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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英雄的求生與再生 

──以女性為切入點 

徐培晃* 

摘 要 

本文將《水滸傳》中的女性劃分為考驗英雄的女色、協助事業的伙伴、引導命運

的母神三種形象，以女性腳色為切入點，藉以闡明梁山英雄的歷劫成長，終而回歸天

界。梁山集團帶有強大的求生意志，視女色為死亡的威脅，需要加以斥喝。因此企圖

削弱成員的女性特色，以兄弟結義掩蓋夫妻結髮。最後則端賴母神的引導，面對死亡

的威脅，將生命的價值從封閉的個人求生，轉而對他人開放。  

關鍵詞：水滸傳、英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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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水滸傳》以北宋末年的政治凋弊為背景，在民生困苦的大環境中，刻畫一百零

八條好漢聚嘯山林，始於抗衡官軍，終於保家衛國的英雄故事。雖然《水滸傳》是以

男性角色為主，傾全力刻畫好漢之間肝膽相照的義氣，但是女性的形象、力量，從未

消失，反而籠罩全局，形成推進情節的動力。因此本文擬以女性為切入點，以容與堂

百回本為準1，參酌百二十回本，從文本內部進行分析，觀察水滸英雄的歷練。 

《水滸傳》固然旨在描述男性集團的非常行徑，但是卻從未忘情對女性的描寫，

紅杏出牆、謀殺親夫，形成搶眼的印象，顯然可見對女性的詆毀厭棄。然而不妨反向

思考，處理不重要角色的 好方式，是忽略其存在，在無關宏旨的陪襯中，削弱角色

的價值；《水滸傳》卻大肆著墨，不厭其煩的暗示紅顏禍水，德色相妨，反而揭露出對

女性形象無法忘懷。 

若進一步綜觀《水滸傳》的女性角色，歸納分析角色意涵，會發現梁山好漢的英

雄行徑，與女性角色的形象意義相始終，耀眼的英雄歷險──啟程、啟蒙、回歸2──往

往藉由女性角色擔任情節的推手，牽引故事的發展。就細部來說，女性，尤指淫婦，

時常是引爆衝突的重要觸媒，宋江之所以由一介皁吏，離家歷劫，躍身為梁山泊的領

袖，閻婆惜便居中扮演轉折情節的力量。就宏觀來看，梁山泊從強盜集團，蛻變為民

兵組織，歸順朝廷，乃是藉由九天玄女的引導，方能應其天命。 

由此可見，潘金蓮、潘巧雲、閻婆惜等人的角色固然怵目驚心，全書亦不乏女子

難養也的基調，但是如果在歸納角色形象之後，進一步廓清角色在故事中的情節功能，

                                                      
1 《水滸傳》的版本流傳極為繁複，大致分為文繁事簡本、文簡事繁本、文繁事繁本，隨後金聖

嘆又刪訂七十回本。本文既不以考證版本為要，重點著眼在情節骨架的完整，因此以上海古籍

出版社之容與堂百回本為探討範圍。施耐庵、羅貫中著，《容與堂本水滸傳》（據北京圖書館藏

杭州容與堂《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為底本）（上海：上海古籍，1988） 

 關於七十回本之不足，前人論述已詳，例如樂蘅軍從故事結構、李豐楙從宗教思想的角度，認

為七十回本未能收束全局。見樂蘅軍，《意志與命運》（臺北：大安，2003）、李豐楙，〈出身與

修行：明代小說謫凡敘述模式的形成及其宗教意識──以《水滸傳》、《西遊記》為主〉，收入林

明德策劃：《中國文學新境界》（臺北：立緒，2005）。 
2 坎伯（Campbell, Joseph）著，朱侃如譯，《千面英雄》（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臺北：

立緒，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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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現女性角色呈現在不同的關係身份，具備不同的功能意義。 

至於如何歸納女性角色在《水滸傳》中的關係身份，本文參考保羅－羅宏•亞舜

（Paul-Laurent Assoun）的觀點。他在《佛洛依德與女性》一書中，運用佛洛依德對男

女關係的劃分──生殖者、陪伴者、毀滅者──進一步對應於角色身份，認為： 

只有在做為母親時，女性才能為男性所辨識，因此必須以母親的元素重新謄寫

這三種女性的形象。……因此男性接連三次與母親的形象有關：母親本身……

接著是他的妻子，最後是死亡。3 

當中所謂「母親的元素」，即是埃利希•諾伊曼（Erich Neunann）提出的女性原型表

現──大母神。原型本是「在人類心理中起作用的內在意象……無意識一旦被察覺，

他便以意象的象徵形式面對著意識。」4因此透過大母神各種不同的意象，得以表現潛

意識中的女性原型。 

表現在角色關係上，本文擬將《水滸傳》中的女性角色劃分為三類，一者是考驗

英雄的女色，他們可能是家中妻妾，或是素未謀面的落難女性，或是青樓女子、權貴

身邊的寵妾。 

是以考驗英雄的女色，內含有所差異。循規蹈矩的良家婦女，因其美色而受人覬

覦，激起好漢們挺身護衛，雖然是見義勇為、甚至只是保護自家妻小，卻因此觸怒了

權貴、誤蹈法網。女子因自身美色而無辜遭殃，實是指向昏潰的世道，穿針引線地帶

出好漢們對抗惡勢的綠林生涯。 

至於權貴人家身邊，貌美而巧言搧弄的寵妾，歷經一番搬弄後，好漢們憤而挺身

行兇，矛頭同樣是指向美色身後的掌權者。除此之外，於私德、律法皆有虧的淫婦，

受到好漢們嚴酷的懲罰之後，私刑觸法也落得亡命的下場。綜合來說，雖然女色帶來

不同形式的考驗，但都因其貌美，而觸動了死亡的威脅。 

第二是協助事業的伙伴，主要是梁山泊中的女性成員，尤其是母大蟲顧大嫂、母

夜叉孫二娘、一丈青扈三娘。《水滸傳》對他們的描述，多半側重其男性氣質，前身既

                                                      
3 保羅－羅宏•亞舜（Paul-Laurent Assoun）著，楊明敏譯，《佛洛伊德與女性》（Freud et la femme）

（臺北：遠流，2002），頁 60。 
4 埃力希•諾伊曼（Erich Neumann）著，李以洪譯，《大母神：原型分析》（The great mother）（北

京：東方，1998），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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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帶殺劫的魔君，今世又是剽悍驍勇的戰將，殺人越貨的手段熟練在行，被賦予男性

特質，本身為天罡地煞中的一員，與眾好漢聚夥，同枝聯氣，三人雖然分別和孫新、

張青、王英結為夫妻，但文中不見其呢喃歡好，反而比較像是聚義堂上的結拜兄弟，

深刻表現出在團體中同化的傾向，以高度的凝聚力，排除差異，不論是性別外貌或出

身背景，在同化中打造出封閉的、求生的集團，藉以抵抗外部的、死亡的威脅。 

第三是引導命運的母神，以九天玄女為代表，降格到人間則是道君皇帝──宋徽

宗──的寵妓，同時兼負國母角色功能的李師師。雖然在故事中登場的部分不多，但

是卻左右了天罡地煞的命運，影響梁山泊的成形與走向，一方面導致梁山泊的毀滅，

同時又促使魔星脫胎為星君，猶如孕育重生的母親。在這再生的過程中，梁山集團從

封閉、自我求生中，轉向蒼生，以護國護民為要旨，躍升為開放的、以蒼生生機為念

的星君。 

總觀《水滸傳》全篇，固然不乏斥喝女性的論調，但是女性角色卻與英雄故事相

始終，透過女性角色，能穿針引線地，發掘《水滸傳》的內涵，發現梁山集團因死亡

的威脅而結合，打造出封閉的求生團體， 後在守護百姓中，歷經死亡的再生。女性

角色成為微妙的媒介，意味著死亡與再生，契合英雄歷練再生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就故事情節來看，人物角色可能極多，有限的情節功能卻是跨越

