所著在祭祀的目的在於向祖先求福佑，並解釋方相氏一名即為威嚇厲鬼、

趨惡納福之義。而驚逐鬼魅的儀式，王利器並引《續漢書．禮儀志》書中的注釋、

                                                      
49 邱幸凡：《新編黃帝內經綱目》（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 年），頁 482。 
50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頁 83。 

51［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冊二，頁 99。 
52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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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通志禮》引自《漢舊儀》中所記載的過程：方相氏率領百隸與童女，用桃

木做的弓，棘枝做的箭，以及陶土所做的鼓，擊鼓而射，還以紅豆五穀播灑。都

是古老的信仰、傳統習俗中可避邪驅疫之物。 
 

第三節 儺戲與十二獸舞 

 
儺，音 nuó，本義是初民驅趕鳥獸時，口中所發出的驅趕的聲音，「儺」即為

逐獸吼叫的狀聲詞，是中國最原始的巫術儀式之一，主要在於驅趕，是一種原始

的模擬巫術，模擬的對象為熊，企圖透過巫術獲得熊的神力。在還沒有巫術思維

的原始時代，人類沒有硬皮厚毛鱗甲，沒有尖牙利爪，只有合作的本能與求生的

智慧──藉由合力圍捕猛獸，以取得生存的資源──這便是儺儀式最初的原型，也是

儺儀式衍生至今，仍保有率眾追趕，恍惚激狂的特質。儺作為驅趕的巫術，而執

行這個巫術的巫師，即為方相氏。 
 

儺是原始驅除行為的音響符號，那麼，方相氏的假形便是上古擬獸化裝表

演的形象符號。53 
 

儺（nuo）是中國古代驅逐疫鬼的宗教儀式，濫觴於史前，盛行於商周。歷

代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延續至今已數千年。儺戲是儺文化的載體，是淵

源於古代儺儀和儺舞、以驅邪和酬神為目的的一種民間宗教儀式戲劇。54 
 

儺最早可推至殷商時期，甚至是更古遠的年代，在尚巫重武的殷商時代，儺

儀式既是商文化的遺存，同時也指出了商人的鳥圖騰信仰，圖騰與面具之間的關

係與聯繫，亦是可以探討的地方。 
 

儺祭產生於原始社會的圖騰，鬼魂，祖先崇拜，在殷周時形成一種固定的

用以驅逐疫鬼的祭祀儀式，始稱儺或大儺。55 
 

圖騰與面具基本上都具有辨識的功能，圖騰的主要功能在於以同一個祖源作

為族群的共同崇拜與約束、保護，並因此延伸了對這個祖源的保衛與禁忌，同時

作為區別非共同祖源的「族外人」。圖騰物往往是動物，再者為植物，非生物的天

文、石礦等自然象徵亦可為圖騰物，初民認為自己與大自然同生同存於自然之中，

                                                      
53 郭凈：《儺：驅鬼‧逐疫‧酬神》（臺北：臺灣珠海出版有限公司，1993 年），頁 18。 
54 庹修明：〈中國儺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兼論「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與貴州儺戲儺文化〉，

漢學研究通訊 22:1（總 85 期）民國 92 年 2 月，頁 1。 
55 庹修明：《儺戲‧儺文化－原始文化的「活化石」》（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 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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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互滲觀念，便相信某種常見而又帶著神祕力量的生物或非生物是為自己的祖

源。崇拜圖騰可以使自己也獲得圖騰物的神秘力量，將圖騰物作為面具，配戴時

則可獲得圖騰物的力量降臨於自己身上。 
上古大事莫過於戎與祀，在與他族戰爭時，除了獲得神力亦有區別辨識的功

能；在祭祀時，配戴圖騰物的面具，或是對圖騰物面具的崇拜，都是獲得神力並

與祖源神靈溝通的途徑方式之一。祭祀儀式中幾乎都有專屬的舞蹈，甚至還有音

樂與禱文歌辭，而特定的面具與服裝、特定的舞蹈配合著音樂與禱文，構成完整

的儀式，有哪個部分錯誤了，儀式則無法順利進行。 
儺儀式在今日的中國仍在幾個地方延續流傳著，但不可諱言的，這些儀式是

被視為「文化遺存」而存在著，最初那種原始崇敬的心境與根深蒂固的信仰已漸

漸消褪。然而儺儀式歷史悠久，在上古時期，儺儀式是個普遍的儀式形態，在殷

商完整而龐大的國族勢力影響下，亦存在於許多不同的圖騰崇拜中，其中有許多

候鳥停留的東部沿海與江澤爛漫的西南，更為常見。在區域的劃分上，以耕作的

方式區分為北方的旱糧與南方的水稻，在耕作物的基礎上，因應需求而有對不同

動物的崇拜，旱糧為主的北方崇拜雨神－龍，南方的水稻文化則崇拜能為他們帶

來豐收的鳥－儺 56。在這些非中原地區的圖騰發展中，以盤弧－犬作為祖源的瑤

族等將之雜揉入儺儀式中；以蚩尤為祖源的苗族、以廩君－白虎作為祖源的土家

族，都雜揉出特有的儺文化儀式。 
中國的面具文化由來甚久，最主要用於儺儀式，今日尚存的南豐跳儺、婺源

儺舞、樂安儺舞，其面具仍是儀式中的重要要素，而面具本身的神聖性至今猶存；

六朝代面之風盛行，至唐代達到巔峰。唐人對面具的應用最為廣泛，或節慶或儀

式或歌舞，時常可見，如「蘭陵王入陣曲」即是有名的代面舞。 
 
賦予方相氏神力的即為「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的裝扮，這背後的涵意是「擬

獸」，藉由蒙上動物的外皮，模擬野獸的模樣，更重要的是面具。面具是人造物的

代表之一，面具必為人造，且只為人類使用。但掩蓋與創造的涵義仍是取法自然，

更是人類用來溝通串連人與人以外的世界的工具。 
 
面具、紋身、識別符號、裝飾，能把一個演員送到一種神祕的世界去，或

賦予他以一種臨時性的特殊精神狀態。57 
 

從郭凈在《儺：驅鬼．逐疫．酬神》一書中，我們可以得出三個重點：一、

率眾而驅的特質，正是先古眾人圍獸的遺習。二、從擬獸到擬神（從獸面到神面）。

                                                      
56 此一說法的來源參見林河：《儺史－中國儺文化概論》（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頁 193。作者提出中原的農耕文化是「龍文化」。 
57 ［英］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自由與文明》（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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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原始動物（熊皮）到人造物件（金屬面具）。 
 

原始驅除活動，依憑的是「人比獸強」的古樸信念，而儺祭的驅鬼，則須

憑藉「神比鬼強」的虔誠信仰。58 
 

穿戴上熊皮是擬獸，這沒有問題，但儺儀式已是巫術發展的表徵，從驅趕野

獸到驅鬼逐疫，對於這些看不見但深信存在的對象，只是擬獸是不足的，而黃金

四目則代表著「神力」的介入，黃金四目有著超凡的視角與能耐，可以驅鬼逐疫，

進一步保祐人們的生存。 
儺在中國歷史悠久，從殷商出土文物即可見儀式用的面具，先秦時期在《禮

記．月令》中亦有各個季節的儺儀式記載如下，而各地諸侯國又因應地方區域特

色發展出大同小異的儺文化，在漢代更因為統一的政權，由宮廷官方舉行的大儺

儀式更為完備而盛大。在內容上分為三級，國儺、與大儺，前二者是國家或掌權

者方能進行的儀式；後者則是上下共享的歲末逐疫迎新。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

其器閎以奄。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征鳥厲疾。乃畢山

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子神祇。59 
 

從漢代開始，透過對經書的重新審訂，將一些古老的儀式作一定型化的修改，

遂有了明確而詳細的記載著十二獸食十凶惡，此一傳統到了隋代演化為十二問事，

唐代為十二執事，唐以降無「大儺」儀式，驅疫仍在，只是換了形式，宋代以百

戲取代儺，原本盛大的儀式縮減，成了一般的趨吉避凶的民間儀式，由「端公」

取代了「方相氏」的角色，與從唐代開始廣為流行的鍾馗分工，驅鬼成了鍾馗的

職司，明代則以《福祿壽仙宮慶會》的宮廷儺戲 60作為歲時驅疫的官方儀式，但

在儀式的神聖與重視上已大不如前，成了季節性的祭典，儀式的進行改為戲劇形

式，主要在娛樂皇室與貴族等。簡言之，儺從最初的巫術祭祀到在固定的時節行

固定的儀式，再隨著社經的轉變，性質一轉，走入民間，轉化為戲劇，原始的精

神被以戲劇的格套保留。 
 

爾乃卒歲大儺，敺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

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

裔。然後淩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

                                                      
58 郭凈：《儺：驅鬼‧逐疫‧酬神》，頁 16。 
59 王夢鷗註釋：《禮記今註今譯》，頁 303-304。 
60 林智莉：〈論明代宮廷大儺儀式鍾馗戲──兼論鍾馗形象的轉變〉，《政大中文學報》，第八期，（2007

年 12 月），頁 9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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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像，殪野仲而殲遊光。八靈為之震慴，

況鬾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

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61 張衡（78-139）〈東京賦〉 
 
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梢罔兩。拂游光。

枷天狗。紲墳羊。……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籍鯨鯢。然

後方餘皇。62 馬融（79-166）〈廣成頌〉 
 

從漢代的文學作品張衡〈東京賦〉與馬融〈廣成頌〉中所記載的「卒歲大儺」

可見當時儺儀式的盛大，以及擊殺一切凶惡不祥之物，漢代思想儒術當道，凡惡

皆有所生剋之對象，這樣的概念使所有的凶惡都被一一點名，而用各種對應的厭

勝法一一殲滅剷除，如「囚」「溺」等，而這樣的儀式到了東漢末年則更賦予了一

個具體的形象「十二獸」對付「十凶惡」，而方法是透過近似舞蹈的方式，模擬「赫

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原本在歷史記載上使人生畏的十二獸在

此身分一轉化為受役使的十二神，以將惡凶吞食殘殺的象徵儀式作為厭勝的方式，

而這些惡凶，其實就是人類心中的十種恐懼、厭惡等負面情緒，加諸於這十種惡

凶；以殘忍的解體手法，為人類的心靈進行「淨化」的洗滌與消滅，其文可見范

曄（398-445），《後漢書．禮儀志》： 
 

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

兇，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

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

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63 
 

而從漢以降，儺儀完備的細節逐漸因為文化的衝擊而有所改變，其中南朝時宗懍

（502-565）所著的《荊楚歲時記》，南朝梁自帝王至民間百姓佛教盛行，連方相氏

的工作也被金剛力士取代： 
 

十二月八日為臘日。史記陳勝傳，有臘日之言，是謂此也。諺言：臘鼓鳴，

春草生。村人並繫細腰鼓，戴胡公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沐浴轉除

罪障按禮記云：儺人所以逐厲氣也。64 
 
 

                                                      
61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附考異》〈張衡：東京賦〉，頁 378。 
62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馬融列傳〉，頁 9。載《廣成頌》云。 
63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十五〈禮儀志〉，8-9 頁。女即汝。 
64 王毓榮：《荊楚歲時記校注》，頁 229-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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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省沂南縣北寨村驅儺圖 65 
來源：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史》 

 

 
漢代到唐代之間，諸多文化都深受六朝胡漢南北混合的影響。在南方多少受

到佛教影響，北方則加入了代面與胡舞等的影響，是以到了初唐，儺儀式又有所

變化，中晚唐後，因為國力大衰，盛大的儺儀式與厚葬文化受到衝擊，罔象與鎮

墓獸、方相氏都只見於後世文字記錄之中。而唐代的《通典．卷九十三．大儺》

中記載了從周制起歷經各朝的大儺儀式。 
中國古代「儺」儀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就是方相氏，他是整個儀式的主持人，

是逐疫驅鬼的主角，他所施行的巫術是厭勝一切人們所害怕的、不祥的，會傷人

的鬼怪精物。儺，即「大儺」，從儺儀式中衍生的「儺戲」與「儺舞」是今日儺儀

                                                      
65 廖奔、劉彥君：《中國戲曲發展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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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的活化石。本字已亡佚，原應寫作「鬼」「堇」，今被同音的「儺」字取代。

儺戲是從原始儀式中驅疫的過程流變而成，儺戲強調整個儀式的過程，儺舞則著

重於巫師的肢體動作，而其中有著厭勝的概念。上古的初民們相信，當人們久居

某處，就會吸引精物靈怪的聚集，而導致疾病與災異的發生，而這樣的時機往往

在季節轉換之時，尤其是寒暑溽燥交替的春秋兩季。因此，因應逐疫驅趕的需求，

大儺很早就產生於初民的社會，而在節氣交替時大規模地舉行。 
從殷商甚至更早的原始社會就已經產生的大儺，因應時代的變遷，也因為是

人民普遍的需求，往往受到政治或政經的介入而變革，最早被固定儀式內容可見

甲骨文中，商王微的制定，到了漢代又被重新定義一次，而到了動盪紛擾的三國，

因為戰事頻仍，許多原本繁複而盛大的禮儀無法按照舊俗進行，連帶的，宮廷儺

禮也無法依循舊制地舉行而式微。再者，群雄並起割據漢室王土，皇室衰微，儺

俗也從宮廷專屬的儀式走入民間，而與民間習俗融合，形成新的衍變，而有了更

多元的面貌。再至六朝清玄之風盛行，加上佛教的進入與傳播，大儺又融合了佛

道等宗教的習俗儀式，傳說故事等，形成宗教雜揉的民間儺儀、軍儺。到了唐代

以後，方相氏也從儺儀式的主角地位走下，不再必然為儺儀式的主持人，更多代

而取之的是，被道教吸收而成主神三清、玉帝，以及盤古大帝、女媧娘娘；佛教

人物中的觀音、金剛、閻王、力士等；更甚而歷史人物中的秦始皇、漢武帝等帝

王將相都成為儺戲中的主要角色，這在在表現出了，萬能神的神仙崇拜完全取代

了象徵溝通神靈的巫師的神聖地位。 
甲骨文尚處於符號與圖象過度的文字濫觴時期，以九與鬼通，殳與攴同。以

殳打鬼即為索室驅疫，驅趕的需求與儀式，上古即有，是一種從原始的狩獵習慣

到驅逐儀式的過渡。從戴著連有巨獸首級的皮毛，模擬巨獸所獲得的力量，轉變

到模擬神的威能，企圖獲得厭勝鬼疾的力量，這不是力氣的角力，比的是震攝的

強度。神有著無法預測的，令人恐懼的威能。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上卷·釋 》解釋說： 就是商代的儺，後省化為“宄”。
（gui），上面的“宀”，表示是宅內。下面左邊的“九”，與“鬼”相通；右邊的

