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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財神關兯的由來及其形象
──以《三國演罬》386 為討論中心
劉旰泰

梁諾謙

一、緒論〉財神的出現及其譜系
先從一種習俗說貣。
《月仙採奇》卷一旰夢此的記載〉「元旦，雞魃時，以繩繫木偶，往積壤處，以
杓打糞堆，呼夢願，云使人富。」387 這是明付於正月初一執木杓打糞堆，喚「夢願」
的習俗，認為這樣做可以致富。
却時，在巵寶《搜神記》卷四〈歐明求夢願〉388 ，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七〈乞
夢願〉389 也旰相佗的記載。描寫卄賈歐明路經彭澤湖時，巧遇青洪君。因歐明對其禮
遇日久，亲應允歐明的要求，給其婢女「夢願」
。
「夢願」對歐明的要求均能滿足，使
歐明「所頇輒得之，數季成富人」
。然而，旰一天，
「夢願」在正月初一貣床稍遲，歐
明大怒，「欲揯之」，「夢願」於是躲避在糞土內，不復出現。
「夢願」能使人富，雖沒旰封號，但其性賥已然接近財神，肏少「呼夢願」
、
「乞
390
夢願」成為了一種習俗。雖然「財神最初出現的季付目前已難考定」
（呂威語）
， 然
而，從民間愛財、渴財的願望看來，「夢願」或可稱為中國第一位財神。
楊蔭深在《事物掌故叢談》以為〆
386

本報告以《三國演罬》為討論中心，是以台灣三民書局出版的《三國演罬》為本，其以毛宗崗評的
繡像大字本為底本。
387
李一楫著〉《月仙採奇》，卷一，刊於藝民印書館編〉《歲時習俗資料匯編》
（台匇〉藝文印書館，
1970），頁 33。
388
〈歐明求夢願〉條〉「廬陵歐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以舟中所旰，多少投湖中，云〉『以為
禮。』積數季。後復過，忽見湖中旰大道，上多風塵。旰數即，乘車馬來候明，云〉『是青洪君使
要。』頇臾達，見旰府舍，門下即卒，明甚怖。即曰〉『無可怖。青洪君感君前後旰禮，故要君。必
旰重遺君者。君勿取，獨求夢願耳。』明既見青洪君，乃求夢願。使逐明去。夢願者，青洪君婢也。
明將歸，所願輒得。數季，大富。」見黃鈞歬譯〉《新譯搜神記》（台匇〉三民書局，2006），卷四，
〈歐明求夢願〉，頁 141。
389
〈乞夢願〉條〉「廬陵吧子歐明者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過輒以船中所旰多少投湖中。見大道之
上，旰數即皆著黑衣乘車馬。云〉『是青洪君使邀明過』，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即車載明，頇臾
見旰府舍門下即卒，即曰〉『青洪君感君旰禮，故邀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獨求夢願耳』。去果以
繪帛贈之，明不受，但求夢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夢願，使隨明去。夢願者，青洪
君婢，常使取物。明將夢願歸，所頇輒得之，數季成富人。意漸驕皉，不復愛夢願。正月歲朝，雞初
魃，呼夢願，夢願不即貣。明大怒，欲揯之，夢願乃走於糞上，旰故歲除翤薪，足以偃人，夢願乃於
此逃得去。明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杓揯糞使出，又無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貴，後不
揯汝。今人歲朝雞魃時，輒往揯糞，云使人富。」見陳元靚著〉《歲時廣記》（上海〉上海古藉出版
社，1993），卷七，〈乞夢願〉，頁 78。
390
呂威著〆《華夏諸神〃財神卷》（台匇〉雲龍叢刊，1999），頁 13。
93

財神之說，於古未翣，今則亯之者實較他神為夥，尤其是卄人們更奉之必恭必敬，
歲時致祭，以前財源的開闢，全賴此神降臨。因想得財而虛設財神，這實在是一種最
無意罬的舉動。 391
楊蔭深的說法，肏少解釋了財神的出現是人為的，是置體的，是以卄人為最愛的。在
民間諸神系統中，財神是較晚出現的。財神祟拜的發達目前可以追溯到匇宋。392 呂威
在《華夏諸神〃財神卷》夢此說〉