時空的骨幹，繽紛萬象的英雄故事，核心情節可能大同小異。普羅普站在整體結構的

立場，認為功能「不依賴由於誰來完成以及怎樣完成」5，同樣的功能任務，可以由不

同的角色替換執行。反過來說，英雄啟蒙歷險的結構不變，由誰推動、如何推動，卻

是因時因地置宜，從中也就表現出獨特的風貌，以差異彰顯特色，而故事的流傳選擇，

透露出閱聽大眾的嗜好，成為群體（潛）意識的出口。坎伯曾就廣義的神話立論，「夢

是個人的神話，神話則是非個人的夢」6，如果能撥開神話，或者說英雄故事的面紗，

從個別角色形象的描述，潛浸到整體功能意義的探討，或者能直指一條象徵式的英雄

路線。 

                                                      
5 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Пропп,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Propp,V.K.(Vladimir 

kovlevich)）著，賈放譯，《故事型態學》（北京：中華，2006），頁 18。 
6 同註 2，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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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驗英雄的女色：死亡的威脅 

總觀《水滸傳》全書，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之下，整篇故事環繞著「死亡」的主旨

開展推演， 後收束在水滸英雄的風流雲散。挽繫住死亡的核心意識，方能沿波討源，

探析這幫強梁好漢的作為。 

水滸故事將一百零八條好漢，定位在「張天師祈禳瘟疫，洪太尉誤走妖魔」，從宋

仁宗「三登之世」入筆，「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想到樂極生悲：嘉佑三年上春間，

天下瘟疫盛行。」（《水滸傳•引首》）是以遣洪太尉登龍虎山，敦請張天師祈禳。仁宗

時候的太平盛世，驟爾轉衰，此間的時空運行規律，乃是劫運所致，無可防避。但是

在難以窮究因由的災變中，如何應對劫運，卻又是關係君臣百姓的修身立命。張天師

禳疫功成的機緣，乃是奠基在赤腳大仙降世為仁君，文曲武曲轉生輔佐的太平盛世，

僅只需要七晝夜普施符籙，禳救災病，就能盡消瘟疫。天命難違與天人感應，兩套思

想在《水滸傳》交會融合，這段楔子也成為全書定調的基音。一百零八位好漢在數十

年後誕生崛起，同樣是時運所致，所不同者乃是仁宗時君仁臣賢，徽宗時則佞臣當道。

「末世」與「末嗣」兩種概念7，將天地失序的災變「末世」，對照朝代衰敗的「末嗣」，

梁山泊乃是應劫而生，在政道敗壞下無從祈禳，這股毀滅的力量亂動天下，負責肅殺

生命。 

也就是說，一百零八位魔君臨世，本質上等同於瘟疫流傳、天下死傷，疾病或戰

亂，只是天地肅殺之氣的不同面貌，既然已經預言注定，全書從這樣的立場開卷展圖，

自然對眾魔君怵目驚心的殺戮，免去道德上的指責。 

就存在的狀態來看，一百零八位妖魔之所以有衝破封印的契機，乃是肇因於天下

百姓在大疫中，祈福禳禍，苦苦求生的欲望，換言之，梁山眾人因求生而存在，反過

來說，其存在就是為了求生，滿足生之欲。強烈的生之欲，導致對死亡特別的敏感，

對喪生的疑懼，構成這群橫行的好漢強烈的焦慮感，為了求生，不僅時常陷入非你死

                                                      
7  「『末嗣』一詞所指陳的是朝廷嗣命的微末……『末世』就由一個王朝的終結、王命的墜落，

而深進一層較廣泛地涉及整個世界的終末，也就是人倫的失序、社會的失序以致於宇宙的失序。」

李豐楙，〈傳承與對應：六朝道經中「末世」說的提出與衍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第九期，1996 年 6 月，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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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我活的對決困境，同時也表現出對物質強烈的需求。 

強烈的生存意志，深刻埋藏在英雄形象的內裡，雖然一再刻畫好漢們不怕死的氣

概，但是其核心卻是為了求生。因為強大的生之欲，《水滸傳》中不時可見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的場景。飲食作為生存的基本條件，某種心理意識上，越能大量的吃喝，似

乎越能表現強壯的體魄、蓬勃的生命力。《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廉頗為了表現自

己尚可馳騁沙場，在趙使面前「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

使者也以「尚善飯」回稟8。太史公以通古今之變的態勢，也傾向以不可思議的食量，

表現非同常人的能力，下貫千餘年，《水滸傳》中的好漢也身兼令人咋舌的食量。魯智

深一個人吃了半條狗肉，喝了一桶多的酒，才揣著一腳狗腿，醉醺醺的上五台山，打

壞半山的亭子與山門下的金剛。武松足足喝了十八碗烈酒，是常人六倍，還能上景陽

岡，空手打死吊睛白額虎。強烈的飲食需求，配合過人的氣力，可以從兩方面來探討，

一是難以滿足，需要不斷爭取。例如阮家三兄弟家境貧窘，一家宴請吳用，卻需要二

十斤生熟牛肉與一對大雞，吳用慫恿他們劫生辰綱，也是為了滿足「論秤分金銀，異

樣穿綢錦；成瓮吃酒，大塊吃肉」（第十五回）。二是以過度的飲食，表現逾越的生存

狀態。例如一向行止合度的林沖，在無可忍讓之際，殺了陸虞侯，切斷赦罪返鄉的退

路，隨後便飲酒醉倒在雪地上。逃亡未遠就喝醉，不僅表現緊繃的精神狀態需要藉酒

鬆懈，舉止規矩的林沖在殺人之後，首見醉倒，步上了亡命梁山之路，飲食的過度，

搭連上生命的逾矩，成為生命力的湧現。 

蓬勃的求生意志，相應表現出對死亡的疑懼。孫述宇指出，梁山泊的英雄內心有

很重的恐懼，充滿了迫害故事，可以從迫害感的角度，解讀這批強梁好漢的作為： 

迫害感是很真實的強人心理。亡命之徒既然無法無天，生命也就缺少了社會秩

序的保障，這是很重的代價；經常生活在不安之中，迫害感便油然而生。這種

心理，在《水滸》中不僅表現為這諸多迫害故事，還表現在梁山泊英雄那種「先

下手為強」、「寧可我負天下人」的不顧他人死活的心態。9 

                                                      
8 司馬遷，〈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史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八

十一，頁 989。 
9  「他們自己內心裏頭是有很重的恐懼的。聽眾心裡也有──否則這些女人故事起不了警戒作用。

《水滸》充滿了迫害故事，有牽涉女人的，有不牽涉女人的。小說中英雄們的個人經歷，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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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進一步追問，究竟是誰在迫害這群梁山好漢，造成他們內心強烈的恐懼──也就

是生存的敵人，答案不外乎貪官污吏、淫女蕩婦10。 

不難理解貪官污吏會剝奪生存的空間，社會的不公義，使少數人竊佔公眾資源。

但是面對亂由上作的朝政，並非人人都願意落為官府口中的強梁，成為躍身掀起風浪

的健兒，梁山的這批強人正是因為內在蓬勃的生命欲力，更能深刻的感受到匱缺與不

義，奮力抵抗壓迫，是以喊出替天行道的口號，起身衝撞貪官污吏等生存的敵人。 

至於淫女蕩婦如何能在好漢們的內心投射龐大深沈的陰影，背後的意涵更顯得複

雜。《水滸傳》中，姣好的女性往往被當成招惹殺機的禍源，帶來死亡的威脅，藉由這

些女性角色，穿針引線地，點出梁山好漢奮力抵抗的陰影：權貴惡勢、兄弟鬩牆──

簡而言之，就是死亡的威脅。 

文中以弱女子受到權貴惡勢的調戲欺壓，點出亂從有錢有權者起，美貌成為對權

勢者照鑑。魯智深拳打鄭關西是路見不平的英雄行徑，立意良善；豹子頭得罪高衙內

是丈夫保護妻室的舉動，天經地義，然而在好漢們在挺身而起之際，也被一步步逼上

梁山，是以「弱女子」在《水滸傳》中，成為男性社會中的一鏡子，照鑑出昏潰的世

道。 

至於雷橫則是因為與「色藝雙絕」（第五十一回）的伶人白秀英有所齟齬，導致白

秀英在知縣耳邊軟言煽動，歷經一番搬弄後，雷橫憤而挺身行兇。伶牙利嘴的美貌、

逾越規矩的私生活，一介女子以其美色而獲得了上位者的垂幸，不再只是柔弱被欺侮

的對象，躍升為壓迫者，美貌與權勢的結合，致使女色也成為權勢的直接展露，一介

女流也能壓迫好漢的生存空間。 

相對上列二者──女色照鑑權勢、女色結合權勢，曲折引燃了好漢的生存危機，《水

滸傳》還刻意渲染女性淫蕩的一面，爬牆偷情，外結姘頭，聯手背棄親夫，使得好漢

們身陷困阨當中，甚至直接指出女色等於死亡。 

《水滸傳》中，幾段血淋淋挖心肝的情節，主要針對兩種對象，一是構陷好漢的

奸人，一是謀害親夫的淫婦。將淫婦與奸人並列，成了書中顯著的標誌，貌美而性淫

                                                                                                                                                  