殳，與攴相通，是一丈二尺長、尖頭八棱的一種竹制兵器。九與殳，就是

以殳打鬼之意。可見，就是室內打鬼，趕走室內鬼，與儺的“索室驅疫”意思

相同。66 
 
 
 
 

圖 4-1 甲骨文中的「魌」字 67 
                                                      
66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2009），上卷，頁 48-49。 
67 方起東：〈甲骨文中的商代舞蹈〉《舞蹈論叢》，第二期，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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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商、周徽號文字中的假頭形 68 

 
 
罔兩／魍魎吸收了一部分罔象的功能而變成民間傳說，「罔象」則見束之高閣

或是道家與道教的形上思想。唐代以後，罔象被記入《太平廣記》等官方敕撰的

類書。縱偶見於詩句，也不脫上述描述的形象。唐代成了罔象最後的舞臺，與方

相氏一併退居，而方相氏的功能轉為鍾馗所取代了。 
從原始的巫術祭祀，到歲時性的儀式，再轉至越來越具體的細節與對象；驅

逐的對象從廣泛不祥的概念到確切的有名稱的凶惡，乃致衍生出對應的天敵；從

原始莫名的恐懼到具替罪意識的洗淨儀式，再一轉至求福更甚趨惡的宮廷戲劇舞

蹈。這便是儺與驅疫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的演變，而儺最終走入了民間，四散在

各省，成為各地民俗發展的傳統特色。其中主要功能是以驅鬼逐疫為祭祀的過程，

                                                      
68 高明、塗白奎編著：《古文字類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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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色一為儺面具，二為率眾狂歡。成為在年節時期兼具祭祀與娛樂功能。 
儺作為驅逐疫鬼的儀式，到最後變成趨吉納福的目的。這樣的心理需求，不

只限於中國，而是全人類都有的文化表徵。追探其根源，是人類面對內心深處無

以名狀的恐懼，如何去厭勝它壓制它的具體轉化。恐懼無藥可解，只能藉由轉化

作為安撫，當心生恐懼之時，透過某些行為可以作為將恐懼導出，這樣的心理安

慰至今仍有效。 
而人們面對自己內心的恐懼時，往往是落單一人在寂靜的環境下，甚至是陌

生的地方，恐懼自然打從心底油然而生，也因此面對這樣的恐懼，人類採取的具

體行為是群聚與喧鬧，藉由「人群的力量」趕走內心的焦慮不安。是以今日儺儀

式體現在率眾狂歡的基礎上。以下附圖分別說明從漢畫像石中所見獸與狂歡的儀

式所透露出的圖像敘事，在北方的薩滿教中，巫師在行使巫術儀式之前，需借助

酒或藥或其他致狂的物品，協助達成迷狂的狀態，方可使巫術力量發揮。張光直

先生在《美術、神話與祭祀》69中認為中國原始信仰亦是一種薩滿巫術。 
儺與面具密不可分的關係。在民國以前，中國的傳統尚未面臨西方與現代化

的衝擊之前，面具一直是宗教、巫術、儀式相關的「物件」，面具並未走入民間的

日常生活，而是行使於某些特定的時間與事件上，具功能性的表徵。面具在中國

歷史悠久，從青銅器時期就出土的許多面具，而這些出土的面具，有些是可以穿

戴的，有的設計卻無法順利穿戴，如此設計令人匪夷所思。但這都無礙面具所象

徵的意涵：作為分界與溝通的物件。 
面具的議題廣大而深遠，無法逐一而論，然作為人心境的切換器，對於戴上

面具，面具內的意涵與面具外的象徵，面具外描繪的恐怖的形象藉以驅除鬼物，

但平滑的面具內部緊貼的不只是人的面孔五官，而是遮覆之下，人們內心的陰暗

與恐懼。在心理層面上，面具內的恐懼更遠大於面具外的醜惡。 
 

                                                      
69 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新北：稻鄉出版社，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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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恐懼與畏怖 

 
本章主要敘述闡明罔象與面具是何種關係，面具有著怎樣的巫術功能，進而

推論罔象從最初「無形的心理恐懼」轉為具象化，從榮格的原始幻覺與沃林格的

空間恐懼並藉由本章闡述方相氏與魌頭這二個古老的中國面具探討罔象與面具交

織的關係，令人畏怖的形象與威嚇的功能的流變過程，與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根源。

最後一節則欲說明：面具對觀看者與配戴者各有著何種轉化恐懼心理的機制功

能。 

第一節 罔象與面具 

 
罔象本身沒有圖像流傳下來，雖有敘述樣貌的文字留存，但沒有確切被稱為

或近似可能被稱為罔象的圖象傳世。這也是因為其作為恐懼的心理概念所無法被

具體呈現的因素；或許應該正確的說，不是沒有，而是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種恐

懼的樣貌。形象樣貌不一，不勝枚舉。 
 

一、面具的巫術功能 

中國是一個對面具充滿了敬畏之心的民族，即使西方的潮流影響中國現代文

化甚深如斯，面具對中國人的意義仍舊比之西方社會更多了一層隱晦的神秘與禁

忌。在這裡所欲探討的面具，是古老而具有巫術、儀式、宗教、崇拜等意涵的原

始面具，與今日受到商業與藝術所影響的現代面具有所不同，後者不在此文討論。

而中國的面具文化與儀式的關係，可參見王國維先生在 1911 年刊行的《古劇角色

考》中的〈餘說二：面具考〉，將中國面具文化推源至方相氏。 
 
面具之與古矣，周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似已為面具之始。1 
 

《周禮注疏》中言：「方相猶言放想可畏怖之貌。」2放想者，狂放想像、能令

人感到害怕的模樣。這正與方相氏恐怖的面具造型相呼應。原始儀式用的面具幾

乎都是恐怖或是令人感到危險的動物的造相。面具是世界共通的古老文化，中國

的面具文化當然不只於先秦，但以文獻記載而論，當以方相氏為早。 

                                                      
1 王國維：《古劇角色考》，《王國維戲曲論文集──宋元戲曲考及其它》（台北：里仁書局，1993

年） 
2 ［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冊二，卷 28，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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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人及其後來儺的信仰者眼裡，面具並不是一種化妝術，而是將人的

靈魂輸送到另一個世界裡去的運載工具，它本身就是一種「神物」，一種不

輕易讓人接觸的東西，一種宗教意識化的凝聚物。3 
 

如同許多有著面具儀式的原始文化一般，中國的面具也與儀式密不可分，也

就是說，面具與服裝和儀式，以及配戴面具者的身分與目的是缺一不可。儺與薩

滿都是古老的中國巫術信仰儀式，二者都有著面具與動物的毛皮作為儀式的專屬

服裝，其目的在創造出一個可以代表初民對鬼神的畏懼與崇拜，正如約翰梅克在

《面具》一書中所謂的：面具不在於隱藏了什麼，而在於創造了什麼。在南美或

非洲面具盛行的原始部落，面具往往代表著入社、成年等身分轉換的象徵與隱喻。

在中國，則往往代表了鬼與神龐大又神祕的力量。在中國古老的土地上，人們創

造出一個巫師，身著特殊的服裝與面具，象徵著神祕而又超越人的力量的執行者。 
面具，古今中外都懾服於其神秘與神聖性。雖為面具，實為出入口，像是一

扇通往另個世界的開關。故在中國，面具幾乎都用於儀式，或是儀式相關的樂舞。

即使流傳至唐代，面具由儀式走入民間，或許為了意義與功能上的區分，有了明

確的四目的方相氏面具與二目的魌頭面具。 
從原始到人為的過程，面具是一個很重要的器物，面具很有可能的來源之一

為獸頭，尤其是圍獵而得的猛獸首級，而初民為何要將又臭又重的死去的獸首戴

在頭上，其中莫過於使人感到害怕，具有鎮攝的功能，且能強調特殊的身份，此

其一。獸頭跟面具之間的差距便是自然產物與人為製器。而厭勝敺殺魍象的方相

氏在造型上一直都是猛獸的形象，在此本質的連繫上，正為罔象與面具謀合的橋

梁。 
因應罔象而產生厭勝的對象即為方相氏，而方相氏雖記錄為行儺的官職，但

其實本質就是巫師；因應罔象而產生袱禳的儀式即為儺，本質上是一種原始的巫

術。從早期的逐疫儀式，到喪葬的入墓觸壙敺殺罔象，再至唐代為亡者作伎樂的

樂喪，罔象所表現出來的，無非都是表現人類「怕死」與「敬畏死亡」的心理反

應，在此罔象的意義有兩層，一是無以名狀莫名的恐懼，二是對疾病所帶來的孱

弱的死亡感受。二者都具有無以消除的恐怖壟罩，若是對某物的恐懼──例如對蟑

螂、蜘蛛、蛇一般──有個具體形象的恐懼，只要趕走或是消滅或許就可以解除恐

懼，但對於死亡以及一些無名的恐懼，由於抽象的形象，沒有施力點可以消除恐

懼的壟罩，是以人們需要給它一個具體的樣貌，去賦予它意義，才能夠正視它進

一步解除它，在此罔象與面具的意義又有了聚合。而從無形的恐懼的過程轉為具

象的面具文化，便是罔象在恐懼心理上所代表的轉折。 
然而，觀看流傳至今古老的面具形式，面具未必作為配戴之用，在出土文物

                                                      
3 庹修明：《儺戲‧儺文化－原始文化的「活化石」》，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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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多是無法配戴的樣貌；在一些儀式中，也有將面具配戴於肩肘臂，則面具

主要是作為一個象徵性的存在，是否配戴，配戴在哪裡都有其目的與意義的訴求。

面具當然也不只是辨識的作用，那只是一個附屬的作用。面具更重要的是用來強

調一種「非彼非此」的閾限 4，亦即戴上了面具，「人」就消失了，人的身分隱藏

在面具之下，出現在人們面前的是神的化身，但那也不是「神」，是一個非人非神

的過渡身分。 
在千百年漫長的歲月，其他的物件流傳不易，往往只剩下面具尚存 5，與口傳

的神話銜接搭配，透露出一點原始信仰的遺存，但更多是亡佚於歷史中，只徒留

難以被驗證的想像空間。 
中國的原始面具在周代以前是最蓬勃的階段，隨著周文明的洗禮，宗法禮樂

已漸漸取代了大量的、主流的祭祀儀式，面具僅存於少部分的儀式執行時使用，

如《周禮》的方相氏，而「儺」從整個大文化的象徵，浸淫於殷人血液中的信仰

約束、意識形態，縮小為了逐疫驅鬼的儀式名稱。對照殷商時代，以巫治國的方

式。到了周朝，在於政治管理等隸屬於「管理」、「約束」、「教育」等層面，周代

用了宗法禮樂來取代了原本的圖騰與巫術。但對於未知的神祕力量，敬天地鬼神

的祭祀宗教部分，周文化一來沒有以政治力遏止其發展，二來將部分儀式沿用納

入周文化。在信仰宗教上，周以「制度」漸漸取代「淫祀」，雖然沒有強力遏止，

但由於新的遊戲規則的出現，殷商的儺文化也的確漸漸縮小為區域信仰。中國的

面具文化也從普遍的文化象徵式微而退至儀式的配屬。 
中國的面具從殷商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時期，再來就到了六朝隋唐達到另一個

高峰。此後，宋以後伴隨經濟發展的休閒文化，在戲曲上以臉譜取代了面具，或

者說面具的精神以臉譜的形式傳承而發展至巔峰。 
也許是面具由儺儀式保存了下來，中國的面具一直與巫術、信仰儀式脫不了

關係，中國人也因此對面具總懷著一種神祕恐懼的幽暗心理，中國人如遇到需要

遮掩面容的情況，往往以布巾蒙面取代面具。而以化妝與臉譜取代了「創造」一

個角色或說一個人格的面具特點。面具，在中國始終是儀式的附庸。 

二、恐懼的具象化 

人類共同的畏懼與崇拜就是鬼與神，鬼是人死後的存在。而神則是一切與人

相依的自然力量。人依存自然而生，故對自然有所寄望與畏懼。這樣的心理成了

崇拜，也可以是弒神的憤怒。相對之下，鬼魂的存在相對單純，是人們死後另一

種型態的生存。人們從自然季節的循環與重生的力量中相信人們死後仍如同生時

有知覺，但無人真的知曉與體會死後的世界，所以死者的生命因為無法驗證有限

遂成了永恆。 
                                                      
4 ［英］馬克（Mack,John）主編，楊洋譯：《面具：人類的自我偽裝與救贖》，廣州：南方日報出

版社，2011，頁 26。 
5 面具亦有以玉米外殼、稻草、布、紙等不易保存的自然材質製作，但更多是採木質、金屬、陶燒

以及其他裝飾用鑲嵌材質。在此意欲強調的是，比起衣物等，面具更容易被保存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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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初的信仰是生命永恆的存在，而非重生或轉世，如同許多古老的民族