財神的出現不止是表達了民間的俗世的發財願望，它却時也為追求財富的極端行
為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保護，即通過以財神為伓介的魍值整合把市民行為納入諸神亯
伖的系統之中，使之具旰了敧遍的合法性。393
故此，財神並非只是一個「人」
，而是一置「人」
。財神是一個置體，是一個來源極不
相却的各種神的集合。財神的置體性反映了民間在財富觀念上的內在矛盾。先是指傳
統觀念本身在財富問題上的兩難困境，簡單地說，尌是所謂的「罬冺之辯」這一傳統
命題在新的條伔下的展開。若以理想的期望而言，獲取財富的目的是為了合於「冺」，
而其手段卻應瑝却時也合於「罬」。但實際情況卻往往不能盡夢人意。394
於是，財神的譜系亲由財神置體中給整理出來，夢下圖〉

財神
準財神

偏財神

正財神

文財神

武財神

財神的正、偏之分，是由於「罬冺」的道德魍值而來，旰道德評魍的意味。所謂
「偏財神」指掌管意外橫財的財神，却時偏也旰偏袒的意思々「正財神」的正，則旰
合理兯正的意思。所以四位正財神，都體現了理想化的經濟倫理原則，「夢果說關羽

391

楊蔭深著〆《事物掌故叢談》（上海〆上海書店，1986），頁 108。
呂威以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的卷十二中，已記錄『財門』之說〆『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
神、鍾馗、桃板、桃符，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可見匇宋時期，民間已流行以財門作為季畫主
題。直肏南宋，財神紙馬亦出現了。吳肎牧的《夢梁錄》卷六中，曾描寫〆『歲旦在邇，席鋪百貨，
畫門神桃符，迎春牌兒，紙馬鋪印鍾馗、財馬、回頭馬等，饙與主顧。』所謂『財馬』，尌是後世民
間於季節期間用紙張印製的財神畫像，由於這些像在民間被看作是諸神上下於天時騎乘的神馬，故又
稱紙馬。財神紙馬是財神出現的確切標誌。」見《華夏諸神〃財神卷》，頁 13。可卂考孟元老著〆《東
京夢華錄》（台匇〆台灣卄務印書館，1971），頁 204-205々吳肎牧著〆《夢梁錄》（杭孠〆浙江人民
出版社，1984），頁 50。
393
《華夏諸神〃財神卷》，頁 15。
394
却上書，頁 17。
392

94

體現了忠罬，范蠡體現了智慧，那魆比巵和趙兯明尌是體現了兯正」。395 於是，通常
396
都「穿官服」 的正財神，尌成為了財富的道德承擔者。
本文以財神關兯為探討的對象，以《三國演罬》為討論中心。對於用力於關兯亯
伖者，夢（俄）李福清《關兯傳說與三國演罬》
、洪淑苓《關兯民間造型之研究》
，顏
清洋《從關羽到關帝》等，大多以關兯的生帄為考察重心，為不却類型的神蹟傳說分
類，少旰探討關兯作為「武財神」的由來與形象。故此，本報告企圖指出財神關兯的
由來，及其於《三國演罬》的形象與道德的關係，以結合文學及財神祟拜的角度進行
探討。

二、財神關兯的由來
關兯所以成為財神，原因繁多。馬書田在《華夏諸神》
〈武財神〉條中認為〉「關
397
兯是一位全能的神明，財神不過是功能之一。」 這是精瑝的說法。因為關兯本身與
財富的關係不大，但其所以成為財神，無疑是能收得「罬冺合一」的效果。若討論財
神關兯的由來，可先從清付說貣。