多必有遭受毒害的情節……」孫述宇，《水滸傳的來歷、心態與藝術》（臺北：時報，1981），

頁 39、40。 
10 夏志清指出，水滸戲中「英雄所關心的主要是懲治貪官污吏與淫女蕩婦。」夏志清著，胡益民、

石曉林、單坤琴譯，《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南昌：江西人民，2001），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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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人，本身就是禍胎，會主動為好漢們招來殺身之禍，因此英雄必須遠離女性，更

精確來講是女色，方能脫離虎口，保生延命。 

淫婦外結姘夫，威脅到好漢的生存，落得私刑處決的下場，楊雄在殺妻之前便稱：

「一者壞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為強。我想

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著，我且一看！」（第四十六回）挖心之舉，便是從根本上，

否定潘巧雲作為人的存在，但其原因，還是為了求生，抵抗死亡陰影的壓迫。 

《水滸傳》口中的淫婦潘巧雲等人，勾搭外人，於私德或律法有虧，並對好漢的

生存造成威脅，以致不得善終，但是如果再進一步檢視，會發現這些淫婦在實質的逾

越之前，美色就已經被視為可能招致禍害，乃至於被視為禍害本身。《水滸傳》對女色

深沈的焦慮具體落實在淫婦的身上，然而就算撇開淫婦而論，這群好漢對女色的提防

也不曾放鬆，視女色為生存的考驗。 

女性，尤其是美貌的淫婦，之所以能作為考驗英雄的關卡，著眼在兩方面，一是

「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恥笑。」（第三十二回），二是「壞

了我兄弟情分」（第四十六回）。 

《水滸傳》中在描寫淫婦的體態情韻時，細膩比擬五官肢體的綽約風姿，不忘指

出女子纖纖嬌弱之態。再從外在的肉體，引介出內心的肉欲，強調「風塵娼妓的性格」

（第二十一回），完全與孔武有力、不好情慾的英雄形象強烈對比，女性猶如是對立的

異類，形成我輩與他者的衝突，深沈流露對女色的疑懼。 

歸納文中的女性角色特質，不外乎美貌、柔弱，負面形象則表現為口齒伶俐、工

於心計、結交外人，對比好漢們鹵率剛毅、不拘小節、強調團體內部兄弟義氣的男子

氣概。越是注重男子氣概的團體，越能感受女性特質所帶來的壓力，面對迥異、未知、

無法控制的他者，女人無疑是心理陰影──安尼瑪──的具體浮現，唯恐會帶來「單

調沈悶、害怕生病、害怕無能或害怕發生意外的心理」11。女性作為內心壓抑的陰影、

照映自身匱缺的他者，好漢們急急忙忙的努力擺脫，唯恐自己像個女人一樣──用梁

山好漢努力求生的眼光來看，就是無法保障自己的生命──柔弱。 

                                                      
11 瑪莉－路易斯•弗蘭茲，〈個體化過程〉（The Process of Individuation），收入卡爾•容格（Carl G. Jung）

主編，龔卓軍譯：《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Man and his symbols）（臺北：立緒，

1999），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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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保有旺盛的生命力，落實在形而下，就是對「溜骨髓」的恐懼；精液－骨髓

－生命（力），作一連貫的串聯，正是《水滸傳》排斥女性的原因，唯有藉由禁欲，還

精養身，方能常保男子氣概的生命力。文中還刻意設定李逵斧劈羅真人的情節：  

李逵搶將入去，提起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劈將下來，砍倒在雲床上，流出白

血來。李逵看了，笑道：「眼見的這賊道是童男子身，頤養得元陽真氣不曾走瀉，

正沒半點的紅。」（第五十三回） 

將禁欲的功效神化到修真登仙的地步，只要維持童男子身，元陽不瀉，甚至連血液都

可以變成白色！而童男身的羅真人當然沒有被李逵一斧劈死，不過是砍了兩個葫蘆。

既然精液如此珍貴，代表蓬勃的生命力，方外藉之可修神人，方內藉之可為英雄，當

然不可妄加揮霍，認為男子在性行為的過程中，會斲喪自身的生命力，理所當然會傾

向禁欲。 

需知欲望必然落實到欲望的對象，內在的禁欲向外投射到欲望的對象時，表現為

禁色的舉動，禁欲與禁色之間微妙的流轉，從自身到他者，牽涉到主體與對象的角力。 

再者禁欲也是意志力的表現，擺脫欲望，同時是擺脫外在的對象，希望能藉以肯

定自我的完整。用尼采的話來講： 

禁欲主義理想起源於一種業已敗落，但仍在為其生存而孰死搏鬥的生命的自我

保護和自我拯救的本能。12 

換言之，藉由禁欲，企圖除卻外在對象的牽絆，再無他者能映現自身的匱缺，也就是

「要擺脫折磨」13，以個人意志肯定生存的價值，內在禁欲，外在則與欲望對象保持

距離。 

《水滸傳》充分表現出對女性的厭棄，在介紹潘巧雲時，還不忘舉詩為證：「二八

佳人體似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第四十四回）

                                                      
12 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著，周紅譯，《論道德的起源》（Zur Genealogie der Moral）（香港：

勤＋緣，1992），頁 165。 
13 「現在讓我們回到最初提出的問題中去：『如果一個哲學家尊崇禁欲主義，那意味著甚麼？』我

們至少已經得到了第一個提示：他要擺脫折磨。」同註 12，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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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女性所象徵的色欲，會造成男子內在生命力的消耗，是 為兇險的考驗──凡此

種種，都是欲望對象的問題。 

一旦將禁欲的考驗歸諸於對象，對象成為欲望的本身，那麼，萬般有錯，錯不在

男性觀看者，毋須男性的觀看與投射，女性自身就是欲望的存在！誠如書中所言：「水

性從來是女流」（第二十四回），將好色視為女流的「天性」，女性既然是欲望的本身，

當然無法被滿足，《水滸傳》的敘述聲音，順勢融入禁欲的英雄的視角，眼中自然看見

欲求不滿的淫婦；強調閻婆惜「風塵娼妓的性格」（第二十一回），並非是宋江鎮日耍

槍弄棍，不重女色，才導致閻氏出牆，一切肇因於閻氏本身的「天性」。蕩婦的縱欲對

比好漢的節慾，兩者的關係如此緊張，衝突往往以英雄手刃淫婦作結，以外鋤淫婦，

象徵英雄消滅內在色欲，處決時當然毫不手軟，除惡務盡。 

相較於大塊吃肉、大口喝酒，以過量的飲食表現生命力的大量蓄積，色欲則會耗

損英雄的生命力，導致死亡，那麼女性不僅是欲望的具體示現，甚至是死亡的代言，

對抗女色變成了對抗死亡。《水滸傳》以謀害親夫的情節，加強淫婦的死亡意涵，凡是

沾染上淫婦的人，不論是丈夫或奸夫，必然會面臨死亡的威脅，武大郎、西門慶的下

場歷歷在目。擴大來說，只要是貌美的女性，都可能帶來死亡的危機，白秀英本是賣

唱的粉頭，與插翅虎雷橫素無恩怨，卻因出言譏訕、嬌痴唆使縣令種種，雷橫一惱便

將之擊殺，方才申明無落草之志的插翅虎，不消多久，自己也成了亡命之徒，落得夜

奔梁山。帶來死亡威脅的女性，同時也帶來生命的轉折，為了抗衡死亡，原先奉公守

法的好漢，終究也開啟了強梁之路。 

然而禁色在梁山泊上，絕對不只是個人意志的問題而已，犯了「溜骨髓」三個字

固然惹人恥笑，不足稱為英雄，還會壞了兄弟情分，害己害人，當然需要嚴加懲辦。 

何以擔心女色會壞了兄弟情分，跟梁山泊的集團性格，強調兄弟義氣，有莫大關

係。梁山聚會的大廳，高懸「聚義」、「忠義」的宗旨，義，當然是粘和眾多個體的關

鍵要素。但是所謂義也者，絕非行而宜之的道德規範，而是表現為「朋輩之間的忠誠」

與「捐輸施與」14，換句話說，也就是共生的關係。孫述宇指出，《水滸傳》的特色之

一，就是好漢之間結拜、結盟的頻率不僅頻繁、同時速度也驚人： 

                                                      
14 「在『正義』的籠統意思之中，『朋輩之間的忠誠』與『捐輸施與』兩種意思在小說中最常見，

而這兩種意思都有與『正義』脫節的傾向……」同註 9，頁 280。 



 
 