一般，中國人相信人死亡之後與天上的星星有關，這樣的觀念後來成為道教羽化

成仙的基礎。尤其相信死後的鬼擁有人所沒有的神祕力量，這樣的信念使中國人

從最初的祖源崇拜，漸漸轉化成為福蔭子孫，也間接構成了中國人以家族血緣為

社會的核心單位。對萬物皆神靈的崇拜也漸漸加入人的因素，成了英雄崇拜，更

進而成為一國之君，如堯舜禹的崇拜等。自此，神脫離了自然，成了有功有德有

賢能的「人鬼」，則鬼與神的來源都是人。一旦神鬼皆為人，人們便如同對人的要

求那般，也要求神與鬼的庇佑與願望成真的允諾，同時恐懼著神鬼給人的懲罰。 
潛意識是人們或刻意或本能地壓抑的一切陰暗面，為了生存的本能，從經驗

與族群中學習到有些傷及生存的本能需要被壓抑克制，而一旦壓抑達到臨界點而

爆發，潛意識奪取明意識主導了人的行為與思維。人們看著平靜的水面，得以看

見自己的樣貌，這是人們意識到的認知，水面的平靜一旦有所變化，人的面容變

得扭曲破碎，更令人恐懼的是，在破碎的水面倒影的背後，隨時可能躍出什麼恐

怖的事物。如此象徵著人們所壓抑的陰暗、危險都躍出水面，擾動平靜的面容。

所謂心理上的恐懼，正是水底下的騷動。 
榮格提出各種物質都有其所代表的心理意涵，對於水的解釋，榮格認為水代

表著潛意識。水無論在個人的夢或是世界的神話中，都代表著人類最深層不為人

知的隱含象徵。水既是生機亦是消滅的力量，尤其幾個古老的文明都是依著母親

之河而發展，人們對水的恐懼更是深烙於潛意識中成為族群的基因流傳於後世。 
稍解登山之道的人都知道，在山中行走，不能離水道太遠，水是引導方向的

重要參考，但也不宜太近，山洪暴發毫無預測性與慈悲可言。人們對水的複雜情

感糾結可見一斑。 
水的詭譎善變正如所有人類所無法掌控的一切未知，這樣的恐懼人們深藏心

底，在面對一樣難以預測與掌控的水時，本能地互滲於「水」。山溪水中往往因為

地形與石頭而產生小漩渦，當因意外而落水時這種漩渦常將人吸入水底，一如有

人在水中拉扯一般，故常發生溺死人的地方，水鬼之說更是甚囂塵上。而對於經

驗淺薄又不知避免的孩子而言，更是容易溺死的對象。臺灣大豹溪為著名危險水

域，其中有個灣口處，甚至被稱為「死囝仔窟」。中國各地亦有許多對於水中隱藏

非人類的各種傳說，每個地方都有對其不同的稱呼，大同小異，都是在水中害人

之物。但是否真有這種怪物不可得知，但對水以及背後所代表的死亡與遭難，其

恐懼絕對是真實存在的。又，即使落水未死，其寒氣進入人體以及落水時的驚懼，

往往轉為疾病，在初民眼中，正是疾病與水的互滲，中國視病弱為醜，枯黃無生

機，臉容消瘦，眼睛卻因此而顯得大而無神。中國鬼的形象往往定格在祂死亡的

那一刻面容，是以因毒而死的通常形象是黑面，因水而死得往往蒼白而浮腫。水

也常是疾病的載體，不乾淨的水也是疾病流行的主因，故罔象的形象從水轉而疾

病亦是合理的推論。 
罔象的存在可推原至史前，人們對於空間所產生的混沌茫然的恐懼心理，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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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極大的不同在於我們對環境的認識與掌握，但在初民尚不知東南西北、高低

前後、上下左右之時，在心理上可以想見是即為恐慌的，可以參考的只有觸目可

及的山川林木水流石頭等定點而不變的物件，甚至不只是視覺的，還有聽覺與嗅

覺，甚至觸覺都是對這個世界的「識覺」。但在這些不變的參考物件之中，「識覺」

的敏感卻往往讓初民感覺「恍然若有動靜」，這個動靜可能是忽然快速移動的物影，

可能突然發出的聲響，可能氣息突然的改變。這一切使初民對於身存的空間之中，

看似不動的環境卻隱然若有物，這也是初民的萬物有靈的基本概念。「景觀」是地

理學界的專有名詞，而段義孚先生則是以人文主義為出發，在其《恐懼》一書中，

論述了「恐懼的景觀」針對人類心理與空間環境所產生的關係，「可怕與可愛」是

人們如何體會環境景觀的心理表徵。「恐懼感當然不是人類所特有，所有高等動物

都知到恐懼是危險信號和生存必須的情緒。」6而罔象便是初民對陌生空間或自然

環境的對應所產生的精怪，後來逐漸成為無以名狀的恐懼具象化的結果。 
 

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可見世界是幻覺的產物，是一種騙人的巫術、一種把視

覺幻象和空間加以比較所產生的無根基、即無自身本質的外觀，這個可見

世界是一層環繞著人類意識的混濁的迷霧，它是那種同實是錯誤和真實的

東西，這種東西人們可以在說它不存在的同時，又說它是存在的。（叔本華：

《康德哲學批判》1814-1818 年）7 
 

德國學者沃林格在《抽象與移情》中首度將人類原始藝術的來源推至初民的

空間恐懼，並引叔本華的理論，認為人們的幻覺來自於對世界的未知與對空間的

無所適從，所於所見的一切恐怖的事物，初民在當時信以為真，深信不疑，但在

現在看來，卻是幻覺，而這個發生的過程，既不可證實存在，亦無法否定其存在。

人類在不斷進步的漫長發展過程中，藉由透過對環境的積極認識與適應，並運用

思考與活動來掙脫面對廣闊空間，打從心底壟罩蔓延的原始恐懼。 
 
他們最強烈的衝動，就是這樣把外物從其自然關聯中，從無限地變幻不定

的存在中抽離出來，淨化一切依賴於生命的事物，淨化一切變化無常的事

物，從而使之永恆並合乎必然，使之接近其絕對的價值。8 
 

沃林格更進一步推論在這無法證實的存在，卻可以藉由初民本能地淨化過程

中獲得存在的價值，而這種淨化的企圖與產物，更是藝術產生的根源，將直覺創

作出來，使其真實存在。榮格並將藝術創作的來源分為經驗與超經驗，舉例說明，

                                                      
6 ［美］段義孚：《恐懼：人類生活中無所不在的恐懼感》（新北：立緒文化，2008 年），頁 15。 
7 ［德］威廉沃林格（Worringer, Wilhelm），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抽象與移情》（臺 
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頁 50。 
8 ［德］威廉沃林格，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抽象與移情》，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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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在壁畫或製器中畫下牛或鳥等是為經驗，畫下帶有鳥羽的人就是一種超經

驗的記錄。對原始初民來說，他們所努力追尋的，不是自然中的邏輯與合理性，

也不是用盡一切感知去感受自然中強烈的規律性，他們所追求正恰恰是相反的無

常與不確定： 
 

原始人的強烈衝動是：從外物中去把握其變化無常性和不確定性，並賦予

外物以一種必然性價值和合規律性價值 9 
 

而這正是因為原始初民在面對無法掌控的一切外物是被遺棄的，在精神上他

們充滿茫然不知所措的恐懼。初民生存的經驗中是找尋其規律性，日、月、冷、

熱、明、暗等都有其規律性，人們藉由意識到進而記錄這個規律的過程是一種明

確的發展，但真正衝擊初民使他們感到深刻的驚懼的反而是那些不規律但實際發

生者，如暴風、雷電、莫名的生育與突然的死亡，初民必須解釋這些突發的狀況，

才能使狀態自在。 
 
只有「對空間的恐懼」，只有抽象衝動才能遏制它。只有在面對世界的恐懼

消退、信賴感增強之時，外在世界才開始具有了生氣。10 
 

最初的時候，初民沒有方向感知，所見皆須有所依據，這座山那棵樹等依存

著自然物，某座山裡有危險的野獸，記住了之後可以避開，河水每到變熱的時候

會有暴水，記住了也不致招險，但到了新的陌生的地方，危險隨時隨地可能發生，

而這一份恐懼強烈地擄獲了初民的心靈，初民必須想辦法壓制這種恐懼的心理，

世界才能產生意義，而不單單只是令人恐懼的地方。 
 
那些北方民族在令人痛苦的、沒有獲得任何益處的自然中，所感受到的是

與自然的衝突、與自然的內在分離。他們充滿著恐懼、充滿著不安和疑慮，

而與外物及其現象對峙著。11 
 

在惡劣的環境之下，這種空間的恐懼會更加明顯，對初民的衝擊更深遠廣大，

初民因此需要神話的解釋與藝術的救贖，去抵銷內心的恐懼與焦躁不安，如今神

話發達之處，看似文明沃土，實際上充滿了各種危險的自然力，使人們產生了又

畏懼又依賴的矛盾心理，這矛盾心理的解套就是神話的力量。以下論述更驗證了

這個說法，人存在於外在世界所遭遇的一切衝突過程其實只單方面的發生在人身

上。就根本上來說，這個衝突其實就只是本能與理智所產生的矛盾罷了。當我們

                                                      
9 ［德］威廉沃林格，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抽象與移情》，頁 50。 
10 ［德］威廉沃林格，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抽象與移情》，頁 84。 
11 ［德］威廉沃林格，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抽象與移情》，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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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原始初民他們身處的原始環境時，要如何避免我們輕易的混淆了最初的原始

與理想狀態。 
 

人的本能並不是對世界的虔敬，而是恐懼，這不是那種機體上的恐懼，而

是一種精神上的恐懼，是一種面對現象世界五光十色的紛亂，和變動不定

而產生的空間的精神恐懼。12 
 

當人的感官與精神都被恐懼攫獲，人面對世界所能擁有的只是一個隨時變幻，

更迭無常、充滿了不確定的瞬間印象，這是人們面對空間恐懼時的精神狀況。然

而人類的精神層面往前的每一次進步，在在都顯示出這個世界所映現的狀態益發

膚淺化與表面化了。 
 

人是懷著恐懼感和失落感生活在世界中的，因而，人就被推向了那種矇騙

人的、時常是變幻莫測的外在現象的遊戲，這種外在現象的遊戲使人得不

到任何一種安定感和精神的安寧感 13 
 

榮格以《浮士德》為例，將藝術創作的形態分為兩種模式：「心理的」

（psycholoical）與「幻覺的」（visionary）。前者來自意識生活，後者則是源於集體

無意識，這種來自人們內心最深邃的地方，某種陌生卻又熟悉的東西，一種彷若

來自史前人類記憶基因上的深淵，又似是來自黑暗與光明二元對立的超人世界。

這是超自然經驗，已遠超過人類所能理解的範圍。 
 

這種經驗的價值和力量來自它的無限強大，它從永恆的深淵中崛起，顯得

陌生、陰冷、多面、超凡、怪異。它是永恆的混沌中一個奇特的樣本。 
 

人們心中存在的，揮之不去的詭譎，無謂的怪異事件產生的幻象，所帶來的

心靈騷動，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遠超越了人們情感與理智所能掌控的範為了，

這尤其對藝術家的能力提出要求，各種各類唯獨無須平凡的生活經驗，平靜祥和

的日常無法挑起人類內心的激昂，恐懼雖是負面的情緒，卻是一種必要之惡。人

們透過恐懼的來快速適應這個原始環境，這樣古老而漫長的學習經驗，透過眾人

的夢存入本能的基因，即今日無法客觀解釋的原始幻覺遺存現象： 
 
這究竟是另一個世界的幻覺，是黑暗靈魂的夢魘，還是人類精神發端的影

像？所有這些我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它不是使我們回憶起任何與人

類日常生活有關的東西，而是使我們回憶起夢、夜間的恐懼和心靈深處的

                                                      
12 ［德］威廉沃林格，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抽象與移情》，頁 180。 
13 ［德］威廉沃林格，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抽象與移情》，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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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這些我們有時半信半疑地感覺到的東西。14 
 

榮格認為人們除了日常生活經驗之外，還有存在於亙古的基因中的記憶載體，

也就是他所提出的集體淺意識，而人們在黑夜沒有遭遇過危險，卻仍會懼怕於黑

夜，一是感官的掠奪，但更是記載在基因記憶中對於遠古原始社會中，在黑夜容

易遇險而遭難，尤其是落單時，在此情況下，敏銳的感官與直覺可能就是救命的

利器，是以到了今日，當人們孤身處於黑暗時，聽覺嗅覺觸覺會加倍靈敏，稍有

風吹草動就是人驚懼，這便是原始幻覺的遺存，即使黑暗中什麼事物都沒有，也

使人打從心底感到恐懼。 
 
他們假定在我們所說的「原始幻覺」即一種不能被意識理解和接受的經驗

下面，隱藏著一種親暱的個人經驗；他們試圖通過把這些原始幻象稱為遮

蔽性形象，假定它們旨在有意遮掩基本經驗，這樣來解釋和說明這些奇異

的幻覺意象。15 
 

人類所有的幻覺都是假的也是真的，如同巫術語言與神話，在經歷的當下都

是信以為真的，毫無質疑的，但跳脫情境來看，卻可以發現許多矛盾與不合邏輯

的地方，但這樣的體會與經歷絕對不能說它不存在。 
最大的恐懼是未知，識而呼則克服了最基本的內心的恐懼，這亦是沃林格

（WilhelmWorringer）在《抽象與移情》書中所提出的空間恐懼說： 
 
我們把這種情形稱為對空間的一種極大的心理恐懼。蒂布爾曾說：「上帝首

先在世界中造成了恐懼」，因而，這種對空間的恐懼感本身也就被視為藝術

創造的根源所在。16 
 

沃林格認為抽象來自於人對外在世界所引起的極大的不安所產生，榮格更進

一步將這種恐懼「追蹤到人的無意識深處，追蹤到史前野蠻人同外部世界的神秘

交感以及野蠻人旨在打破這種主客不分的混沌狀態，確立主體地謂的內在需要。」17

是以對於行走在外的旅客遊者而言，一但離開了熟悉的家鄉，出了人類群聚的「社

會」，面對浩瀚的自然環境「知識」與「經驗」是最可貴的護身符，這也是白澤神

獸「能言，達於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自古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者，凡