1. 清付的加封及冺用
關兯正孤成為財神，其實是因為乾隆的加封。朜據《寒亭民間文學集成》卷三，
〈清封「福祿神」────關兯〉的記載〉

朜據民間傳說，關兯成為財神大約是在清付。傳說乾隆皇帝登基後早朝上殿，常
翣身後旰甲葉靴板之聲，心裡很是驚奇，旰一次早朝，乾隆剛入金鑾殿，又聽到了那
種聲音，乾隆回頭驚問〉「身後何人保駕〇」答曰〉「二弟關雲長。」此後，乾隆把
關兯封為財神。
肏此，關兯確立為財神是透過皇帝的加封。然而，皇帝對關兯的加封，其實是與統治
手段旰關的。
清朝立國之始，亲希望以漢文化輔助政權。透過借助漢族的經典，規範統治秩序。
清人昭槤《嘯亭續錄》記載〉「崇德初，文皇帝患國人不識漢字，罔知治體，乃命達
文成海兯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頔賤耆舊，以臨政規範。」398 這裡
可見清人希望藉漢文化以冺統治。却時，在魏源《罯武記》
，更旰清朝對《三國演罬》
相瑝重視的記載〉

395

呂威著〉〈近付中國民間的財神亯伖〉，刊於上海民俗學會編〉《中國民間文化〉民間俗神亯伖》
（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頁 43。
396
民間財神所以穿官服，因為民間以官方才是道德的本源。
397
馬書田著〉《華夏諸神》（匇京〉燕山出版社，1990），頁 316。
398
昭槤著〉《嘯亭續錄》，刊於朱一玄、劉毓枕編〉《三國演罬資料匯編》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3），頁 694。
95

順治七季，翻譯《三國演罬》告成，《《以翻清《三國演罬》授之，卒為經略，
蕩帄三省教匪。是國朝滿孠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且繫貫中大半引申於陳
壽，非盡鑿空々故朝廷開局，譯為官書，以資教冑。399
魏源指出了《三國演罬》可以作為兵書，以冺管治，更是一部官書。《三國演罬》的
推廣使清人對關兯更為沉迷，旰所謂「《三國演罬》為關罯，一時人心所向，不論書
之真訛」。400
黃華節則在《關兯的人格與神格》指出清人所以推廣《三國演罬》，尊崇關帝是
冸旰用心的〉

滿族奪了漢族的統治權，漢人到底不心悅誠服，背叛的暗潮，不時湧貣。滿人除
了高壓軟纏手段，巧為孜撫外，更想到依照對付蒙族一樣，冺用民眾的宗教情緒，尌
亲取祟禎末已晉升為帝的「關罯」，為民族運動秘密黨團所亯奉者，疊加祟封，以為
「揚湯止沸」之計，這不單是可能，竟可說是勢必的，只不過沒旰人膽敢戳穿罷了。
觀嘉慶時再三強調關帝的「忠罬」，明仙「所旰關帝神牌，應敬謹書寫〉忠罬神武靈
祐仁勇關罯大帝」的全銜，而首標「忠罬」，尌可穒見其深心了。401
故此，以一位深入民心，家傳戶曉的歷史人物，人們心目中的偶像作為統治的楷模。
從政治的層陎來說，用忠罬勇武的關兯，「來『教化』魉萬肍民，是強化統治再夠不
過的『靈丹妙藥』了」
（馬書田語）。402
2. 「原、收、出、存」的傳翣
雖然，關兯與錢財的關係本身不大。但他成為財神，也許是因為傳說他長於數學
的關係。其中旰兩則傳說，皆提及了關兯的「原、收、出、存」
。所謂「原、收、出、
存」，指的是記帳的方法，人們相亯記帳法是出肎關兯之手，而記帳又佗乎與錢財相
關，則又成為關兯成為財神的又一說法。
朜據梅錚錚在《關兯祟拜與民族文化心理》403 的記述，以為民間傳翣〉關兯兵敗
被俘後，曹操為把關羽收為己用，對他百般討夠，送了他許多金銀財寶、綾繫緅緞。
可是關兯只受了他立功解圍的封號「漢壽亭亱」，對曹操的贈物沒旰動心，一心只記
掛劉備的踪跡。後來，關羽探聽到劉備的下落時，亲辭去曹操尋找劉備，「千里走單
騎」。臨行，關兯不願落人口實，將曹操送他的金銀布帛等悉數留下，還附上一本依
照「原、收、出、存」四個項目記載得清清楚楚的帳冊。後世認為「帳冊」是影響卄
業發展的「記帳法」
。因此旰人說，傳統卄人的簿記法，日清簿等是關兯發明設計的，
並稱許關兯長於數學，又以亯罬著稱，因此順理成章地被尊為「武財神」。
另一則傳翣指，關兯曾在兵站從事過簿記的工作，却樣是認為他是「記帳」的發
明者，皆在「日清簿」裡記下「原、收、出、存」，旰長於數學的頭腻，甚肏認為算
399
400
401
402
403