 
 
《水滸傳》英雄的求生與再生──以女性為切入點  

153 

讀者初時會以為結義之事，表示好漢們惺惺相惜，由於大家珍視這份相互的情

誼，於是冠以「兄弟」之名……可是，結拜是許許多多在危險環境活動的人的

習慣，他們為了求生存，盼望與伙伴們團結得更緊密，以得到支援與保護。15 

藉由結盟，相互馳助，無非是為了增加生存的保障，宋江正是因為平時仗義輸財，公

門關節處通融好漢，才能換得梁山泊好漢劫法場，僥倖保住一命。因此梁山好漢們的

仗義，還是依循互助求生的原則，與道德秩序未必有關，武松醉打蔣門神，也是受到

施恩請託，終歸是黑吃黑的江湖手腕16。 

立足在共生互利的關係上，表現出共享的行為模式，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肝膽

相照的兄弟義氣，自然是車馬衣裘與共，敝之而無憾。然而妻室終究是各自所有，不

在共生互利共享的範圍內，夫妻關係成了兄弟義氣未及之處，當然擔憂女人會疏遠了

兄弟關係。潘巧雲勾搭石秀不成，惱羞成怒，便在丈夫楊雄面前誣告挑撥，離間兄弟，

同樣的情節也發生在潘金蓮身上，《水滸傳》站在兄弟的立場，女人成了外人，兄弟義

氣當然不容外人離間。 

換言之，照鑑權貴橫行的弱女子、與權貴結合的美色，二者指向外在敵人，淫婦

卻可能潛藏在身邊，從內部瓦解組織；女人背負著兄弟團結與否的責任，當然需要嚴

加防範。David. Gilmore 指出，男人一旦開始進行戰鬥，便會猜疑所有的陌生人，女

人在此又被視為可疑地方的外來者，尤其是父系血親觀念愈強烈的社會，也就愈將女

性視為兄弟團結的威脅17。 

正因女人是格格不入的外人，李逵一旦錯認宋江強擄民女，回到梁山，便把杏黃

旗上「替天行道」四個字扯碎，揮動雙斧要砍殺宋江。李逵強調： 

我當初敬你是箇不貪色慾的好漢，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

去東京養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倒有箇商量。

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第七十三回） 

                                                      
15 同註 9，頁 40。 
16 參考薩孟武，〈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權問題〉，《水滸傳與中國社會》（北京：北京，2005），頁 82

－93。 
17 David. Gilmore 著，何雯琪譯，《厭女現象: 跨文化的男性病態》（Misogyny）（臺北：書林，2005），

頁 16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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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反映「不貪色欲」在梁山泊是好漢的必備條件，連「替天行道」的招牌，都必須

豎立在不貪女色的基礎上，背後還隱藏著強烈的排外心態。雖然梁山泊並不禁止娶親，

小旋風柴進、美髯公朱仝等人，在梁山上也都各有妻室，但是李逵顯然將閻婆惜視為

宋江過去的污點，即便夜訪李師師事出有因，眼見大哥密會名妓，李逵還是耿耿於懷。

身為梁山泊首座，不貪色欲只是基本要求，還要進一步達到無私。 

《水滸傳》一再強調，宋江統領得以統領眾好漢，是因為他重義氣，為頭的愛結

交英雄，當武松籍籍無名便慧眼相識，傾心結交；關勝雖曾領軍來攻，淪為階下囚，

但宋江一見面就將他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

虎威，望乞恕罪！」（第六十四回）嚇得關勝連忙答禮，閉口無言，手足無措，深覺梁

山一班頭領，義氣深重，終而來降。但是對自己的親弟弟宋清呢？不過讓他掌管排設

筵宴，毫無私心偏倚。身為大哥，不只需要有福同享，還要做到均享。《莊子》就提到，

成為天下大盜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分均」，並且將有福同享、無私一體視為「仁」

的表現18。 

在無私的檢視下，女人不只是私欲的表露，反映出個人欲望，也是私心的代名詞，

男女情愛間的私密繾綣，與兄弟義氣強調開誠布公，某種程度上會相互排擠。比起打

劫的財貨可以聚眾分贓、群體聚餐時的杯觥交錯，夫妻情侶間的枕邊細語，代表的是

無法公開、難以檢視、脫離掌控的私心。既然妻室成為私心的表現，在彰顯水滸好漢

團結重義氣的同時，必然會壓抑男女間私情歡好的部分，唯恐私心會瓦解兄弟間的團

結，在分崩離析後遭到各個擊破，難逃死亡的魔爪，職是之故，女性又成了私心的具

體示現。視為可疑的外來者，尤其是父系血親觀念愈強烈的社會，也就愈將女性視為

兄弟團結的威脅19。也正是因為把女人視為格格不入的外人，李逵一旦錯認宋江強擄

民女，回到梁山，就如同看到滲入組織、可能破壞組織的有害細胞，必除之而後快。 

整體而言，女性，尤其是具備姿色的女性，會帶來死亡的威脅，成為生命的考驗，

唯有解除威脅，生命方能延續。從個人來看，女色代表私欲，會斮喪生命力；從團體

                                                      
18 「故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

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見莊子，郭象註，〈胠篋第十〉，《莊子》，

第四卷（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頁 199。 
19 同註 17，頁 16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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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女色代表私心，會鬆動組織──危機是如此真實，因此使用暴力的手法也是真

實的。勒內•吉拉爾在《替罪羊》指出： 

整個運作的方向是將危機的責任推到受害者身上，並透過消滅他們，或至少把

他們驅逐出受「污染」的團體，來改變危機。20 

在梁山集團內部，對女性有多恐懼，就反射梁山好漢有多沉重的憂生之嗟。 

三、協助事業的伙伴：求生的團體 

梁山泊實際上並未嚴格實施禁欲的措施，包括地太歲阮小二、撲天鵰李應、金槍

手徐甯等人原先就有家室。此外山寨內也舉行過婚禮，宋江作主，小李廣花榮的妹妹

嫁給霹靂火秦明、一丈青扈三娘嫁給矮腳虎王英，眾人也都讚許宋江的決定。但是除

了一丈青扈三娘等少數幾位，其他女性在《水滸傳》中幾乎毫無面目，不出場，完全

是沒有聲音的內助，連勝告捷時看不到他們歡喜，潰敗死傷時也沒有表現憂傷的餘地，

當然更不可能有卿卿我我的畫面，幾乎讓人錯覺梁山泊是純男性的組織，巧妙營造出

集體禁欲的閱讀效果。 

如果從角色形象的演變著眼，會發現《水滸傳》正是朝去女性的方向發展，與原

先不避酒色相差甚遠。南宋龔聖與在《宋江三十六贊》中提到智多星吳用是「酒色粗

人」，被金聖嘆視為神人的武松，在《宋江三十六贊》中則是「酒色財氣，更要殺人」

21；至於余嘉錫考實水滸三十六人來歷，也指出燕青的浪子之名，不外乎風流狎暱22。

但是隨著時代的刪修增補，全都成了不近女色的好漢，即使第一名妓李師師投懷送抱，

燕青也毅然拒絕。故事發展的趨向一者彰顯閱讀的風尚習慣，孫述宇就認為水滸故事

在流通的過程中，經過忠義人、強人的改寫，為了符合讀者群需要、宣傳效果，特別

著重不近女色的部分，強調組織的紀律與團結23。另外就故事情節的發展來說，去女

                                                      
20 勒內•吉拉爾（Rene Girard）著，馮壽農譯，《替罪羊》（Le bouc emissaire）（臺北：城邦，2004），

頁 55。 
21 龔聖與，《宋江三十六贊》，收入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見里仁書局，《水滸資料彙編》

（臺北：里仁，1981）頁 452－455。 
22 余嘉錫等，《水滸人物與水滸傳•水滸傳三十六人考實》（臺北：台灣書局，1971），頁 87－88。 
23 同註 9，頁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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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發展脈絡，有助於塑造梁山好漢團體化的傾向。 