萬一千五百二十種，白澤言之，帝令以圖寫之以示天下，帝乃作《祝邪之文》以

                                                      
14 ［瑞士］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年），頁 92-93。 
15 ［瑞士］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頁 94。 
16 ［德］威廉沃林格，魏雅婷譯：《藝術風格的心理學－抽象與移情》，頁 47。 
17 ［瑞士］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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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之。」18與夏鑄九鼎「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

能逢之」19的緣由。太平廣記中所記錄的兩則倀的故事，正好是以姓名代表個人全

部的兩種表現，一個知道鬼物的名稱而呼之，可趨吉避凶；另一種是被鬼物知曉

自己的姓名，呼之而應，就會被鬼物抓走。姓名的禁忌至今仍流傳著，成為民俗

記憶的一部分，民俗間仍有此信仰，或說是普遍人類社會對姓名所代表的個人的

力量仍多少畏懼著。 
人們面對恐懼的反應為二，消極與積極，亦是巫術作用的兩種方向：禁忌避

而不提，或是大呼其名以期達到嚇制的作用，目的在克服內心的心理障礙，進而

破除恐懼的方式之一。其他意義相似但因各區域方言的分歧而有諸多異名者，實

際上都指向同一個對象──存在人心中幽暗處的精怪罔象。 
在視覺與恐怖心理的基礎上來說，罔象最初的意涵是對水的恐懼，而這個「水」

又牽涉了潛意識，人們的潛意識將人們的恐懼蒐集起來藏到腦海的最深處，平時

未曾意會，由意識主導人們的行止舉措，直到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才會迸發出

來影響人們的思維甚至是控制人們的行為，除此之外，潛意識也會出現於夢中，

而集體潛意識更是擴大至全世界的人們都對水中藏有水怪、水精、水鬼、水神等

諸多想像。 
 

意識與本能，感覺與思維，生理與心理，社會與自然，正是在無意識領域

中彼此滲透，相互融合與轉換的。20 
 

面具亦如是，但以不同的角度切入。原始面具多是醜陋的樣貌，或是初民生

活中會遭遇到危險的生物，如鱷魚、猛獸等，在此有二層涵意：首先是動物的形

貌，除了是對這些危險的動物的敬畏、視為圖騰物的崇拜是其中之一的情況，另

一種則是將摹繪危險的動物製作成面具，使族人知道這種動物的危險，識得避開

或因應之道，而這便與夏鑄九鼎用以識惡鬼、辨邪奸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節 畏怖的面具造型 

 
與罔象息息相關的兩個面具形象，莫過於身著玄衣朱裳，批上熊皮，戴上黃

金四目面具的方相氏；與唐代的樂喪身著飄曳的蘇，所配戴的魌頭面具。這二者

都與儺儀式有所關聯。巨大的雙目與尖銳誇張的牙齒，正是令人感到畏怖的面具

造型所欲強調之處。 

                                                      
18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頁 2156。 
19 〔晉〕杜預注：《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冊二，卷十，頁 7-8。 
20 ［瑞士］榮格著，馮川、蘇克譯：《心理學與文學》，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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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相氏面具的巨視與光熱 

黃金面具代表的日光的力量，陽光除了使萬物生長，亦有隨著光線的運行，

驅逐的幽暗與潮濕的功能，這樣一個簡單的物理現象消長，在初民心中互滲視為

陽光的力量，直至現在，人們依然相信陽光可以驅除鬼魅，消毒殺菌，在初民眼

中，陽光正是擊退疾病與死亡的代表，方相氏黃金四目的特徵，不可不說與陽光

無關。耀眼的金屬光澤正如太陽四射的光芒，方相氏職掌的工作無論是歲末逐疫

或是墓壙驅鬼，都是陽光力有未逮之處，是以方相氏的黃金四目面具正代表了這

樣的陽光功能。四目除了是廣見四方，犀利尖銳的觀察力的主要訴求之外，亦有

見日炫目之意，同時又具有恐怖威嚇的效果。 
黃金面具不需真是黃金材質，但極是黃銅那樣的金屬，具有溫暖光亮的形象，

與殷墟出土的青銅器有所不同。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物中亦有再覆上一層黃金

面具的文物形象。更重要的是人造物的象徵，初民從最初掌握了火，再至以火至

陶，進而到了冶煉，在在都是人類從原始邁向文明的象徵。面具的前身是連首的

獸皮，是勇猛的象徵，通常是該族群的領袖。或是領袖呈獻給族群中的巫師作法

用。到了擁有製作面具的技術時，初民可以不必受限於動物實際的樣子，而可以

作為參用，加上對神靈的想像，賦予了黃金四目的造型。 
唐代盛大的文化霸權亦深深影響了週遭東亞諸國，日韓至今仍保留著唐代的

風俗與儀式，在黃金四目的造型上，可參考日韓方相氏面具的造型，日本京都的

平安神宮與吉田神社迄今仍有方相氏追儺儀式，都保留了黃金四目，批髮狂夫的

造型，功能在於宮廷中的大儺儀式。而韓國則是巨大的面具，亦有黃金四目，主

要則以喪葬的儀式隊伍前引道為主。 
將罔象與面具作一扣合，方相氏的職責既是因應疾病、酷寒、死亡而進行儀

式驅逐之，則黃金面具便透露著對陽光的想像與渴求；在陰暗幽闃的世界要驅逐

疫病惡鬼，需要極好的眼力，這樣的需求轉化為四目繪製在面具上，整體外貌上，

對觀者來說，亦具有威嚇惡鬼的震攝力量。則方相氏的存在使人們心理得以紓解

與救贖。將一整年的不祥、惡與病弱驅逐趕走，使人們累積的心理恐懼獲得洗滌

的效果。罔象正是「面具」所驅趕的對象，是人們心理恐懼的總和，從某個角度

來說，面具與罔像是人們心理狀態的表裡。罔象代表著人們心中無以名狀的恐懼

具體投射，而面具成了因應這種恐懼而生的救贖之道。面具與罔象都是人們想像

出來用來獲得恐懼救贖的本能機制。在儺儀式面具的畫面設計上，其實與上述四

者相去不遠，同樣瞠目裂嘴，而形制上不約而同地特別強調眼睛，第二強調血盆

大口與尖牙利齒。以暴突的眼球象徵兇惡的表情與面容。 

二、魌頭面具－存亡者之魂氣 

四目的方相氏面具一直到漢代，都是天子與貴族諸侯所用，而與方相氏面具

樣式相近、一樣恐怖醜陋的魌頭面具則因應制度所需而使用。到了六朝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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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官人法，用品級取代了宗族，遂有了四品以上皇室貴族可用方相氏，四品以

下至庶民用魌頭面具的規定。魌頭面具並非六朝首創，早在漢代之前就已用於喪

葬，也可作為儺儀式從逐疫轉向喪葬的例證。東漢末年應劭在《風俗通》佚文〈喪

葬〉篇中即有記載如下： 
 

俗說：亡人魂氣飛揚，故作魌頭以存之，言頭體魌魌然盛大也。或謂魌頭

為觸壙，殊方語也。（書鈔九二、禦覽五五二） 
 

王利器說「魌」就是《荀子．非相》所言之「倛」，唐憲宗年間的楊倞的《荀

子注》書中言：「倛，方相也。」又引韓侍郎愈所說的「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21

將方相氏面具作一定義與推展。即方相氏專指面具上繪有四目者，而二目威嚇足

已震攝鬼物者，則為倛、魌頭。此處亦可見傳統方相氏的形象在唐代已漸漸轉向

平常，與一般人的樣貌越來越接近，只是醜惡至足以鎮鬼而已。《酉陽雜俎》第十

三篇中將人死亡後的抽象的魂魄付與具體的形象稱為「魌頭」：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為樂喪。魌頭，所以存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蘇，衣

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僛。22 
 
從文中可見在唐代人亡後有作歌舞樂的表演，稱為「樂喪」。而魌頭「所以存

亡者之魂氣也」，中國人相信靈魂存於頭部，或死後魂魄自然由頭部離去，將具體

魂魄畫為面具，並相信「故作魌頭以存之」。是魌頭本身即讓人感到恐懼害怕自不

待言。故《說文．鬼部》「鬼，人所歸為鬼。從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從厶。」

鬼頭是個抽象的形容，具體化則為「魌頭」，也稱為「蘇」，蘇則是形容鬼魂飄逸

無形的樣貌、狀態。唐人在葬儀中所做的「樂喪」，其中的主要面具形式為首為「魌

頭」身為「蘇」。可想見魌頭者，頭戴一巨大面具，身著長衣作飄忽舞姿，因而又

稱為蘇。狂阻與觸壙亦是描述像魌頭者，只是方言殊語，在此同作記錄。同時亦

將四目者叫方相，二目的則叫「僛」。亦即上述倛、魌。這樣明確的區分與定義在

漢末至唐代廣為流傳。 
《說文．人部》「僛：醉舞皃（貌）。從人欺聲。《詩》曰：『屢舞僛僛。』」則

可見此種面具舞最初的型態，亦是描述一種宴飲醉酒的舞蹈姿態，漸漸延伸成為

失魂茫然甚至恣意瘋狂的喪舞、儺舞。倛是指像熊皮一般毛茸茸的面具。即上述

〈非相〉：「仲尼之狀，面如蒙倛。」楊倞注「倛，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

倛。」而「魌」字目前最早見於《風俗通》，《說文》則未載，但可另見《說文．

頁部》「䫏：醜也。從頁其聲。今逐疫有䫏頭。」可見無論寫成倛、魌、僛，都與

方相氏的工作相關，則或可說，在古老中國各地都有以醜惡驅鬼逐疫的儀式，形

                                                      
21 〔漢〕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頁 574。 
22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冊二》，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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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同但目的一致，在中國領土疆域不斷擴張的漢唐盛世，將不同地方的風俗習

慣甚至是儀式混揉融合。則既是歷史時間的轉變，亦是地域空間的相容，形成儀

式的多樣性與多元面貌。 
原始中國人認為死後變成靈魂體仍在世間，所以人們崇拜敬畏著祖先的靈魂，

漢代佛教開始傳入，亡者的靈魂有了歸處：西方極樂世界與地獄取代了崑崙山，

靈魂不再是獨一無二的，而有了不同時間有可能同為一個靈魂的概念，祖先的靈

魂在輪迴道上，不在山林間。 
甲骨文中與面具舞有關的字形 23正可與漢代畫像石中的方相氏造型作一比較，

其特徵莫過於猙獰的巨面、大眼、利牙、散髮（見圖 4-2）。其重點與特徵迄今依

然可以與京都方相氏的造型作連貫的呼應。這些特徵的目的當在於厭勝鬼疫，比

凶愈狠。 

 

圖 4-12 韓國，1920-30 年代傳統葬儀中的方相氏面具
24 

 
上述言及面具的醜陋兇惡與危險是為了因應對付生活中人們所會遭遇到的兇

惡與危險。以兇惡鎮攝兇惡這種厭勝的心理常見於初民的原始思維裡。例如青銅

器上的獸面紋，或稱饕餮；銜環的鋪首，咬劍的劍獅。都是這樣思維的展現。其

中鋪首傳說為龍之九子椒圖，身似螺蚌，性好閉，不喜外人侵擾，故用來守護家

門，而鋪首與劍獅的形象，二者皆啣咬著金屬，目露兇光，齜牙裂嘴。形象或龍

或獅，皆是為畏獸。無論是哪種，都是一種以兇狠鎮攝兇狠的意涵。；而青銅器

                                                      
23 王克芬：中央音樂學院現代遠端音樂教育學院－中國舞蹈通史。2003 年。

http://media.open.com.cn/media_file/rm/zhongyin2005/zhongguowudaotongshi/index01_03.htm，日

期：2016/11/30 
24 朝鮮的鬼神

http://blog.naver.com/PostView.nhn?blogId=wolf3322&logNo=150130754358&parentCategoryNo=7&c
ategoryNo&viewDate&isShowPopularPosts=true&from=search，日期：2016/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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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饕餮獸面紋亦有避邪驅惡的功能（見圖 4-3）；值得一提的是良渚的神人獸面紋，

一解為神人騎乘協助巫術進行的佐獸，作為溝通天地聯絡神靈的工具。而良渚的

神人獸面紋通常出現在祭地的玉琮四角上，亦有單獨出現於玉器上者，然單就畫

面上，不也是「四目」的呈現形式？雖然無法進一步作明確的佐證，但在此受到

資料的啟蒙，良渚四目象徵的是巫師與佐獸的結合得以溝通天地行使巫術，而方

相氏黃金四目亦是巫師與畏獸的結合而進行袱禳儀式，二者之間是否真有相同的

意涵未可得知，然雖外貌上無直接銜接的關係，但在核心的本質上有所雷同亦是

可待研究的議題。 
 

第三節 面具作為恐懼的轉化 

 
罔象的核心意義是什麼，就是榮格所謂的原始幻覺，藉以空間恐懼的心理投

射於周遭環境上。叫山精叫水怪都無所謂，重點是對環境的陌生所產生的不信任

感而產生的疑神疑鬼。存在腦中的經驗為這「疑」給添加了面貌，這其中莫過於

眼與齒，被窺看與被吞噬的原始恐懼。一開始是無以名狀的，無形的，隨著文明

的演進，恐懼有了對象，即恐懼的具象化，對眼與齒的恐懼，放大成面具的造型。 
罔象，是人們內心恐懼的投射，它未必是個恐怖的面具，但與面具有著類似

的功能與存在目的，罔象與面具的存在都使人必須正視自我的恐懼，進而消解它，

接納它。是以罔象從中性的存在到負面的意涵，人們必須去消解他，恐懼一開始

只是存在，人們無所適從，但隨著文明的演進，人們不能讓恐懼成為絆腳石，必

須有所作為的去厭勝他，克服他。恐懼是醜惡的，沒有人會覺得世上最恐怖的東

西可愛又美麗。而相對來說，醜惡是令人恐懼的，於是罔象在文化的演變上與頭

戴面具的方相氏與儺儀式相結合。 
再者，相似的概念，將無形的恐懼繪製成面具，醜陋的面孔讓無以名狀卻又

存於心中的恐懼有個可以面對的「對象」，則近似以此痛治彼痛的效果。試想，人

類心底總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由於沒有肇因的對象所以無法釋懷，而此時有

個醜陋恐怖或是危險至極的面容使人驚嚇，在嚇出一身冷汗之後，反而是一種釋

懷的放鬆，尤其知道這個醜陋或危險的面容只是個面具，不具真實殺傷力；痛苦

與恐懼是一種比較出來的緊繃情緒，而解決之道是有個可以釋然的出口。即約翰

梅克在書中提及將恐怖的面具懸掛在室內，人們透過觀看恐怖的面具獲得消解恐

懼的力量。 
而原始面具的形制多元而具想像力，面具者，以人的頭臉為主要訴求，但往

往又加上許多荒謬的尺寸與扭曲的表情種種，正是初民將恐怖的鎂光燈效應濃縮

在面具之上。一如畢卡索等立體派畫家所主張將不同向度、時空、觀看角度的「美」

都加諸在同一個平面畫布之上，呈現出一種荒謬的美感；面具往往凝結的是集恐

怖、危險、失控想像的瞬間，定格成為恐怖的面具。以此原則為基礎，更延伸出



66 

許多因應訴求對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對應之道。 
面具所代表的正是生與死的隔閡，其閾限正是非此非彼的代表，莫言在《檀