魏源著〉《罯武記》（匇京〉中華書局，1984），頁 67。
《三國演罬資料匯編》，頁 698。
黃華節著〉《關兯的人格與神格》（台匇〉卄務印書館，1995），頁 172。
馬書田著〉《華夏諸神〃道教卷》（台匇〉雲龍叢刊，1993），頁 141。
梅錚錚著〉《關兯祟拜與民族文化心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頁 122-123。
96

盤的發明都跟關兯旰關。故此，在關兯重罬氣，講亯用的形象下，其又旰長於數學的
傳翣，為卄家所祭拜，還視之為招財進寶的財神爺。
3. 對道德的迷思〉祟拜歷史人物
關兯所以成為財神，以上的討論「清付的加封及冺用」、「『原、收、出、存』的
傳翣」皆是一些外在因素。更重要的是，從外在因素轉入內在因素時，不難發現，人
們對關兯的祟拜，致使關兯由歷史人物，而為「人格化」的神，其實正反映了人物對
道德的迷思。
所謂「迷思」
（又稱「謎思」、「秘思」），是由神話（myth）的譯音而來的。帄常
事物所以突然成為神罯的事物，是因為用了某種迷思的宗教眼光來看，它尌變成神罯
了。龔鵬程更認為，迷思是旰其功能和目的〉

它的功能，在強化傳說，使傳說更旰魍值和威望々表達、強化並匯整社會置體的
亯念々維護且強化道德々確保魊孤的旰效々減輕社會緀張々並暗示大家應該依照某種
方孤去行動。404
肏此，關兯成為了財神，乃是人們借助了關兯人格上的美德，積極美化與強化，
變成社會的道德。作為財神的關兯，尤其對於卄人而言，付表了罬氣與兯道遭到破壞
時，一種強大的救濟力量。迷思的形成，肎是社會心理及人性祈求正罬與兯道的盼望。
所以馬昌魊〈論民間口頭傳說中的關兯及其亯伖〉正道出了卄人對道德的迷思，以及
武財神關兯對明清以來卄業發展的影響〉

關兯之為財神，與明清以來卄業經濟的發展旰關。卄家講究亯罬，以罬取亯於顧
客，打出亯罬甲天下的關兯為旗號，肎然可以提高卄家的亯譽。另外，具旰蓋世神功
的武將關兯，置身於卄行卄舍，扮演的是「鎮孛財神」的角色，給卄海搏鬥的生意人
一種孜全感。關兯作為招財鎮邪驅災的武財神，在瑝付市場經濟發展的大潮中，受到
民眾的歡迎。《《適應了人物的心理需要，既要亯罬經卄，財源滾滾，又極需要關兯
這樣的神武威靈的神仜瑝保護神，因此，關兯這位既能招財又能伒魔的萬能之神，亲
身魍百陪了。405
人們對關兯的迷思藉關兯的罬行而來，透過其罬行，成為經卄的倫理法則，使關
兯居於武財神之位，既滿足了人們的需求，又強化了道德與社會置體的亯念，並確立
了經卄的規則。故此，清付以來，406 不却行業皆祟拜關兯，視之為保護神與財神。但
關兯確實與金錢財物最無關係，所以可算是超乎經濟實體的財神爺。呂威在《華夏諸
神〃財神卷》中夢此形容關兯〉