《水滸傳》的故事結構與角色性格，在大聚義後轉向團體化，前此是以個人為主

的英雄故事，盡是好漢闖江湖的傳奇歷險，各自的面目躍然紙上。之後則是團體戰爭

的描述，生命便與戰爭分不開，再難見識到個人魅力，故事趨於俗套。夏志清認為，

說書人對戰爭的描寫往往落入窠臼，戰爭之間充滿沿襲的痕跡24。整篇《水滸傳》的

結構一步步從個人走向團體，與之相應，設計角色性格時，必須考慮到桀驁不馴的好

漢，如何能匯聚成流，在帶頭大哥的領導下，奉命行事。 

角色形象與情節相配合，人物必須經由去個人化，才能集合成群體，明顯的以團

體行動取代個人英雄作為，好漢上了戰場也是要依令行事，個人的脾氣暫且按捺一旁，

並且刻意避開家室妻小等等的私人面向。 

如果將梁山泊全員寫成光棍集團不近常理，則弱化之，妻孥家室隱居幕後，若有

似無；如果需要聲明好漢毫無私欲私心，則強化之，或與妻子決離，或孤家寡人。林

沖與李逵就是明顯的例證。林沖在飽受顛簸之後，本想接引妻子、岳父上梁山，但斯

時家人早已亡故。李逵也想帶母親上山奉養，但是半路休憩取水時，母親卻遭虎襲，

吃得只剩條腿。孤苦伶仃的的林沖、李逵，始終反對招安，從根本上視梁山泊為歸宿。

李雲在入夥前也說：「只喜得我又無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第四十四回）。以世俗的

眼光來看，九紋龍史進也絕對是不成材的子孫，鎮日弄刀甩棍不務家業，惹下事端後，

便放火燒了莊院，開啟江湖生涯，個人的終結成為團體的開始。 

表面上看起來，去除外累之後，得以為所欲為，再無忌憚，無須屈居人後，但是

深入來談，上梁山的好漢們，各自對迫害感的體驗，促使他們願意拋下部分個性，藉

以尋求同盟。大致來說，遭遇挫折之後的反應，不外乎退縮、侵犯、妥協三種，直接

以武力攻擊施壓的對象，是梁山好漢面對挫折時 常見的第一反應，但是與此同時，

不斷衝撞他者的好漢，也不斷的在尋求同盟，大丈夫固然可以兩肋插刀，但是密集的

結盟拜把，也幽微的透露出尋求庇護的退縮心理，不敢確保能獨自面對所有的考驗。

當然，結盟能夠成功，端賴妥協心態的作用，在現實處境與個人意志之間揣摩平衡，

與其耗損生命力，不如以團體分攤風險，而結義正是強化團體緊密度的手段，藉由模

                                                      
24 夏志清，〈戰爭小說初論〉，《夏志清文學評論經典：愛情•社會•小說》(臺北：麥田，2007），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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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血緣，確保彼此的忠誠。 

生長環境的挫折，轉為內在的驅迫力，逼使頭角崢嶸的好漢們尋求結盟，願意放

棄堅持、彼此妥協，藉由投入團體，得到擴大感： 

自我的一般性限制，透過著迷而被超越了。我稱呼這個著迷的經驗為「併入」

（merging），自我的一般性界限鬆動或消解了，形成豐富與沒有界限的感覺。

在心裡分析中，這個經驗稱為「大海的祝福」（ocwanic bliss）。自我界限的鬆動

造成……擴大感。25 

在被迫放棄或自動拋棄個人的意見、堅持、理念的同時，擴大感填補了遺失的部分，

感覺自己擁有更強大的能力抵禦環境的壓迫，換言之，也就是與集體的同一化。 

梁山泊的好漢之間，同戈同袍，不斷強化結義的兄弟關係，再加上忠義堂上的石

碣天文，更加肯定共生的命運，雖然各有來歷背景，但是天命所歸，猶如是上天作保

的血緣關係，具有模擬家庭的效果。 

這種類似血緣上的信任，在《水滸傳》中，完全壓倒了夫妻關係，畢竟娶進門的

媳婦總是流著別家人的血，在生死關頭是否效忠我方仍有待檢視，血緣親情才是天生

的保障。因此一百零八條好漢中，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王英－扈三娘，夫

妻關係被削弱了，以結義的擬血緣關係加以取代，《水滸傳》中看不到他們恩愛結髮的

畫面，反而比較像互助的兄弟，成為協助事業的伙伴。從英雄故事個情節架構來看，

梁山泊山寨，猶如是普羅普所謂的「男性公房」。普羅普考察神奇故事的情節單元指出，

主角在授禮活動完成後，會進入「男人的屋子」，過著特殊的公社式生活： 

凡是一起進行割禮或傳授禮的人，就被視為是有特別親密的關係，幾乎跟親兄

弟一樣……這個公社裡的所有成員都以兄弟相稱。……一方面，生活在男性公

房中的目的就在於將男女青年們與婦女阻隔開，整個屋子及屋中的一切事情不

許婦女涉足。……在另一方面看也是明顯的：它針對的是屋外的婦女。26 

                                                      
25 泰瑞斯•瑞爾（Terrence Real）著，黃漢耀譯，《男人其實很憂鬱》（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overcoming the secret legacy of male depression）（臺北：張老師，2003），頁 59。 
26 弗拉基米爾．雅可夫列維奇．普羅普（Пропп, 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Propp,V.K.(Vladimir 

kovlevich)）著，賈放譯，《神奇故事的歷史根源》（北京：中華，2006），頁 13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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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的親密感，不斷強化彼此的同盟關係，相互類化，形成了「我輩」的團體感。就

組織內部來說，排除了差異，儘量使團員間的同質性增加，聯繫愈趨緊密；對外而言，

則製造了差異，我們－他們，格格不入，團體內部的趨同，加深了對外的趨異。 

因此，梁山泊山寨的男性公房，對外造成隔絕的效果27，阻擋外界的女色滲入，

對內則將個體同化。孫勇進歸納《水滸傳》的女性形象時，就將顧大嫂、孫二娘稱呼

為「魔女」，認為魔女是「好而不美的女性」28，孫勇進強調，所謂的好，指的是可以

進入好漢級別，在水泊梁山大寨中坐一把交椅；至於不美，當然是指極度男性化的行

為、外貌。換言之，就是各方面都符合山寨內的默契規範，全面男性化，不讓性別成

為大結義的阻礙，順利打入梁山集團。文中描述顧大嫂長相眉麄眼大、胖面肥腰，家

裡殺牛開賭，不碰針線，一身本事就算二三十人也不得近身，連丈夫孫新都不及，有

時怒起，提起井欄便朝丈夫打去。至於孫二娘則是轆軸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腳，

昏迷的武松就算兩名漢子也抬不動，孫二娘「一面先脫去了綠紗衫兒，解下了紅絹裙

子，赤膊著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第二十七回）解衣使力的形象，比起武松「把

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裏，把那箇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第二十八回）、

魯智深「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著，卻把左手拔住上截，把

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第七回）有異曲同工之妙。顧大嫂、孫二娘早

已徹底男性化，因此能順利入夥，與梁山集團站在同一陣線。 

至於一丈青扈三娘則是以祝家莊女將的身份登場，容貌標致，天然美貌海棠花，

卻功夫過人，巨斧把雄兵亂砍，先擒王英，後戰歐鵬、馬麟、林沖。敗在林沖手下後，

宋江囑咐連夜送上梁山泊，交由父親宋太公收管，由宋太公收為義女，宋江再以義兄

的身份，將一丈青許配給手下敗將矮腳虎王英，「一丈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卻不得。

兩口兒只得拜謝了。」（第五十一回） 

扈三娘原本在莊園內養尊處優，數日之間家破人亡、淪為階下囚，生死難料，劇

烈的變動切斷了原先的人際網絡，頓時成為無所依靠的孤零人。生死交關之際，宋太

公以救命長者的身份收養，階下俘虜得以拜宋太公為義女，在梁山泊內無疑是一張護

                                                      
27 「這座房子的其餘特徵都可以用企圖與世隔絕來解釋」，同註 26，頁 135。 
28 孫勇進，〈紅顔禍水——《水滸傳》中的女性問題〉， 

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TCulturalWorkshop/sex&gender/female%20sexuality/%AC%F5

%C3C%BA%D7%A4%F4%BD%CD%A4%F4%E2q%B6%C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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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符。雖然迫害者與救援者是同一集團的不同人，但是在危難困頓的時候竟能保命，