香刑》中的劊子手趙甲在行刑前會在面上塗上一層又一層豬血，其用意與面具一

般，是增加其劊子手身份的威嚇，亦是對於奪取性命此一工作的正視與嚴肅，在

巫術上亦有避免受刑者尋仇之意，凝固於臉上的豬血，亦將人性的怯懦軟弱為之

固化，塗覆上豬血之後的劊子手趙甲，在某種角度上，他非人非神，但他具有奪

取人命的職責與能力，在這段時間裡，這個世界上只有劊子手沒有趙甲，這樣「覆

上面具」的儀式中，趙甲這個人被隱藏了起來，被創造出來的是一個可以合法剝

奪人性命的身份。這正是面具所代表的涵義。在文學上，人們或是文學創作者不

用讀過《面具》這本書或是相關研究，自然可以書寫出這種既隱藏又創造的身份

與角色，人類普遍需要這種隱藏起自我，創造一個代言者，或神，或巫師，人們

賦予這種角色特殊的權力，去處理或對付人們所懼怕的一切，生存與死亡，無名

的恐懼，未知的恐懼，成長是否成功或失敗的恐懼，疾病的恐懼。一個面具的存

在，或配戴，或觀看，都是人面正視恐懼的對象，人們所有無以名狀的恐懼都濃

縮在這面具之上。 
中國開始崇拜原始自然的儀式遺跡目前可見信史為新石器時代，罔象等精物

靈怪與初民共用一個自然環境，是一種中性的存在，是初民因應自然的未知性所

產生的想像與命名，那是對神祕的世界與力量因為無知所產生的恐懼，是敬畏之

心。與文明社會中趨吉避凶的心態有所不同。這個階段人們試著掌握本能所觸及

的二元對立，意識上或許還不懂得處理，但生存的本能機制，已深藏在潛意識中，

引導著初民，在險惡莫測的大自然中活著。最原始的感知莫過於光明與黑暗，而

這亦是人本主義精神學者榮格所謂的原型之光。 
在整個大環境之下，方相氏與魍象的對立與消長抗衡似乎顯得渺小，但詳究

其背後的文化根源，這樣的二元對立，正是人類演化史上的象徵代表之一。在此

針對秦漢為背景，將罔象形象由中性存在轉至善惡對立的文化作一溯源與探討。 
原始信仰中，萬物皆有靈，而這個靈無謂神與鬼，在初民互滲的觀念中，有

生命的生物與無生命的自然、宇宙無所差別，初民從沒有「自己」的概念到可以

意識到「我」的存在，進而發展出此與彼，也就漸漸有了二元的概念。首先是光

明與黑暗，然後是冷暖乾濕，飢餓與飽食，以及其他。在這裡要特別強調，這裡

所欲指涉的是對事物的「意識」與否，而不是「感受」與否。即使是在尚未有自

我意識的時候，也會感到亮、感到暗、感到饑渴與滿足，但那不是「意識到」。 
二元的概念再繼續發展，有了抽象而非感官生理的概念，如「有／沒有」，「在

／不在」，「動（行）／不動（止）」；再進一步，就有了「多／少」，「好／壞」，「安

全／危險」，「善／惡」。過了許久之後，才有了三的概念，遂有了群聚，以及一切

後續的，更複雜的發展，有意識的行為、甚至是決策。 
在這漫長的人類發展史中，自然力量始終沒有缺席，因為無知與未知，人們

恐懼著；有了基本的知與識後，人們敬畏著；一直到巫術的產生，人們開始掌握



67 

與利用自然的力量。而巫術最基本的要件，就是命名。對自然萬物的命名與找出

規律，是人類踏出的一大步。在古老的中國土地，或許在楚地，對自然精物靈怪

的存在，初民喚作罔象、罔兩。這個精物靈怪是否真實存在，並不重要，甚至可

以這樣推論，初民在面對某種因應自然環境而生的恐懼心理所造成的生理反應，

那樣特殊的狀態被稱為罔象、罔兩；意即在初民的心裡深信著，有那樣的狀態是

因為遭遇了叫罔象的精怪而產生的，這樣自為循環的因素，使著罔象、罔兩的稱

呼被記了下來，直到先秦被抄錄成文字，流傳了下來。 
 

畢卡索說得最好，有一次被問到為什麼喜歡「原始藝術」，他回答：「因為

裡面總是存在著一種對抗恐懼、克服恐懼的成分。」那種莫名的恐懼，以

及恐懼所激起的莫名的對抗勇氣，和莫名的克服信心，都是「文明藝術」

裡沒有、不會有的。25 
 

二十世紀的立體派畫家畢卡索，以其敏銳的藝術感知與前衛的思潮，捕捉了

原始藝術最重要的內涵與美感。他雖然回答的是原始藝術，但對於原始儀式巫術

的重要溝通的面具，在本質上亦是相通的。 
 
文明人知道太多，文明人對於規律與安全感有太高的要求，都讓我們和那

種恆常的恐懼失去了聯繫，無從感受活在恆常恐懼中的生命力量，應對恐

懼、活在恐懼中非得要有不可的那股力量。26 
 

罔象與方相氏的厭勝關係也好，令人感到恐怖的面具也罷，儺儀式以及其他

的巫術，都在於呈現出這種「活在恐懼中非得要有不可的那股力量」強烈旺盛的

生命力。 
人們崇敬畏懼自然的力量，萬物皆有靈的原始思維之下，中國人將在山林間

所見的被稱為罔兩，與水相關的則稱為罔象。鬼是人死後的靈，其樣貌與思維邏

輯皆與活人無異，只是跨越了時空虛實的限制，遂有了超自然力量的加倍畏懼。

而罔象與罔兩，是自然的產物，與人無直接關係，所以罔象等精怪的思維不符合

人類所能理解的邏輯，在人類有限的理解範圍裡，遭遇罔象或罔兩，往往成了荒

謬可笑的戲弄、迷惑等不堪的體會。而其實罔象罔兩只是人們心理現象中，對原

始恐懼的具體投射。 
  

                                                      
25 楊照：《世界就像一隻小風車：李維史陀與《憂鬱的熱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頁 191。 
26 楊照：《世界就像一隻小風車：李維史陀與《憂鬱的熱帶》》，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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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罔象的傳說與習俗 
 

先秦文獻中罔象是自然精物的一種，罔象或水神或水怪，與其他自然精物如

罔兩並存，或哲學層次上不具形體的模糊存在而作為隱喻；在漢代有了更多元更

複雜的詮釋，先是水與木石、罔象和罔兩混用不別，尤在典籍的註解上可見一斑；

再是與食腦的蝹合流，到了東漢，更與墓葬文化融合，進一步成為食肝腦的墓壙

鬼物，成了方相氏驅逐的對象。在漢代大致奠定了罔象的形象，後世多為引用；

或用隱喻作為文學上的典故，或以儀式的方式流傳後世成了風俗習慣。本章在此

針對罔象文化作一整理，旨在呈現罔象在喪葬習俗上的記載與衍變，接著陳述罔

象與玄珠在概念上的象徵意義，以及文學作品典故的使用與民間傳說的流傳記載。 
 

第一節 儺儀與喪葬的分化與遺存 

 
誠如前文所述，儺與喪葬的關係起源於疾病的流行蔓延，死亡不是疾病的終

點，相反的，死亡往往帶來疾病蔓延的機會，在相對沒有遺體處理技術的原始時

代，人們求生的敏銳讓他們察覺到死亡所帶來的衛生問題，所以始終對死亡有諸

多的忌諱，除了怕招來不祥與晦氣，更實際的一面是避免疾病的感染。對亡者有

諸多禁忌，以避免人們靠近。中國很早就發展了土葬，即是對遺體處理最基本的

處理概念。亦是農耕社會的發展趨勢中對土地的直覺與互滲，為土地提供肥沃，

讓人回歸塵土。將遺體埋入土中，傳染疾病的可能相對大大降低，但在下葬前得

過程中卻是處處危機，亡者的遺體既是危險的，則需要更強大足以鎮攝嚇阻那些

罔象疾鬼的對象。而這正是方相氏的工作：送葬開路（見圖 5-1）與鎮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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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韓國韓國，1920-30 年代傳統葬儀隊伍，圖右二戴圓形巨大的方相氏面具

1 
 
從典籍文獻上來看，自古由天子親自主持，由國君為主所舉辦的儺儀式稱為

「國儺」，以軍戎為目的訴求的稱為「軍儺」，此二者皆於春季所舉辦。而由天子

諸侯在秋季所舉辦的儺儀式，則叫「天子儺」；以上二種為非民間可舉辦，由天子

與諸侯在特定的季節主持舉辦。而由民間舉辦的儺，則稱「鄉儺」。但隨著時間的

演變，政經文化與社會階層的改變，後來的儺祭不再受到嚴格的季節與身分的限

定，而將舉行的各種儺儀式統稱為「大儺」，在儀式的內容上也從因應節氣所舉行

的逐疫相關儀式，變成符合民間需求的送葬開路、驅鬼求福的儀式了。除了《周

禮》有對方相氏的配額裝扮與工作內容等有所明確的記載，我們也可從後世史書

記載中，見到方相氏適用的時機與身分等級。 
而對於方相氏鎮守墓葬的習俗，漢代即有以墓室壁畫與畫像石趨吉避凶的習

俗。壁畫題材多是驅鬼逐疫的儺儀式圖，方相氏常繪刻於門扉的位置，或是門柱

的底座，與四靈同為鎮守墓穴的職責，無不反映了兩漢時期喪葬信仰與社會風俗

觀念。漢人在喪葬儀式中基本沿用先秦方相氏的概念，再加上求仙不死的信仰寄

託，旨在以保衛亡者不受山林野獸，精物靈怪的侵擾。到了唐代鎮墓獸最蓬勃的

時代有了推源的傳說，即黃帝的妃子──嫫母。 

                                                      
1 朝鮮的鬼神

http://blog.naver.com/PostView.nhn?blogId=wolf3322&logNo=150130754358&parentCategoryNo=7&c
ategoryNo&viewDate&isShowPopularPosts=true&from=search，日期：2016/08/26 

http://blog.naver.com/PostView.nhn?blogId=wolf3322&logNo=150130754358&parentCategoryNo=7&categoryNo&viewDate&isShowPopularPosts=true&from=search
http://blog.naver.com/PostView.nhn?blogId=wolf3322&logNo=150130754358&parentCategoryNo=7&categoryNo&viewDate&isShowPopularPosts=true&from=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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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週遊間，元妃嫘祖死於道，帝祭之祖神，令次妃嫫母監護於道，因以嫫

母為方相氏。2 
 
嫫母，黃帝時極醜女也。錘頟蹙頞，形簏色黑，今魌頭是其遺像。而但有

德，黃帝納之，使訓後宮。3 
 

第一則見於《雲笈七籤．卷一百》引《軒轅本紀》，《軒轅本紀》經考察應為

唐初之作，書中對唐初帝王有所避諱，且有唐制，最晚應不過周武，第二則亦出

於唐人所著的《琱玉集》中十四卷《醜人篇》所載。由此可見對於方相氏的功能

與作用既漢代之後，在唐代又是一番重新定義。 
而嫫母是中國醜女的象徵，也是因婦德而受到重視的例證，亦是中國大母神

的形象。她跟黃帝的元妃嫘祖一樣有物質上的創造與技術上的創進，相傳她發明

了鏡子，以及織作的器具，在她身上有著原始女性強大的生命力，同時她也醜的

足以嚇阻意圖侵擾遺體的精物靈怪。這是唐人的說法與詮釋，雖無法對方相氏作

一真正的推原，但足以可證，唐人對方相氏是如何觀看與賦予定義。從漢代開始，

方相氏就漸漸轉移至鎮墓的功能。到了唐代更甚。 
值得一說的是，在漢代至六朝，方相氏是喪葬隊伍的前導者；到了唐代，喪

葬的隊伍有了樂喪，樂喪者頭戴魌頭面具，身著飄曳的蘇，而唐人又將這魌頭面

具推原至嫫母的面容，且將原本身著熊皮的方相氏亦推原給嫫母。在在顯示出方

相氏的弱化，以及對李氏皇朝的附會之著。 
 

第二節 罔象得玄珠 

 
罔象在最初是人們對自然力量感到畏懼而產生的具體對象，而隨著文明的發

展與開化，罔象也從自然精怪成了抓交替的水鬼，或是食亡者肝腦的鬼物，在意

義上與形象上都更多了「人」的影子，最初的「水之恠龍罔象」的自然形象漸漸

消逝。而一旦與人有了關係，便有了善惡益害的二元對立。罔象原本中性的存在

漸漸區分為二派：一為惡的精怪「魍象」，一為形而上的哲學形象「罔象得玄珠」。

在哲學討論中，「罔象」成了恍惚無我的精神存在，而「玄珠」正是清明的象徵，

二者互為相對應面，實為表裡，無法剝離。 
罔象與罔兩同見於《莊子》一書，分別為〈齊物論〉罔兩問景，〈天地〉罔象

求玄珠，〈達生〉水有罔象，〈寓言〉眾罔兩問於景。而後世眾家注莊大抵得出以

                                                      
2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頁 2156。 
3 ［唐］佚名，古籍殘卷，原書有些字跡不清、有些頁殘，存卷十二、十四，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