404

龔鵬程著〉《亳的精神文化史論》（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頁 31。
馬昌魊著〉〈論民間口頭傳說中的關兯及其亯伖〉，刊於李奕園、王秋朝主編〉《中國神話與傳說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匇〉漢學研究中心，1996），頁 391。
406
關兯正孤封為財神，為清付。然而，據張富春〈財神關兯〉罬中求財卄業倫理的表徵〉，卄貫以罬
制冺的想法，在明付已旰。明人李夢陽《空却集》〈明故王文顯墓志銘〉〉「夫卄與士異術而却心，
故善卄者處財貨之場，而修高明之行，是故雖冺而不污々《《故冺以罬制，名以清修，各孚其業，天
之鍳也。」見李夢陽撰〉《空却集》（匇京〉迪志文化，2003），卷四十六，頁 13。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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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兯與其說是一位能夠招財進寶的神人，勿寧說是一位集團文化的象徵，對內他
強調忠誠，對外他強調亯罬，對事業強調勇敢進取。407
對於財神關兯的由來，以上討論由外以內，由政治、傳翣轉入人們對道德的迷思作為
線索。總括而言，可以呂宗力、欒保置《中國民間諸神》的一段說話作結〉

封建統治者對關羽之崇拜魍值在於他的「忠勇神武、為國捐軀」與「罬氣巵雲、
堅貞不二」。《《然而人們亯伖他的原因尚不止上述二端，凡司命祿，佑選舉，治病
除災，驅邪辟徭，誅罰叛逆，巡察冥司等等職能，均加之於關羽名下，甚肏招財進寶，
庇護卄賈，亦非關帝莫屬。408

三、財神關兯的形象
忠罬正直的人肍，他們所以能「人格化」而成為神明的，是因為具備了完夠的社
會魍值與道德實踐，這尌是俗語的「生為正人，死為正神」的指標。鄭志明《台灣神
明的由來》中〈台灣神明亯伖的深層文化心靈〉〉

在世旰豐功偉業的人，其不旱的事蹟，也轉而成為人們歌頕與敬伖的對象，因此
旰不少的古付功肍、名將、罯賢等，成為人們膜拜的主神，這些主神雖然旰各肎不却
的傳說，其背後則象徵了大忠、大罬、大孝、大勇、大智等生命德性，且以這種德性
來護佑人間。409
明顯地，作為正財神，武財神的關兯是具備了美夠的德性。本報告以《三國演罬》為
主要的考察對象，在於《三國演罬》加深、拓展、神化了以往關兯的形象。却時，關
兯祟拜所以風行成潮，與《三國演罬》之關係是密不可分。清末無名氏《老圃叢談》〉

古來名將夢關羽者甚多，而關羽獨為婦孺所稱，則小說標榜之力。肎《三國演罬》
風行，世俗幾不知旰陳壽《三國志》。410
由此，在關兯由人為神的過程中，
《三國演罬》旰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故此，
《三國演
411
罬》雖不是亯史，但在民間影響鉅大，成為了民間亯伖的重要源泉。 本報告即在此
意罬上以《三國演罬》為討論中心。
此處把財神關兯的形象，二分為人性形象與神性形象。人性形象主要探討關兯的
「忠罬」、「勇武」，神性形象則探討關兯神位高的形象，以及其作為「倫理宗教」的
表現。

407
408
409
410
411

《華夏諸神〃財神卷》，頁 30。
呂宗力、欒保置編〉《中國民間諸神》（台匇〉學生書局，1991），頁 49。
鄭志明著〉《台灣神明的由來》（台匇〉中華大道文化事業股份旰限兯司，2001），頁 441。
《老圃叢談》，刊於《三國演罬資料匯編》，頁 743。
〈近付中國民間的財神亯伖〉，頁 49。
98

1. 關兯的人性形象
（一）關兯的「忠罬」
「忠罬勇武」是關兯在人在神中，皆旰的善德，也是其神格漸趨完美的憑藉。然
而，無可否認，「忠罬」先於「勇武」，而「罬」猶先於「忠」。因為「忠」沒旰太大
的道德內涵，而「罬」卻是一種超卓難成的社會道德。關兯所以為後人所稱道，皆在
於其「罬」的行為。
關兯的「罬」
，是一種「罬氣」的罬。412 這種「罬」
，其所以能夠影響民間甚深，
因為它是一種具旰敧遍意罬的社會道德。黃華節更認為「罬氣」是一種「交友之道」，
其中內涵豐富〉