恩惠被擴大了，宋江臨危救難的義氣與率眾來攻的生命威脅，二者無法切割，感激與

恐懼剎時之間難以區隔，求生的心理防禦機制，轉成對侵略者的認同29。因此嫁給王

英，成為扈三娘加入梁山集團的表現，嫁給王英的婚禮，同時是融入水滸寨的手續儀

式。乍看之下風姿綽約的扈三娘，與相貌麄魯的顧大嫂、孫二娘不可並語，但是從天

罡地煞大聚義的情節來看，加入集團、彼此同化的路數並無不同，「義氣深重」作為婚

配的理由，強調集團的伙伴關係遠遠勝過夫妻。當扈三娘在戰場上辱罵瓊英「賊潑賤

小淫婦兒，焉敢無禮！」30已經徹底是梁山泊集團的口吻。 

雖然說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是山寨內少數的女性，以女流的身份能在天罡地

煞中排座次，特別令人矚目，但是就功能來看，女性的身份缺少描述，在情節意義上

也沒有多大影響，名為夫妻，實同兄弟，共創事業，在天命加持之下，得以儕身好漢

的行列，與眾夥伴們融為一體，婚姻關係在故事中顯得若有似無，團體當中的同化，

才是描述的重點。 

真正因為婚姻而影響戰局者，反倒是天捷星張清與瓊英這對善打石子的夫妻。身

在田虎陣營的瓊英青春貌美，曾夢見神人引請張清來教導打石子的絕技，又言明兩人

有宿世姻緣，習得一身本領後，連敗王英、扈三娘、顧大嫂、孫新、林沖、李逵眾人，

驍勇善戰。當梁山眾人束手之際，吳用獻策，讓張清易名投效田虎陣營，迎娶瓊英，

再加以策反，裡應外合，方能攻破田虎。 

雖然投身梁山的瓊英，屢建功勳，但是終究不屬天罡地煞之列，在梁山裡排不上

座次；即使在連番戰役中陸續折損諸多好漢，但是忠義堂上的職位始終遇缺不補。從

中可見梁山集團已經不是普通的群眾組織了，兄弟情分的重視，遠超過職位功能的考

量，在天命的背書下，兄弟結義乃是血緣的模擬，投效（嫁入）的外人到底有血緣上

的隔閡，血親亡故也斷無找人頂替的道理。 

                                                      
29 「對侵略者的認同：……一種防禦機制……指主體面對外在危險時（典型代表為一出自權威的

批評）認同於侵略者：或將侵略原樣不改地承受下來，或在身體上或精神上模仿侵略者個人，

或採納指明侵略者勢力的某些象徵物。」尚•拉普朗虛（Jean Laplanche）、尚-柏騰•彭大歷斯（J.-B. 

Pontalis）著，沈志中、王文基譯，《精神分析辭彙》（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臺北，行

人，2000），頁 206。 
30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全傳校注》（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楊定見序袁無涯刊一百二十回《忠義

水滸全傳》為底本），九十八回〈張清緣配瓊英 吳用計鴆鄔梨〉，（臺北：里仁，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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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是之故，可以將梁山泊視為一座大家庭，在大家庭的眼光下，彼此是兄弟姊妹，

夫妻關係於是被減弱了。再者，這是一座認為女性容易引來殺生之禍的大家庭，既然

如此，姊妹們 好儘量符合團體的規矩，在相貌舉止上，不要處處昭告自己是貨真價

實的女性，以免破壞默契，如此方能齊心奮鬥事業。將妻子描寫成事業的伙伴，有助

於加強團體的同化，以內部的緊密連，對抗外在的、死亡的危機。 

於是乎，梁山好漢基於求生而結盟，相互同化又各獻其長，整座山寨 後已然自

給自足，成為封閉的團體，天罡地煞既成，再容不得他人加入，打家劫舍，不必考慮

他人眼光，山寨內有醫生安道全、雕刻師金大堅、獸醫皇甫端、建築匠陶宗旺等，職

務功能分配齊全，大家庭既然不假外求，不必受制於人，一者可減少外來的威脅，二

者可發揮有效的抵禦，家庭成員的生命也就越受到保障。雖然從個人的眼光來看，成

員容易失去個性，但是從團體來說，梁山泊越顯得獨立自主，內部自有一套生存的規

矩，與社會秩序的脫鉤越來越遠，若無旁人。所謂求生，當然是求團體內部的我輩之

生。 

四、引導命運的母神：求生的昇華 

梁山眾人既因求生而集結，集結之後又該如何求生，成了宋江始終盤桓在心頭的

大哉問。一百零八條好漢本是魔星轉世，所謂魔，具備原始生命力的意涵，魔星降生

引來一場肅殺，但肅殺的行動肇因於求生的意欲，整座梁山泊，如同一位充滿力量的

勇士，如何運用力量，決定了勇士生命的層次。 

站在招安與造反的轉折路口，兩位女性──賜與宋江天書的九天玄女、引薦梁山

泊入朝的名妓李師師，決定了梁山泊的命運走向。 

九天玄女如師似母，以天界引導者的姿態，指示宋江應合天命考驗，先使宋江意

識到自身背負的天命，在賜天書之際暗示宋江必須順天道而行，方能歷劫歸天，重登

仙班，否則則將墮入無間地獄當中，直接影響梁山泊日後的行動方針。是以在招安與

造反的內部衝突中，宋江始終力主歸順，九天玄女成了操作梁山泊走向 重要的推手。

至於李師師則是促使宋徽宗再度下詔招安梁山的關鍵人物，以姊弟之名引介燕青晉見

宋徽宗，使得燕青得以秉告高俅、童貫等人的罪狀，投效朝廷。天罡地煞作為力抗女

色（死亡）威脅的結義團體，反過頭來，卻是由兩位女性決定發展走向，邁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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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萬川從九天玄女的形象來源入手，指出在古典小說中，通常以九天玄女擔任兵

法天書的授與者、英雄人物危機的救助者、未來前途指引者、掌劫大神31。就《水滸

傳》而言，九天玄女兩次現身，都是在危阨險阻之際，一是救宋江脫離追捕，並賜下

天書；一是與遼軍對峙之際，夢授兵法。在兩次面見中，九天玄女都耳提面命，告誡

宋江務必要以忠義行事： 

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為主，全忠仗義為臣，輔國安民，去邪

歸正。他日功成果滿，作為上卿。……玉帝因為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

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失忘。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

（第四十二回） 

九天玄女在傳達天命的同時，也指明宋江必須「全忠仗義」、「輔國安民」，對於梁山泊

內，歸順、造反兩派的衝突，起了關鍵性的定向作用。先是點破天機，透露宋江等人

的前身原是魔王災星，而後忠義堂又天降石碣，排定名號座次，恢恢天命籠罩在天罡

地煞身上，九天玄女成了神秘難測的天命傳聲者、代言人，如同母親一般，在背後護

衛、指導眾人，象徵一種未可知的力量，在關鍵的時刻伸出援手。 

然而「全忠仗義」所以能得到實踐，李師師是 重要的牽線人。同樣兩次扮演引

介者的角色，先是以姊弟之名，介紹燕青晉見宋徽宗，秉告梁山泊忠君護國的理念，

促使水滸寨歸降。後來當盧俊義、宋江相繼遭高俅等人以毒酒謀害，魂魄也是在李師

師房中，才得以托夢皇帝，陳訴眾兄弟一心報國，卻遭奸臣坑陷的冤屈。待徽宗驚醒，

還是李師師舉薦宋江等為正直之人、護國忠臣，方能順利「建立廟宇，敕封烈侯」（第

一百回）。  

表面上看來，九天玄女與李師師的地位落差不知凡幾，角色形象涇渭分明，但是

再深入探討，會發現她們一位是隱居幕後，全知全能的指導者，一位則是實際扭轉梁

山軍隊身份的引介者，角色功能相互搭配。在神女與妓女的對比中，以天命相呼應，

其中隱藏著對母親的雙重認知。 

先就角色形象來看，九天玄女與李師師之間，形成女神－國母－妓女的形象對比。

李師師本身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是青樓豔妓，半點朱唇萬人嘗；一方面又深受帝王

                                                      
31 胡萬川，〈玄女、白猿、天書〉，《真假虛實──小說的藝術與現實》（臺北：大安，2005），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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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信，呢喃軟語足以左右君主決策，如同國母。 