劃《琱玉集》：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82271，日期：2016/08/30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8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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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說法：一些學者而以俞樾為主要，認為「罔訓無，影是體之兩。」罔兩是無影，

罔象是無體相。兩個名稱只是一個意思的兩種表現形式。此外尚有晉人所注的「象

罔然」、「有無之象」，馬敘倫先生主張的「忘象」之解。但前述罔象是疊韻連詞，

罔象不可分訓，而以上解皆為「哲學解釋」，無法真正體現罔象的實質意義。「則

不可說罔訓無兩釋影象訓相，罔象是無有影，罔兩是無有本相，故為純靈或說罔

是妄的音借，即忘，而得忘象（超然物外）」4江紹源先生認為，罔象、罔兩正是一

種怳惚迷離的狀態，此一說法，則將兩種不同分之的罔象形象作一個串連，則原

貌為一即怳惚迷離，發展不同：一為令人驚怖的自然精怪，一為哲學形而上的隱

喻說明。 
罔象另見於文獻傳載為哲學形而上的隱喻，見於莊子天地篇的象罔求玄珠，

歷來注釋都將象罔訓為罔象。藉由寓言故事中的黃帝臣子求玄珠來闡明真正的道

理無法用一般知識去探求，只能用心體會。天地蒼茫，如海中拾珠一般，需用心

體會，無法以理智與感官去覓得。罔象求玄珠後來成為罔象形象的另一脈絡分支。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

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5  
 

赤水之北，後世學者普遍認為杳冥蒼茫之地。先秦文獻之中此一地域尚見於

《山海經．大荒北經》，一是旱魃被驅逐之地 6，另一則是燭龍所居住的章尾山 7。

可以揣見赤水之北是一個驅神逐旱、燭照九陰，陰陽神鬼交際、極不宜人之地，

換句話說，是神話世界中死後幽冥之地。然不遠的西方即是崑崙之丘，一個絕地

通天的神界，除了是為溝通天地的聖山，亦是司天厲及五殘的西王母居所。是死

後的歸所。黃帝身處其中往人間的方向看去，在這裡，他遺失了什麼？是生命起

落、萬物消息的道理；是一切訴諸有形無形的真理？是清明的意識？當他回歸原

位之後，什麼東西沒跟著他回來，讓他派了「知、離朱、喫詬」去尋回皆無功而

返，只有罔象找了回來，而這連黃帝都很驚奇。這四個「人物」可以是黃帝的臣

子，也可以是人己身的四種心智組織。而他們由同一個源頭掌控，而那個源頭就

是玄珠。 
在《淮南子．人閒訓》中亦有所傳寫「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

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在此罔象首度被改為「忽怳」一詞

出現，捷剟則更強調有所作為，甚至是強而為之；忽怳即恍惚，而這二字更能表

                                                      
4 江紹源：《中國古代旅行之研究》，頁 8。 
5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第二冊，頁 414。 
6 袁珂：《山海經校釋》，頁 430。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

為田祖。 
7 袁珂：《山海經校釋》，438 頁。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

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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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罔象的無心狀態，恍惚是一種失魂落魄的神智狀態，恰與「知道、明目、善辨」

清明意識作為對比。 
「忽怳」取代罔象只有在此看見，而這個詞彙並非憑空而改，而是源自老子道經

虛心篇「忽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忽兮，其中有物。」8河上公本注疏云：「道唯

忽怳無形，之中獨有萬物法象。道唯怳忽，其中有一，經營生化，因氣立質。」9象

為何？物為何？而處於忽怳之中。河上公將之解為：象是世間一切事物的樣貌，

法象可謂佛教法相，在一片茫然渾沌的狀態之下，宇宙起源或言最原始最初的存

在，而這樣的存在，再因為氣與質的不同，分化為各種不同的萬物。 
如此說來則怳忽為最初渾沌的宇宙狀態，是一切萬物的最初，是一個至大至

上至遠再無可往前追溯的狀態。「象」是一切事物所表徵出來的樣貌，「物」是一

切事物存在的本質，而這一切都是在最初的源頭便已存在，今日我們所受的一切

見識與認知，都成了我們回頭找尋答案的阻礙，所有最初的源頭都是最珍貴的，

因知其何來，方知何去，何所依歸，何所舉措。回推至個人內心，則是最深邃、

最難辨明，卻影響一個人所有決定與反應的最重要的依據。 
唐代道士成玄英注疏將罔象解為「無心之謂」10，宋人吕惠卿解釋為：「象則

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此玄珠之所以得也。」11明清之際道學家

方以智、王船山皆以「象則非無，罔則非有」12解。王先謙引宣穎舊書曰「似有象

而實無，蓋無心之謂。」晚清學者郭嵩焘注云:「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眸而

得之。」如此綜得罔象是一種無體無相、無心有為的存在。而玄珠為何物，成玄

英：「玄則疏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欲明世間群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無

所覺知，暗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實此之由。」13大多數道學家都將他視

為道家形而上的「道」本身，而認為必須打破所有成見，所有的二元對立，放下

已知的知識與觀點，才能得到真正的道，則象罔實即〈知北遊〉那個真正是道的

「無為謂」，相對應的玄珠即為「道」。而在郭象注中，言罔象「象罔然即真也」，

玄珠乃「此寄明得真之所有由」，知為「言用知不足以得真」，離朱、喫詬則是「聰

明喫詬失真愈遠」14將罔象強調為真，這個真為反璞歸真，回到最初最原始的真實，

而將一個人的成長以來所有社會化，經過學習模仿得來的技術、知識、經驗、甚

而價值觀都拋卻，這一切人為之事物都是會使你離「真」越來越遠的「偽」。六朝

清談之士極辯真偽，以此價值觀來對抗大環境的失意，也衍化出了中國歷史上難

得的藝術價值與人生美學，當所有學識所欲追求的一切無法與所期待的相符，便

退而追求最初的真善美。這也是自省的工夫與自我防衛的機制。  

                                                      
8 ［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老子河上公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年），頁 26。 
9 ［魏］王弼等著：《老子四種》，〈老子河上公注〉，頁 26。 
10 ［唐］成玄英注：《南華眞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411。 
11 ［宋］吕惠卿撰：《莊子義集校》（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12 王夫之：《莊子解》上冊．卷十二（新北：廣文書局，1964 年），頁 3。 
13 ［唐］成玄英注：《南華眞經注疏》，頁 411。 
14 郭象注：《莊子》上冊（臺北：金楓出版社，1996 年），頁 231。 



74 

玄珠一詞在今日是金丹學術語。它首出於《莊子．天地》，該篇描述著黃帝遊

赤水以北，登崑崙之丘時，遺失了重要的「玄珠」，他先後派使「知」、「離朱」「喫

詬」而求索不得等。最後由罔象找回，黃帝甚至為了這個事情而大感意外。那麼，

這個「玄珠」究竟為何物？司馬彪言玄珠即為道，或說「道真」。而罔象何以尋得

道真？其核心就在於「無心於形跡」。「罔象」是一個寓言式名詞，「象」是具體的

形跡，「罔」即「無」，故「罔象」就是指涉一種不具體不具形的狀態。而這個無

形象，重點在於無心。無心則道顯。《莊子》一書中對於求「玄珠」是一種抽象的

涵義。但被道教收納為教義，就變成了得道的最高層境界，並且是一種煉丹養生

具體事實與行為。 
 
道門中人對「玄珠」頗為注重。查《正統道藏》中有不少關涉「玄珠」的

著述，如《玄珠錄》、《玄珠歌》、《玄珠心鏡注》、《素問六氣玄珠密語》。這

幾部著作，雖然表達方式不同，但可以看出都是以莊子所言的罔象所得「玄

珠」為其指歸。當然，道門在使用「玄珠」這個語匯時還從金丹修煉的角

度做了發揮，於是「玄珠」便成為金丹的隱語，一方面它被用以指稱外丹

煉制中的「流汞」之類，另一方面它也成為內丹的隱語，具體而言就是指

心液之一點「陰氣」（離卦外陽內陰）與腎精中一點陽氣（坎卦外陰而內陽）

相交結，這就是「玄珠」。15 
 

莊子擅寓言，其中又喜以「珠」作比喻。而珠無論是價值或是外形，都與後

來的道教煉丹有不謀而合之處。而在內容上，無心得道真與煉丹所講究對虛無的

精煉，都是在精神上達到一種空無的境界。無心迷離怳惚中，得以見道真。人世

間盲目渾沌，惟有得道方得人生的清明。罔象與玄珠真正的涵義是恍惚／清明的

二元對立，而這二元對立又懸於一線，不是鮮明的分界，而是如太極一般互有追

逐的動能與包含其中的象徵。 
對於罔象得玄珠，亦有學者認為罔象為道的載體，即我們所仰賴的語言與文

字，以海為喻，罔象如蒼茫大海，玄珠為道真，即為海中所生的珍珠，無海則無

以生珠，但是大海茫茫又是索珠的層層障礙，正如語文的不確定性妨礙了對真理

的理解與領悟，罔象與玄珠彼此為載覆的關係，無法切割，卻又各自明確的存在。 
 

第三節 民間傳說中的罔象 

 
民間對罔象的傳說相當多，各種層面的故事都有，其中不乏推原的傳說，在

此略作區分，展列如下： 
                                                      
15 玄珠- 蓬瀛仙館道教文化中心資料庫：

http://zh.daoinfo.org/w/index.php?title=%E7%8E%84%E7%8F%A0&variant=zh-tw，日期：2016/08/26 

http://zh.daoinfo.org/w/index.php?title=%E7%8E%84%E7%8F%A0&variant=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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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名來源傳說 

寶雞的地名來自於陳倉山上的石雞，而這石雞的來源是一對小仙童變化而成，

這一男一女的小仙童叫作陳寶，獲得的人非王即霸，而這對小仙童又與食死人腦

的蝟（或其他寫法）同記載在一段文中，類似的記載在多處典籍中出現，內文大

同小異。足證為當地地方傳說。陳倉食死人腦怪的傳說首見於《搜神記》，《文選．

羽獵賦》注所引《太康記》說這個怪獸的名稱為「䊧弗述」。而《酉陽雜俎．卷十

三》與《述異記．卷下》皆記錄了類似傳說。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牽以獻穆公。道逢

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媼。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

《搜神記》16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

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柏插其首。《酉陽雜俎．卷十三》 
 
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豬非豬。繆公道中逢二童子，

曰：「此名蝹。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松柏穿其首，則死。」《述異記．卷

下》 
 

而《東周列國志》記載進一步傳說： 
 

又陳倉人獵得一獸，似豬而多刺，擊之不死，不知其名，欲牽以獻文公。

路間，遇二童子，指曰：“此獸名曰‘蝟’，常伏地中，啖死人腦，若捶其首

即死。”蝟亦作人言曰：“二童子乃雉精，名曰‘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
二童子被說破，即化為野雞飛去。其雌者，止于陳倉山之北阪，化為石雞。

視蝟，亦失去矣。獵人驚異，奔告文公。文公複立陳寶祠于陳倉山。 
 

傳說必有紀念物，對這類地名起源傳說往往是特珠形狀的地貌，而以一個或

兩個故事體串連起傳說的完整性與豐富性。傳說必有奇異的地方，在這個故事裡，

二童子以童子之姿卻識得怪物之名、特性與厭勝的方法，這是智者如孔子所不能

及。故事隨著時間附會得越多，二童子又被加上了雉精的奇幻身分，得之非王即

霸的巫術思維，與能幻化為其他物質的神力，在在顯示出中國信仰思維中常與非

常的文化特質。 
 

                                                      
16 ［晉］干寶，黃滌明譯注：《搜神記全譯》，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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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引 

 
（一）方相腦 

傳說中方術之士費長房識「方相腦」的故事。這個傳說最早見記載於《搜神

記》第十五卷，李娥還魂一事。 
 

據費長房識李娥（一曰「俄」）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

設官象之。17 
 

李娥是六十歲的婦人，死後遇到表兄劉伯長，還魂人間後，替表兄帶信給他

兒子。其中文字為鬼書，故請費長房來翻譯。使劉伯長可於人間見家中大小，並

囑咐一藥：「來春大病，與此一丸藥，以塗門戶，則辟來年妖癘矣。」18果然瘟疫

大行，唯獨避開劉家。費長房認出了這個藥是方相腦。費長房在典籍上見於《後

漢書．方術列傳》，而流傳於世的形象則非常奇幻，充滿道教仙話超脫自然束縛的

魔幻力量。後漢書中說他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但是他的結果反遭鬼噬：「後

失其符，爲眾鬼所殺。」方相腦亦可見於《本草綱目》記於罔兩藥引中，所載大

致同上，「則其物亦入辟邪方藥，而法失傳矣」。最後結語認為古代塑造方相氏或

是鬼物的形象，使人們不受其害，實聖人矣。這樣的轉化亦是文化中常見的模擬

巫術思維，認為能祛邪逐疫的方相作為藥引亦可有相同的功效。 
 

（二）罔兩入藥 
明代的李時珍將罔兩編入藥引，在《本草綱目獸部目錄•罔兩綱目》載： 

 
罔兩一作魍魎。又作方良，周禮方相氏執戈入壙，以驅方良，是矣。罔兩

好食亡者肝，故驅之。其性畏虎、柏，故墓上樹石虎，植柏。國語云：木

石之怪，夔、罔兩；水石之怪，龍、罔象。即此。述異記云：秦時陳倉人

獵得獸，若彘若羊。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又名蝹，在地下食死人腦。

但以柏插其首則死。此即罔兩也。雖於藥石無與，而於死人有關，故錄之。

其方相有四目，若二目者為魌，皆鬼物也，古人設人像之。昔費長房識李

娥藥丸用方相腦，則其物亦入辟邪方藥，而法失傳矣。19 
 

李時珍將罔兩入獸部，而在文中引述了多筆資料，試圖將罔兩的形象具體呈

現，雖然無藥可治，但那是因為藥方失傳，「雖於藥石無與，而於死人有關，故錄

                                                      
17［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冊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99。 
18［晉］干寶，黃滌明譯注：《搜神記全譯》，頁 181。 
19［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下，頁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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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但仍有「藥」可「治」，有「法」可「剋」而記錄了下來。 
 