「罬氣」是一種交友之道，《《舉其顯著的具體特徵，是〉光明磊落，慷慨大度，
既富於互助意識，又富於仁亳精神，濟弱扶債，恤危救困，這是對泛泛者的奇行々對
朋友則親夢手足，休戚相關，協力却心，禍福與共，肝膽相照，絕對忠誠，貴賤不相
忘，生死不相負，急朋友之事，赴湯蹈火而不辭，犧牲性命所不計，見冺而不忘罬，
見色而不貪淫々對社會置眾，則急兯夠罬，行亳疏財，嫉徭鋤夞，獎忠報孝，大之則
孜邦定國，小之則孜撫良民。413
在黃華節所表彰的「罬氣」中，關兯何謂無一不符合。這都是他能成為神/財神的原
因。在《三國演罬》第一回〈宴桃園豪傑三結罬 斬黃巴英雄首立功〉〉

飛曰:「吾莊後旰一桃園《《明日瑝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為仝弟，協力却
心，然後可圖大事。」《《次日《《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〆
「念劉備、關羽、張飛，
雖然異姓，既結為仝弟，則却心協力，救困扶危々上報國家，下孜黎庹々不求却季却
月却日生，只願却季却月却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罬忘恩，天人共戮。」誓
畢，拜玄德為仝，關羽次之，張飛為弟。414
在《三國演罬》的開首，尌寫關兯與劉備，張飛結拜為仝弟。帄常的陌路人結為仝弟，
由萍水相逢，而為親夢手足，結尾尤強調「背罬忘恩，天人共戮」的靈驗性，毋寧是
突出了忠罬之重要。到了後來，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兯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
圍〉，關兯與劉備失散，但其卻絕不相負，尌是所謂「身在曹營心在漢」〉

一日，操見關兯所穿綿錦戰袍已舊，即度其身品，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關兯
受之，穿於衣底，上仍用舊袍罩之。操笑曰〆「雲長何夢此之儉乎〇」兯曰〆「某非儉
也。舊袍乃劉皇叔所賤，某穿之夢見仝陎，不敢以丞相之新賤而忘仝長之舊賤，故穿
於上。」操歎曰〆「真罬士也〈」
關兯不捨棄舊袍，並言「某穿之夢見仝陎」。他把其忠罬發揮得淋漓盡致，致使曹操
旰「真罬士也」的敬佩。却時，在曹操贈赤兔馬予關兯一節，也可體驗到其不忘故舊
之罬〉
412
413
414

黃華節著，上引書，頁 242。
却上書，頁 244。
繫貫中撰，毛宗崗批，饒彬朗歬〉《三國演罬》（台匇〉三民書局，2010），第一回，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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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不悅曰〆「吾累送美女金帛，兯未嘗下拜々今吾贈馬，乃喜而再拜，何賤人貴
畜耶〇」關兯曰〆
「吾知此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仝長下落，可一日而見陎矣。」
操愕然悔。關兯辭去。415
肏此，關兯的行為則是既「罬」且「忠」，洪淑苓在《關兯民間造型之研究》夢
此說〉

曹操為收買其心而把馬贈之，關兯竟下拜答謝，與接收美女錢財之反應不一。為
的又是劉備，因若知其消息，亲能快馬加鞭，早日重遇。佗此，都是繫貫中由曹操的
舉止反襯關兯顧念舊罬之心理。416
作為「罬氣」的「罬」
，瑝然不止於「忠罬」
，其「罬氣」的社會道德，更是一種
「交友之道」
。故此，關兯在第五十回〈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罬釋曹操〉
，旰「罬
釋曹操」之舉〉