《水滸傳》曖昧遊走在李師師妓女－國母的形象中，既寫李師師援助梁山眾人，

相當程度上，也是替朝廷消弭大患，不負國母之職，另一方面也寫李師師挑逗燕青，

不忘其妓女的風塵興味，只是帝王專寵的國母形象顯然壓過了妓女的身份，挑逗不成

隨即自衿身份，言而有信，在國母的形象底下，妓女身份的陰影一閃即逝。 

就角色功能來看，從抵抗朝廷的強盜集團，到四方征討的歸降勁旅；從含冤待雪

的遊魂，到立廟享祀的神靈，九天玄女是天界的指導者，李師師則是現實中的引介者。

梁山泊得以從反賊而成為正規軍，由魔王而成為星君，李師師展現了她足以影響決策

的國母姿態，也確實為朝廷引薦一群忠君護國的英雄好漢。九天玄女與李師師，一隱

一顯，一聖一凡，正如佛洛依德所謂聖女與妓女同樣導自於母親的原型32，神女與妓

女一體兩面，合成大母神的姿態，引導神秘的天機，左右了天罡地煞的命運走向，將

不可一世的強盜集團，導入朝廷法治， 終邁向死亡，為之風流雲散，轉化成天界神

靈，換言之，就是引導梁山泊走向死亡與再生。 

九天玄女與李師師作為死亡－再生的形象化，導源於對母親的雙重認知，母親既

是 重要的哺育者，提供生命存在的能量，但也因為母親的缺席，代表能量的斷送、

生命的消失，因此成為死亡的代表。吳心怡在〈血染空白的一頁〉33中，則闡述了月

經流血所聯想到的受創、傷口、痛苦、死亡，導致女人的形象被賦予死亡的力量。但

是月經之血又表現出生命的可能，孕育的功能又使女人成為生命的表現，匯集生的能

量。 

總觀《水滸傳》，在九天玄女與李師師的引導下，梁山集團歷經兩次蛻變再生。第

一次是從強盜蛻變為政府軍，由反賊而歸降，梁山泊作為一群衝撞體制的強盜集團，

九天玄女與李師師所扮演的功能，便是將他們收編到體制之內，使得政權與天道相契

合，魔星在天上牴牾了玉帝的規矩，於是乎謫降人間，以護國忠君為使命，加以磨練。 

九天玄女位居天界與人世之間，引領人間的懵懂眾生，探索天道，奉行天命任務。

李師師則身居朝廷與強盜之間，開啟梁山泊投效國家的途徑，站在居中斡旋者的位置，

                                                      
32 佛洛依德（Sigund Freud）著，林克明譯，《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臺北：志文，1993），頁 137－149。 
33 吳心怡，〈血染空白的一頁 從文學／藝術作品中「血」的意象談女性創造力〉，《中外文學》，

第 27 卷第 10 期（199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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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燕青在妓院晉見帝王。以青樓作為女體的象徵，代表接合帝王與民間的陰暗通道，

協助天罡地煞從強盜集團，轉生為政府軍，人間的朝廷如同仿製的天庭，在為朝廷征

討的同時，執行天命。換言之，從強盜到正規軍，從對抗地方衙府，到討平割據地方

的派系勢力，梁山集團經歷了第一層的再生。 

至於二層的再生，則是從帶煞的魔星，轉生為歷劫返天的神靈，整個蛻變的過程，

由剝而復，自否而泰，同時也是死亡的考驗。梁山集團進入朝廷後，勢力的擴展也為

之停頓，在一連串的征討當中，成員有損無補，朝廷對之有功無賞，整個集團面臨大

量的死亡消耗，然而作為指引者的九天玄女，卻早已言明：「天凡有限，從此永別。」

將宋江等導入體制後，在孤立的環境中，任其生滅。埃利希•諾伊曼指出： 

拒棄是女性的基本功能，即釋放長大了的青年……拒棄功能與剝奪功能密切相

關，在基本特徵的圓裡，剝奪功能與給予功能相對……「愛的撤回」就決定著

一切人和動物與原型女性的關係。34 

代表創生撫育的善良母神，同時也是掌握死亡秘儀的恐怖母神，忠君護國的征討，成

了恐怖的死亡儀式。然而母性力量的特性也正是表現於此，擺脫舊的型態才能得到新

生，九天玄女與天罡地煞在天闕重會，李師師則促成宋江等人立廟享祀。立功社稷、

為國捐軀，成就了由忠魂而封神的徑路，導致死亡的母性力量，轉化為促成永生的原

動力。 

職是之故，梁山集團作為天道的執行者，冥冥之中是藉由母性力量的牽引，由體

制外進入體制內，九天玄女與李師師既將其引入死亡，同時也使之孕育重生。《水滸傳》

刻意安排天罡地煞崛起於梁山水泊，殞落於長江畔征方臘，同樣也是呼應水具有孕育

－死亡的雙重力量。巴什拉從乳汁的物質想像加以申論，指出水是母親的暗示，具有

哺育的功能35，深沈的水泊如同涵養生命的玄牝之門，又像母親的胸懷，形成安全的

屏障，養育梁山好漢的生長。但是孕藏生命的水同時也可以淹沒生命，成為死亡的象

徵，原先攻無不克、無所折損的梁山好漢，卻在進攻方臘水寨的戰役中，死傷泰半。

明媚的山水風光與慘烈的打殺形成強烈的對比，死亡與創生一體兩面，當魯智深夜半

                                                      
34 同註 4，頁 65。 
35 加斯東•巴什拉（Bachelard, Gaston）著，顧嘉琛譯，《水與夢：論物質的想像》（L'eau et le reves: 

essai sur l'imagination de la matiere）（長沙市:岳麓書社，2005），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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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錢塘潮聲隆隆雷響，以為戰事再起，持起禪仗奔出房門正要打殺，卻只見窗外潮

信，別無所有，頓時心頭大悟，圓寂坐化。 

臻乎此境，引導梁山好漢進入死亡的女性，已經不同潘金蓮之流。瑪莉－路易斯•

弗蘭茲（M.-L. von Franz）指出，安尼瑪─男人內在女性陰影－發展的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最好以夏娃（Eve）為象徵，她呈現了純粹本能與生物上的關係。第

二階段可以從《浮士德》的「海倫」（Helen）身上看到，她使浪漫美感的層次

得以人格化，然而其根本特徵仍是性方面的。第三階段可以聖母瑪莉亞為例─

─他是一個把愛欲提高到精神奉獻高度的形象。第四階段以莎皮恩夏

（Sapientia）為象徵，她的智慧無與倫比，其聖潔超越了神的境界。36 

作為內心恐懼的負面陰影，潘金蓮等只是表現出 低層的生物本能，梁山好漢曾就這

個層次極力否定內在的女性陰影，不斷以男性特質相互砥礪，造成人格與人格陰影劇

烈的衝突，內在處於緊繃的狀態，面對女性時，不由自主產生緊張感，形同陰影的浮

現。因此會採取強力隔絕的方式，努力將梁山泊打造成男性集團，以男性化的眼光、

方式對待顧大嫂等人，在團體內同化，全面防堵內心的陰影。但是內在的和諧是擺脫

緊張的唯一方式，女性陰影形象所代表的死亡、毀滅意涵既然無法消除，唯有面對，

以完整的人格，接納另外一面的聲音，使女性陰影成為「內在世界的嚮導和居中協調

者」37。李師師兼具妓女、國母的形象，已然由 低的生物層次，過渡到美的表現，

乃至於近乎值得尊崇奉獻的國母，九天玄女則是 高的智慧神聖母神。 

透過神聖母神的引導，不僅從內在擺脫生命的緊繃，接納內心的另一面，就外在

行為來說，自給自足的梁山集團，開始進入社會秩序。原先以個人生存為要、不斷追

求生命欲望滿足的梁山好漢，從旁若無人的態度，轉而以忠君護民為己任，忠君則尊

上，護民則安下，開始背負他者生命的責任，從封閉到開放，在一場場征戰中，不斷

為他人消耗折損，雖然無所獎賞，卻一路秉持替天行道的宗旨，之所以稱天罡地煞為

英雄，正是從為他人犧牲的角度上著眼。 

九天玄女以不可聞問、不容置疑的天道作為依歸，首先便將宋江等人納入絕對的

                                                      
36 同註 11，頁 220。 
37 同註 11，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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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秩序當中，天命的目的、意義、細節無從得知，唯有以道德作為奉行天命的準則，