三、精物靈怪故事 

罔象是精物靈怪的形象還是在文獻上佔絕大多數，而罔象的形象也因傳言而

被人們深信不疑，則「即使不是罔象，也會以為是罔象而驚駭之」宋代的《太平

廣記》記錄了多筆與罔象這樣的精物靈怪的傳說故事，其中有真奇幻處，亦有人

心險惡的故事。 
 

（一）《太平廣記．修武縣民》 
在唐代開元年間，修武縣有障車之陋習，原為好意，不捨女兒遠嫁而攔，有

點像今日的鬧洞房一類習慣，但積習一久，弊病百出，甚至變成堂而皇之的趁火

打劫。故事主人翁就是受障車習俗之苦，被凌虐半死，向學院求救，卻因教書先

生不察，妄用夫子言，以為是為害的鬼物，率學生眾打而死，家屬告官，老師學

生以及死者皆受刑杖。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壻家迎婦。車隨之。女之父懼村人之

障車也，借俊馬。令乘之女之弟乘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於

草中，一人牽馬，一人自後驅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與親眷

尋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夜學，生徒多宿。淩晨

啟門，門外有婦人，裸形斷舌，陰中血皆淋漓。生問之，女啟齒流血，不

能言。生告其師，師出戶觀之，集諸生謂曰：「吾聞夫子曰，木石之怪夔魍

魎，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吾此居近太行，怪物所生也，將非山精

野魅乎。盍擊之。」於是投以塼石。女既斷舌，不能言，諸生擊之，竟死。

及明，乃非魅也。俄而女家尋求，至而見之，乃執儒及弟子詣縣。縣丞盧

峯訊之。實殺焉，乃白於郡。笞儒生及弟子，死者三人。而刼竟不得。出

《紀聞》20 
 

（二）《太平廣記．李戴仁》 
此文一開頭就是故事的重點，也是民間傳言「江河邊多倀鬼。往往呼人姓名，

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也。」故事主人翁李戴仁則是親身經歷了傳言而被記

錄下來。 
 

江河邊多倀鬼。往往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誘之也。李戴仁嘗

維舟於枝江縣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見一嫗一男子，出水面四顧，失聲云：

「此有生人。」遽馳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當陽令蘇汭居江陵，嘗

                                                      
20〔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十，頁 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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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歸，月明中，見一美人被髮，所著裾裾，殆似水濕。汭戲云：「非江倀耶？」

婦人怒曰：「喚我作鬼。」奔而逐之，汭走，遇更巡方止，見婦卻返所來之

路。21 
 
（三）《太平廣記．張翰》：  

天寶年間，參軍張翰忽見小兒鬼，記錄的是呼名可防衛的信念。 
 
右監門衛錄事參軍張翰，有親故妻，天寶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

無首孩子，在傍跳躍。攬之則不見，手去則復在左右。按《白澤圖》曰：「其

名曰常。依圖呼名，至三呼，奄然已滅。」22 
 

（四）《太平廣記．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居深樹中，翻石覓

蟹啗之。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

髮黃披身。于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卵而堅，長三尺許，內甚澤，五色鮮明，

二枚沓之，中內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

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為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睹其狀，蓋木客、

山魈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

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

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

豈可胜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

內處屋上，一時起火，舍宅蕩盡矣。23 
 

（五）《太平廣記．木客》： 
郭仲產湘州記云：「平樂縣西七十里，有榮山，上多有木客，形似小兒，歌

哭衣裳，不異于人；而伏狀隱現不測。宿至精巧。時巿易作器，與人無別，

就人換物亦不計其值。」24 
 

（六）《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 
山魈精是五行不正之精，詐稱賢聖，私通婦女，起水放火，拋擲塼石，引弄

六畜，變現光怪，依附生形，晝夜遊走，驚懼人口，一切怪異。25 
 

                                                      
21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八，頁 2788。 
22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八，頁 2869。 
23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八，頁 2569-2570。 
24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冊八，頁 3974。 
25 張宇初，張宇清等編：《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1988 年），第 54 册，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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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幽明錄》 
東昌縣山有物，形如人，長四五尺，裸身被髮，髮長五六寸，常在高山巖石

間住；喑啞作聲而不成語，能嘯相呼，常隱於幽昧之間，不可恆見。有人伐

木宿於山中，至夜眠後，此物抱子從澗中發石取蝦蟹，就人火邊，燒炙以食

兒。時人有未眠者，密相覺語，齊起共突擊，便走，而遺其子，聲如人啼也。

此物使男女群共引石擊人，輒得然後止。26 
 

（八）《酉陽雜俎》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𤢖，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濯

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一名冶鳥。巢大如五斗器，

飾以土堊，赤白相閒，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 
 
民間傳說是文化的拼圖，民間故事越多，所拼出的樣貌就越豐華。民間傳說

亦是填補「官方文獻」「文人視角」所不足的空缺。對於罔象這樣自民間產生的精

物靈怪，民間傳說的敘述越接近文化的本質。 
 

第四節 詩賦中的罔象 

 
〈罔象得玄珠〉這篇在莊學之中，往往只是提及，作為無心有為的例證之一，

類似的論述，如〈知北遊〉等篇較常被討論與分析。在道教體系中，則被視為玄

珠的起源神話。漸漸地轉化成為丹道修煉的最終目的。而這看似一個很玄妙的文

本，實際卻發生在日常生活之間，有心探求而無得，無心尋之在眼前。亦是文學

中所謂的「無心插柳柳成蔭」，而罔象求玄珠在漢代以後大量出現於詩句，成了無

心的典故。在此採用的唐詩文本是在清康熙四十四年時，由皇帝下令彭定求、沈

三曾、楊中訥、潘從律、徐樹本、汪繹等十人奉敕編校，由曹寅負責刊刻事宜。

其中收錄使用罔象典故的唐詩共計十三首。 
 
一、莊子寓言的義理 
罔象一轉由哲學層次進入到文學領域，成為唐人抒發情懷諸多典故之一，亦

可作為罔象為迷糊、無心、淒迷茫然一心理寫照的佐證。 
西漢．王褒《洞簫賦》節錄 

 

                                                      
26 ［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年），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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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奏狡弄，則彷徨翺翔，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愺恅瀾漫，亡耦失

疇，薄索合遝，罔象相求。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27 

 

支遁的《詠懷詩》五首之二： 
全詩描寫在透過端坐遠離俗務塵欲與佛神交之情境。詩中融會佛老莊的領會，

呈現出玄風清談之盛的時代氛圍。支遁的詩作不在辭采而在道高，六朝的駢文與

佛理之盛，大量書寫具有佛理悟性之妙的玄言詩文，道高於辭。 
 

端坐鄰孤影，眇罔玄思劬。偃蹇收神轡，領略縱名書。 
涉老怡雙關，披莊玩太初。詠發清風集，觸思皆恬愉。 
俯欣質文蔚，仰悲二匠徂。蕭蕭柱下迥，寂寂蒙邑虛。 
廓矣千載事，消液歸空無。無矣複何傷，萬殊歸一途。 
道會貴冥想，罔象掇玄珠。悵怏濁水際，幾忘映清渠。 
反鑒歸澄漠，容與含道符。心與理理密，形與物物疏。 
蕭索人事去，獨與神明居。 

 

〈卷二百三十六．尋華山雲台觀道士〉錢起著  
還從罔象來，忽得仙靈宅。霓裳誰之子，霞酌能止客。 
 

〈卷三百八十四．罔象得玄珠〉張籍著  
赤水今何處，遺珠已渺然。離婁徒肆目，罔象乃通玄。 
 

〈卷六百一十一．酒中十詠：酒鄉〉皮日休著  
如尋罔象歸，似與希夷會。從此共君遊，無煩用冠帶。 
 

〈卷六百二十五．奉和襲美醉中偶作見寄次韻〉陸龜蒙著  
海鶴飄飄韻莫儕，在公猶與俗情乖。初呈酒務求專判， 
合禱山祠請自差。永夜譚玄侵罔象，一生交態忘形骸。 
 

〈卷七百五十五．步虛詞五首〉徐鉉著  
氣為還元正，心由抱一靈。凝神歸罔象，飛步入青冥。 
 

〈卷七百六十二．謝翁宏以詩百篇見示〉廖融著  
神珠迷罔象，端玉匪雕鐫。休歎不得力，離騷千古傳。 

                                                      
27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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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百四十四．荊渚寄懷西蜀無染大師兄〉齊己著  

大溈心付白崖前，寶月分輝照蜀天。聖主降情延北內， 
諸侯稽首問南禪。清秋不動驪龍海，紅日無私罔象川。 

 
〈卷一百七十四．感時留別從兄徐王延年、從弟延陵〉李白著  

金膏猶罔象，玉液尚磷緇。伏枕寄賓館，宛同清漳湄。28 
 

〈卷三百九十六．賽神〉元稹著  
阿膠在末派，罔象遊上源。靈藥逡巡盡，黑波朝夕噴。 
 

〈卷六百八十七．海上秋懷〉吳融著   
辭無珪組隱無才，門向潮頭過處開。幾度黃昏逢罔象， 
有時紅旭見蓬萊。磧連荒戍頻頻火，天絕纖雲往往雷。 
 

二、精物靈怪的典故 

從漢代的〈東京賦〉與〈廣成賦〉中，有了罔象精怪形象的描繪，在此轉為

害物或是危險恐懼的象徵，後世的詩作中，沿用了上述二賦的文學意象典故。 
  
  
宋人梅堯臣亦有詩作以罔象為典故，抒發胸臆。 
〈送張聖民學士知登州〉 

慕君才行美，風義亦倜儻。在遠恨未逢，既近不屢往。 
非以近爲輕，恃易遂成曩。倏爲東牟守，別我駐征鞅。 
又作千里遙，依然復懷想。昔聞之罘山，秦碑元有兩。 
一存東頂中，一在西頂上。篆實丞相斯，缺剝不可倣。 
願言試歷覽，聞見欲以廣。海晴望石橋，神仙事𢠵怳。 
始皇安得長，陰怪役罔象。橋斷水無涯，焉知有方丈。 
邇者地出金，發掘懷沃壤。良民皆逐末，茲事誰用長。 
凡爲二千石，唯在勸耕紡。幸君經術高，教化人所仰。 

 
此詩的作者為孫元衡（1661-？），詩中的「罔象」亦為古代傳說中的妖怪。 

 

                                                      
28 劉維崇：《李白評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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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詩為七言古詩，收入《全臺詩》第壹冊。作者於康熙 44 年乙酉（1705）
3 月 17 日晚上，由金門出航前往臺灣，航程中遇到颶風偏離航道，因找不

到充作路標的澎湖島，為避免迷失於海上，故返航回金門，並留下此首作

品紀錄航程之危險。本詩特色在於對惡劣海象的精準描述，如以星象動盪

錯位的觀察，凸顯船身劇烈搖晃的狀況，或以征戰之聲形容颶風聲響等；

而最驚險且精彩的刻劃，則莫過於對船隻破浪，上下劇烈起伏的具體描述，

這些親身歷險的文字敘述，為清領時期渡海之艱難，留下生動的歷史紀錄。29 

 

「呂向注則說山海經天吳即罔象，是為海神。」30罔象為龍形，同樣視為是海

神之一。而在這首詩中「罔象」已成為渡海來台的先民對海洋所帶來的死亡的恐

懼，成為了死亡意象投射。 
〈乙酉三月十七夜渡海遇颶天曉覓彭湖不得回西北帆屢瀕於危作歌以紀其事〉 

 
羲和鞭日日已西，金門理檝烏鵲棲。 
滿張雲帆夜濟海，天吳鎮靜無纖翳。 
東方蟾蜍照顏色，高低萬頃黃琉璃。 
飛廉倏來海若怒，穨飆鼓銳喧鯨鯢。 
南箕簸揚北斗亂，馬銜罔象隨蛟犀。 
暴駭鏗訇兩耳裂，金甲格鬥交鼓鼙。 
倒懸不解雲動席，宛有異物來訶詆。 
伏艎僮僕嘔欲死，膽汁瀝盡攣腰臍。 
長夜漫漫半人鬼，舵樓一唱疑天雞。 
阿班眩睫痿筋力，出海環珓頻難稽。* 

不見彭湖見飛鳥，飛鳥已沒山轉迷。 
旁羅子午晷度錯，陷身異域同酸嘶。 
況聞北嶕沙似鐵，誤爾觸之為粉齏。** 
回帆北向豈得已，失所猶作中原泥。 
浪鋒舂漢鷁首立，下漩渦臼高桅低。 
怒濤洶濺頂踵溼，悔不脫殼為鳧鷖。 
此事但蒙神鬼力，窅然大地真浮稊。 
翠華南幸公卿集，從臣舊識咸金閨。 
掛冠神武蹤已邁，願乞骸骨還山谿。 
讀書有兒織有妻，春深煙雨把鋤犁。31 