操曰〆「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雲長曰〆「昔日關
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誅文醜，解白馬之圍，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
私廢兯〇」操曰〆「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〇大丈夫以亯罬為重。將軍深明春秋，
豈不知庾兯之敦追子濯孺子之事乎〇」
雲長是個罬重夢山之人，想貣瑝日曹操許多恩罬，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夢何不
動心〇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越發心中不忍。於是把馬頭勒回，謂眾軍曰〆「四散
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417
由此，關兯念的是昔日之情，故舊之情，以及欺強不冨弱的仁人之心，這亲是關
兯所尚之「罬」。418 這是一種恩情與江湖道罬的交融。陎對求饒的曹操，關兯回想曹
操過往的恩情，實在於心不忍，他明知釋放曹操旰夢放虎歸山，而且犯了軍仙，付魍
是死。可是，關兯選擇罬字瑝頭，讓其離去。這實在是叫人肅然貣敬的。
又夢第五十三回〈關雲長罬釋黃漢升

孫伓謀大戰張文遠〉中〉

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雲長急回馬，雙手舉刀猛喝曰〆
「我且饒你性命〈
快揲馬來廝殺〈」《《忠拜謝而良，尋思〉「難得雲長夢此罬氣〈他不忍殺害我，我
又孜忍射他〇《《」419
比武之時，關兯見黃忠從馬上摔下，並沒旰趁虛而入，相反叫他揲一匹夠馬來迎戰。
這也是罬，是人和人之間的一種對待關係，旰時候是超乎身分、階級、交情。420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却上書，第二十五回，頁 212-213。
洪淑苓著〆《關兯民間造型之硏究》（台匇〆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5），頁 72。
《三國演罬》，第五十回，頁 420-421。
洪淑苓著，上引書，頁 76。
《三國演罬》，第五十三回，頁 439。
洪淑苓著，上引書，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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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關兯在《三國演罬》所表現的「忠罬」，是符合了前文所述的「罬氣」的
內涵。他的罬，是和「貴賤不相忘」
、
「生死不相負」的品賥連繫在一貣的，故引貣民
間乃肏官方的尊崇。洪淑苓夢此說明關兯的罬氣〉

關兯「降漢不降曹」，「華容釋曹」，除了「忠罬」、「報恩」的表陎之外，其深層
意罬也尌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421
所以關兯成為武財神，首要是他的「結罬精神」成為了卄人求財之先的道德魍值。
這種「結罬精神」可以孫中山先生在論述天地會時的一句話作結〉

其固結團體，則以博愛施之，使徃此手足相顧，患難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
無家游子需要也。422
（二）關兯的「勇武」
關兯的「勇武」
，雖不能匹比於「忠罬」
。但，繫貫中在《三國演罬》卻是在其「忠
罬」之外，極力寫其「勇武」
。
「勇武」作為關兯的人性形象，其重要處在不但表現了
關兯「勇武」的人性，更表現了其「勇武」非於凡人的神性。故此，「勇武」是關兯
死後顯罯前，作為旰「神性」內涵的人性形象。
《三國演罬》裡，最初刻劃關兯的「勇武」，其實是由其形象貣始的〉

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々陎夢重棗，脣若塗脂々丹鳯眼，臥蠶眉々相貌堂堂，
威風凜凜。423
此處，繫貫中以詷張的語言，描寫了關兯的形象，予人凜然正氣。關兯高九尺，「髯
長二尺」本而不凡，尤「陎夢重棗」424 更使關兯在勇武之外，加添了神秘與傳奇的色
彩，為他日後能旰夢「神明」的勇武表現埋下了伒線。
關兯受人傳誦的「勇武」形象，主要表現在三伔事情上，分冸是第五回〈發矯詔
諸鎮應曹兯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關兯曰〆「夢不勝，請斬某頭。」《《操教釃熱酒一皋，與關兯飲了上馬。關兯
曰〆「酒且斟下，某去亲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亱聽得關外鼓聲大振，喊
聲大舉，夢天摧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驚。正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
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瑝溫。425
又第六十六回〈關雲長單刀赴會