天命秩序等同於人間秩序。母神將梁山一班好漢，導向 高的天地規則，換句話說，

藉由母親的指導，天罡地煞方得以摸索縹緲難度的天意，奉行玉帝的指令。玉帝（天

意）作為未出場的父親，必須透過母親代言，好漢們方能從母親處接收到使命，至於

使命的內容，則是執行父親委任的職務與期許，在認同父親的同時，也就扮演父親的

角色，達成自我理想，蛻變為英雄，認同、回歸天地秩序38。 

在回歸秩序、奉行天道的過程中，宋江未嘗沒有猶疑。李逵多次慫恿宋江自立為

王，雖然屢遭斥喝，但是李逵的聲音，活脫是宋江內心野性的 佳代言人，當宋徽宗

夢遊梁山泊，忽見宋江背後轉過李逵，手持雙斧，厲聲高叫：「皇帝，皇帝！你怎地聽

信四箇賊臣挑撥，屈壞了我們性命？今日既見，正好報仇。」（第一百回）說罷便持斧

奔來，李逵站在宋江背後，正代表另外一面的聲音，點明宋江希望游離在秩序外的企

圖。即使九天玄女已在還道村透露天機，賜下天書，期勉宋江奉行天道，此等奇遇大

事，宋江竟然能拋諸腦後，胡萬川指出，宋江在與高廉對陣以及征遼之時，天書沒發

揮多大用處，甚至恐怕壓根忘了天書這回事，「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39。究其所以，

天書既是九天玄女顯聖的證據，也代表難以違抗的旨意，忘了天書，或者降低天書的

功用，意味著暫時拋開既定天命，擺脫恪守天道秩序的壓力。因此征遼之際九天玄女

需要再度顯靈，告知破陣之法、重申天道定律。 

九天玄女作為引導者，一開始就道破天罡地煞降生的緣由，是因為魔心未斷，道

行未完，因此玉帝暫罰人間，完成未竟之修練，應劫而生。天地之間自有生生之德與

肅殺之氣，一旦時運所至，昔日未了的瘟疫劫數，今朝成了鬧動朝野的兵災血刃，殺

劫既是天運所在，執行天命成了魔星降生的任務。 

但是之所以委由天罡地煞完成，則是因為他們魔心未斷，強烈的求生意志，不惜

毀壞他者，以自身為出發點，拘執於個體。是以人間的遭遇，乃是修行歷劫的試煉，

惟有破除一己貪生的執著，以大我為念，將護民的使命，具象化為護國，從殺生轉為

護生，方得以蛻變昇華，破除我執，從魔星歷劫重生而為星君，在求生中昇華。換言

                                                      
38 「如果說兒子從父親接收到的是委任（mandat），那麼，從母親處，他接收到的便是使命

（vocation）。」同註 3，頁 66－67。 
39 同註 31，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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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眾魔星在釋放殺氣的同時，倒頭來也面臨死亡的考驗。一百零八條好漢在討平方

臘之後，十損其八，梁山結義終歸風流雲散，由降生到兵死返天，形成一套歷劫重生

的過程，破除個人生命形體的執著。李豐楙認為： 

道教神學強調救劫、化劫的天地劫殺，「代天行殺」是有其宗教上的義理支持

的……修行就要積極地累積功德，「如何累積功德」……以征方蠟之行結束了好

漢性命……結局雖是「寂天寞地」，卻也是人間「修行」的完成。大寂寞正隱喻

殺的真諦：殺人者恆被殺、謫凡以殺終結而可謂兵解，而被殺也表明其功果完

滿40 

天罡地煞在執行殺劫的任務中，也釋放殺氣，洗滌魔心，在替天行道的旗幟下，回歸

秩序，不再是法外獨立的封閉個體，重新與世界取得聯繫。 

天罡地煞身為陽性的殺劫血氣， 終是在母性力量的引導下執行天命，了卻劫數。

從反抗死亡到面對死亡，九天玄女與李師師所代表的死亡－再生，正好推動天罡地煞

生命的昇華，天罡地煞終於從草莽強徒，蛻變為替天行道、護國護民的英雄，立廟祭

饗。 

五、結語 

《水滸傳》描述一群英雄從求生到犧牲的故事，全書充滿了對比，在塵世中為天

理與人欲的掙扎、在朝廷上為忠臣與奸臣的傾軋，在行為上則是義與利的抉擇。全書

點明亂自高俅當權而生，水滸英雄並不是生來就立志忠君安民的熱血義士，而是一群

充滿求生本能的平民百姓，終而在曲折的環境中，聚嘯而起。 

然而這群法外強徒終究被收編到秩序當中，從聚義到忠義，梁山好漢的身份不停

地流動。在政權敗壞的前提之下，抵抗官軍的反賊搖身一變成為護國的鐵盾，轉換身

份的過程，油然流露出矛盾的張力。從護生落實為護國，再從護國約化為忠君，此間

千絲萬縷的糾葛，成為梁山集團內部唯一卻也是致命的衝突。為了在矛盾的壓力中安

撫眾人，宋江不斷對兄弟們編織美好的未來，設定衣錦還鄉、封妻蔭子的安樂人生，

對自己，則需要堅信一百零八位兄弟是星宿轉生，在經歷重重劫數考驗後，必然能回

                                                      
40 同註 1，頁 69－71。 



 
 
 
 
《水滸傳》英雄的求生與再生──以女性為切入點  

167 

返天庭。 

這些衝突張力，又與書中的女性角色相互牽連，以考驗英雄的女色、協助事業的

伙伴、引導命運的母神三種形象，左右天罡地煞的命運。從一開始視女色為英雄的考

驗，挺身維護受欺壓弱女子，進而被迫亡命天涯，女色照鑑了當權貴者的蠻橫。或者

是面臨女子的仗恃凌人，女色與權貴結合，成為強勢權力的展露，都是藉由女色，穿

針引線地，帶出世道的混亂，眾好漢是以面臨死亡的危機。至於貌美的淫婦則被視為

死亡的代名詞，不僅性慾本身會消耗生命力，還會導致兄弟失和、無法齊心抵抗外界

的威脅。 

梁山好漢每有憂生之嗟，為了對抗外界、權貴者的壓迫，奮力爭取生存空間，是

以集結聚義，組成一個高度凝聚、自給自足、足堪畫地為王的求生集團。在集團同化

的過程中，削弱女性特色、將之男性化，成為集團中的伙伴，兄弟之義才是通行梁山

的準則。 

這一封閉、以自身求生為念的團體，經由命運母神的引導，終於朝外部開放，在

護國中守護蒼生之生，即便 後落得風流雲散的下場，但是在死亡中，生命得到再生，

從魔星升格為星君，九天玄女與李師師成為命運的指引者，如師如母，牽引英雄們一

步步面對恐懼的死亡，躍升生命的層次 

三種女性的角色功能，依循著情節發展的脈絡推展，起先是以女色考驗者的功能，

配合好漢們求生的行動準則。接著則是將女性視為集團伙伴，配合大聚義的發展。

後則是透過大母神式的命運引導，將梁山好漢從草莽引介入朝廷、從魔星蛻變為星君。

大致而言，分為觸媒、同化兩種類型，考驗英雄的女色、引導命運的母神，兩種女性

角色觸發了梁山好漢從求生到再生的關鍵動能。至於協助事業的伙伴則呈現了集團內

部的同化現象，表現出梁山泊做為一以旺盛生命力求生之集團的封閉性格。 

梁山好漢強大的生命欲力，與女性角色所扮演的功能相始終，從殺生轉為護國，

因此，本文藉由女性角色所扮演的功能，穿針引線，探討水滸英雄們的生命轉折，在

求生的歷練中， 後因生命的消解而獲致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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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als of Heroes: the Female Figures in 

the Novel Water Margin 

Pei-huang Hsu* 

Abstract 

This study divides the female roles in the novel Water Margin (also known as 

Outlaws of the Marsh) into three character types: (1) the feminine temptation and 

trials for heroes, (2) a female partner as coworker and (3) a ‘great mother’ in guiding 

destiny. Accordingly, the women figures are the models to demonstrate the 

development and extermination of heroes from the Marsh. Most 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 Water Margin regard women as a threat of death. Thus,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prefer to adopt a brotherhood rather than a relationship with a woman in 

order to weaken the feminine influence. However, the outlaws still need  guidance 

from a ‘great mother’ to fight against the threat of death, as well as to pursue the 

value of life with others, instead of a self-contained struggle for individual survival.  

Keywords: Water Margin, Heroes,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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