                                                      
29 余美玲主編：《臺灣古典詩選注②：海洋與山川》（臺南：臺灣文學館，2013 年），頁 62。 
30 李知灝：《從蠻陌到現代－－清領時期文學作品中的地景書寫》（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3 
年），頁 38-39。 
31 余美玲主編：《臺灣古典詩選注②：海洋與山川》，頁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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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舶內稱望遠者為阿班、舟師為出海） 
（**彭湖山南有北嶕，下為鐵板沙，濟海之舟不見彭湖，則不敢南渡。） 

 
〈卷四百一十四．遭風二十韻〉元稹著  

湘南賈伴乘風信，夏口篙工厄泝洄。 
後侶逢灘方拽□，前宗到浦已眠桅。 
俄驚四面雲屏合，坐見千峰雪浪堆。 
罔象睢盱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 
 

〈卷三百五十五．韓十八侍禦見示嶽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

十二韻〉劉禹錫著  
鶤鵬疑變化，罔象何恢詭。噓吸寫樓臺，騰驤露鬐尾。 
 

〈卷一百三十七．題辛道士房〉儲光羲著 
逍遙三花發，罔象五雲浮。自有太清紀，曾垂華髮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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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泰勒（E.B.Taylor），他在 1871 年發表的《原始文化》1一書中，把文化定義為

「一個複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

裡所有一切的能力與習慣」文化的定義眾說紛紜，也無人能真正下一個定義包含

所有文化的內涵。但學術上普遍同意將文化分為精神與物質二個層面。葉舒憲先

生亦提出以大傳統與小傳統重新審視文學人類學。 
在此探討罔象的衍變，正可見文化發展的脈絡。罔象最初是單純的自然崇拜

信仰，相信山水自有靈，初民呼之為罔象。到了文字發展前期，人們適從原始生

活邁向文明，積極地使用巫術來補足人力與天力之間曖昧的落差；看似人類可以

掌握了什麼能力──例如對火的使用與掌控：烹飪、製陶與冶煉；或是農耕的濫觴：

可以自己產生食物而非只能仰賴採集與狩獵──但又無法真正了解何以成功與失敗，

只能求諸於巫術來解釋豐收或歉收的原因。這其中更重要的是人們意識到了死亡

與生育。逐疫的儺、送歲的臘、求雨的雩是中國古老的三大儀式。其中與死亡相

關的正是儺儀式。初民對於無來由或是無力招架的疾病，甚至是會導致流行的瘟

疫不甚了解，遂認為是不好的精靈所致，是以逐疫驅趕的巫術早已形成。而這些

不好的精靈，甚至是神鬼等一切不祥的災厄，都是儺儀式驅趕的對象，罔象是其

中之一，甚至到了漢代，成了專職逐疫的方相氏所敺殺的專屬對象。也正是疾病

與死亡密切的關係，既然儺是驅逐一切不祥，從染病到喪葬都是罔象作祟所致，

是以儺也與喪葬儀式分不開。而像這樣將罔象從中性的自然信仰轉為災疫的象徵，

成為人們驅趕擊殺的對象。是將自然精怪人格化的過程。在此亦不能忽略了罔象

的另一個特質：迷離怳惚的狀態，而這樣的狀態，初民相信是由於自然精物靈怪

所致，到了罔象形象轉惡的過程中，更與疾病所造成的怳惚、驚懼，意志不清不

謀而合。罔象遂成了迷離怳惚、驚懼失神，無心的代名詞。而這樣特質在哲學思

想有了另外一條新的出路，到了儺儀式衰微質變的時候，甚至一躍而上取代了罔

象原本的精怪形象，成為哲學形而上的象徵。而不論是精怪作惡的形象還是罔象

得玄珠的象徵，都成了傳統文學中，詩歌文賦所採用的典故。罔象繁雜多面的形

象，亦成為民間傳說所津津樂道之故事。而這一些都是文化的精神與物質層面所

交相雜揉的展現。罔象的形象不論從喪葬習俗、祭典儀式、出土文獻、傳世典籍、

文學作品，乃至於口傳的民間故事，都沒有缺席。它正是中國文化中重要的一環，

也是文化衍變形態強而有力的例證之一。雖然經過文明數千年來的發展，罔象一

如褪去的蛇蛻，被擱置在身後，在文化不斷扭動身軀向前疾行的同時，罔象所代

表的是人們對於無以名狀的恐懼的面對與處理。初民的世界充滿了未知與不可測

的恐懼，但是早期的人類面對恐懼，處理恐懼，戰勝恐懼。是自我發展的進展，

                                                      
1 泰勒（E.B.Taylor），他在 1871 年發表的《原始文化》「一個複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

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裡所有一切的能力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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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整個民族邁向文明的大躍進。現代知識與文明科技解決了極大量初民所面臨

的未知，但現代人仍有太多無法釐清與驗證的事物，現代人亦有屬於現代人的恐

懼，了解罔象所代表的文化，從古鑑今，讓我們了解恐懼的本質以及克服恐懼的

必要。 
文獻上罔象與罔兩曾經緊緊交織，後來罔象走向儀式文獻記載，罔兩走向民

間口頭流傳。這正可以佐證人們對非自然死亡的恐懼亦隨著文明發展而消長。藉

著文獻的探討推原最初的恐懼想像、命名與應對。 
罔象既是水中精怪，有著水神與水中夭殤之鬼的多重身份，且有著遇之則怳

惚的心理特徵，是人類最原始、沒有緣由、無以名狀的恐懼心理具體化的表徵，

是人類面對生存所具備最基本的動能。這樣的生物特性，隨著人類社會文化的形

成，引領著人類從對自然的依賴與恐懼漸漸轉至一套應對自然萬物的儀式。人們

給予命名，賦予形貌，說明、描述、解釋它的存在，透過文獻與儀式使它與人類

和平並存。一如人們對水的恐懼，將其稱呼為罔象──wǎng（wáng）xiàng──以此

發音為命名，因而有了許多歧異的寫法；後來有了如黑身赤目的三歲小兒樣貌，

更晚起甚至有了食亡者肝腦的描述，又以害怕的松柏與方相氏厭勝。 
方相氏與魍象是一個二元對立的存在，前已敘述原典中方良何以轉變為魍象，

而實際上，自先秦兩漢開始，方相氏與魍象便已是共享同一個文化語境，尤其在

政治力的統一之後，是全面的文化洗禮，經由諸位經學博士對思想、文化、文學

等的重新詮釋與定義，許多原來面貌已隨著漢王朝的穩定發展被賦予了新的對象

與目標，罔象是一個鮮明的例子。秦漢之際，是中國文化重新定義的一個重要時

代，是繼周王朝建立以來，在推翻覆寫殷商文化之後，經由將近八百年的制度文

化定義之後，一個新的顛覆與改寫。最重要的改變在於大一統的帝國建立，有了

中央集權的概念。族群與文化的取代，一開始都是由軍事力量的戰爭開啟，短時

間的戰火血洗之後獲得政權，而在政權穩定後，就是積極的文化洗禮，重新教育

百姓，新的文化模式──遊戲規則。這樣先武後文的模式從數千年前周代殷商開始，

到今日仍然依舊。  
六朝所呈現的文化思維幾乎是對漢代的反動，是以漢代得一切積累的風俗在 
六朝獲得重新調適，首先儒家思想被擱置或是與道家思想重新雜揉詮釋，清

談玄學使《莊子》受到重視；厚葬禮俗被推翻，以薄葬為主，對於敺殺魍象等相

關葬儀的講究不如漢代；由於佛教的傳入與盛行，人們對於永恆的生命漸漸調整

為對來世的追求。是以「罔象得玄珠」的形象對隋唐的知識份子而言，更能獲得

接受。更何況唐代的國教為道教，佛教又興盛。人們對於形而上意義的追求，更

勝於習俗的追尋。罔象求玄珠更成為唐代普遍的文學典故，在莊學之中，罔象求

玄珠往往只是提及，作為無心有為的例證之一，類似的論述，如〈知北遊〉等篇

較常被討論與分析。在道教體系中，則被視為玄珠的起源神話。漸漸地轉化成為

丹道修煉的最終目的。而這看似一個很玄妙的文本，實際卻發生在日常生活之間，

有心探求而無得，無心尋之在眼前。亦是文學中所謂的「無心插柳柳成蔭」，而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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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求玄珠在漢代以後大量出現於詩句，成了無心的典故。 
罔象依據初民最初的心理需求而生，在漫長的時間與遼闊的地域中，不斷隨

著人們心境與思想的改變而有了紛雜多元的面貌與稱呼，這都是源乎中國精怪觸

象而構的特徵，罔象為中國古老的精怪，也難以避免的產生這樣的流形與變幻。 
不難得知最初對於精物靈怪有個統一的稱呼，而這個稱呼因地因時之異而有

所不同，然隨著不同文明的交互影響、融合與分化，一個簡單的名詞因為需要而

細分成很多辭彙，方言古音的混淆使得現象更明顯。無論罔象罔兩用怎樣的寫法、

稱呼，其本質意涵是對迷離恍惚的狀態給予一個稱呼，這個狀態的肇因則是初民

相信山水川澤自有靈怪在其中，而遭遇這些靈怪就會致使迷離恍惚的狀態。 
罔象與罔兩在先秦時期除了是自然精怪單一的形象面貌，且彼此並非交集重

疊，而是分別指涉二物：水怪與木石之怪。但到了漢代，則二者經人為定義的結

果，彼此的界限漸漸變得模糊，於此罔象、罔兩不甚分，且在漢代，「蛧魎」、「魍

魎」、「魍象」也都被賦予疫鬼或是食肝腦的墓壙之鬼的意義與形象，二者之間的

形象交織混雜。然從魏晉到唐代，二者又漸漸地分化開來，魍象進入儺儀，成為

方相氏驅逐的對象，唐以後，方相氏的職能被取代，罔象也就隱匿於古籍記載中。

而魍魎則成為在山林之中捉弄人的精怪，至今仍存民間。 
無傷、亡傷、溺人、水上、倀、常皆為罔象從水怪轉變為水鬼的一脈稱呼，

因為時地之異而有所分歧。另有壺涿氏所擊殺的水神也被認為是罔象，則無論罔

象是水怪、水鬼、水神，縱有歧異，仍可見在先秦罔象與水的關係。 
罔象存在的份量隨著文明進步而遞減，而罔象本質是一種神話思維的存在，

罔象文化所象徵的即是人們因應自然恐懼的一切人為之力，從一開始原始荒蕪蒙

昧未開的自然令人恐懼，漸漸摻入許多人為力的抗拒，巫術本身就是一種人為，

而罔象從最初的擬獸巫術，乃至對鬼怪與疾疫的厭勝儀式，到後來的束之高閣、

存於類書、百科。但在目前信仰與習俗的仍可見罔象文化的殘跡與遺存。探討罔

象文化的發展，也是追溯人類由原始轉進文明的過程。 
神話、儀式與風俗，一直是密切如織辮的關係。而但從古代的知識份子有意

識地記載於文獻上的差異中可以得見，從想像的、原始的神話漸漸過度到風俗民

情的面貌，其弱化、演變、轉嫁的文化異動，正是人類精神世界不斷開花結果的

過程。 
綜合前人研究，得出下列結論：罔象、罔兩是精物靈怪的總稱，二者意義相

同，古訓不甚分。在思想上為一種無體相境的象徵，後成為文學典故。為方相氏

所敺殺的對象。 
本論文所提出新的發現與觀點：罔象是一種對無名的恐懼所產生之心理表徵，

並被具象化的形象。因應罔象而產生厭勝的對象與袱禳的儀式隨著時間、地域、

方式的差異有不同稱呼，最具代表者為方相氏敺儺。 
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言道：「當你遠遠凝視深淵時，深淵也在凝視你。」

這雖然是充滿哲學隱喻的句子，但貼切地說明罔象最初的型態極可能就是深淵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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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凝視著水，內心底最深的恐懼往往浮上心頭，透過水的倒影，出現在潛意識

中，人們那種無以名狀的恐懼，具體被稱為「罔象」。與其說罔象是水中之怪，不

如說是人們面對水時，所呼喚出來的內心深處的恐懼，表現出人類內心恐懼反射

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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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日本的方相氏造型與儀式 
 

 
 

日本京都平安神宮，方相氏面具造型 日本京都吉田神社，方相氏造型 
 
 
 
一、日本京都吉田神社的節分祭 

 
日本京都吉田神社節分祭，方相氏塑像／裝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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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吉田神社節分祭，方相氏執戈與盾，率侲子 
 
 
 

 
日本京都吉田神社節分祭，方相氏驅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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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相氏執戈與盾，率侲子，後人繪圖 
 
 
二、日本京都平安神宮每年二月三日舉行的追儺式 

 
日本京都平安神宮追儺式，以桃弓射殺疫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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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平安神宮追儺式，方相氏執戈與盾，率侲子 
 
 

 
日本京都平安神宮追儺式，方相氏執戈與盾，率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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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出土文物中的方相氏造型 
 
 

 

河南偃師市邙山陵墓群，神人(方相氏)壁畫磚 
 

 
河南偃師市邙山陵墓群，神人(方相氏)伏羲女媧壁畫磚 
 

 
河南偃師市高龍鎮辛村，新莽壁畫墓，神人(方相氏)伏羲女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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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陽市，燒溝 61 號漢墓壁畫 
 
 

 
河南洛陽市，燒溝 61 號漢墓壁畫，前後室隔磚中間，神人(方相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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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陽市，卜千秋墓壁畫 
   
 
 
 

 

河南洛陽市，卜千秋墓壁畫，上圖為方相氏，下圖為四靈的白虎與青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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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現今地方儺舞與儺儀 
 
帶著面具的巫師率領著一群童子巡遶驅散，可見儺儀式在民間的轉變 
泥巴舞，舊屬巴國 
 

  
四川重慶市璧山區，儺舞 
  

 

四川重慶市璧山區，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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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因事而慶，已成文化遺產而非民間習俗，從明代即見儺舞的記載，是有名

的文化遺產，戴著兇惡的面具操戈，與四川的儺儀式可見藝術化的差異 
 

 
江西婺源縣秋口鎮，儺舞 
 
 

 
江西婺源縣秋口鎮，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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