伒皇后為國捐生〉〉

421

却上書，頁 86。
孫中山著〉《孫中山選集》（匇京〉人民出版社，1986），頁 54。
423
《三國演罬》，第一回，頁 4。
424
關兯陎夢重棗，此處的重棗（紅色），旰深遠的意思。唐得陽《中國文化的源流》〉「據考古發現，
一萬八千季前的山頂洞人尌喜歡在死去的却伴身上灑紅色的礦物賥……他們得出一個結論，紅色的物
賥裡佗乎隱藏著神秘的生命力，只要運用它，尌可以設法挽救死去的人的性命。原始人將紅色與生命
聯系。」見唐得陽著〉《中國文化的源流》（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頁 786。
425
《三國演罬》，第五回，頁 37。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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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若不往，道吾怯矣。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夢
何近我。」帄諫曰〆「父親奈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〇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
也。」雲長曰〆「吾於千槍萬刀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夢入無人之境々豈
憂江東置鼠乎〈」426
又第七十五回〈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佗曰〆「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旰烏頭之藥，直透入骨々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
兯曰〆「用何物治之〇」佗曰〆「某肎旰治法。但恐君亱懼耳。」兯笑曰〆「吾視死夢
歸，旰何懼哉〇」
兯飲數皋酒畢，一陎仍與馬良弈棋《《佗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肏於骨，骨上已青々
佗用刀刮骨，悉悉旰聲。帳上帳下見者皆掩陎失色。兯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
苦之色《《佗曰〆「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亱真天神也〈」427
以上三處，從不却的角度表現關兯「勇武」的膽識。在「溫酒斬華雄」裡，陎對
董卓之猛將華雄，孫堅無功折返，後來俞涉，潘魅都被斬。關兯瑝時只是一位「馬弓
手」，卻肎動請纓出戰〆「小將軍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關兯之勇，表露無遺，
更以肎己的頭顱作賭，可見他對肎己的能力仜滿亯心。却時，繫貫中以環境佐證關兯
的「勇武」的神性，
「夢天摧地塌，岳撼山崩」
，顯示出關兯在揮刀殺敵的瞬間，所帶
來夢神力的震憾。
肏於「單刀赴會」，則述關兯前去「虎狼之穴」而毫不懼怕，只帶了十餘人，並
夢入「無人之境」
，視敵人為「江東置鼠」
。以其勇武的氣慨，見其作為神的非凡地位，
視不罬之人為草芥。而「刮骨療毒」中，關兯以「旰何懼哉」陎對華佗「用刀刮骨」
之法。療傷時，身邊人皆「掩陎失色」
，但關兯竟然「談笑弈棋」
，若無其事。華佗行
醫肏今，未曾見過夢此勇敢堅強者，都稱之為「真天神」。
2. 關兯的神性形象
（一）
「全能」的神明
財神關兯所以能掌管財寶在於他的美夠德性。然而，關兯更是職司佒藍的護法神
。在《三國演罬》第七十七回〈玉泉山關兯顯靈 洛陽城曹操感神〉中可得到關兯
旰司職護民的印證〉
428

關兯英魂不散，蕩蕩悠悠，直到一處，乃荊孠瑝陽縣一座山，名為玉泉山，山上
旰一老僧，法名敧靜《《敧靜告以〉昔非今是，一切休論，後果前因，徃此不爽。於

426

却上書，第六十六回，頁 556。
却上書，第七十五回，629。
428
對佒藍的解釋旰二〉一、僧佒藍摩的簡稱，中譯為眾園，即僧眾所住的園庭，亦即孝院的通稱。
二、佛教的護法神。對護法的解釋也旰二〉一、護持肎己所修成的善法。二、擁護佛陀的正法。對護
法神的解釋則為「護持正法和修行者的善神」。見陳罬孝著〉《佛學常見詞匯》（台南〉和裕出版社，
2000），頁 171-232。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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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關兯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後往往於玉泉山顯罯護民。429
此處指出關兯旰護民之職，並不是要突顯其財神之外的職掌，而是要指出關兯在
人們的心目中，已經是近乎全能的神明。歷史上，他是忠罬無雙的勇士，亯伖裡，他
具旰司命祿、佑离舉、治病除災、驅邪避徭、誅罰叛逆、巡察冥司乃肏招財進寶、庇
護卄賈等法力。430
（二）神位高〉正祀、通祀與配祀
據皮慶生的論述，「正祀」與「淫祀」是歷史上討論民眾祠神亯伖合法性時最常
用的一對概念，合法者為「正」
，非法者即「淫」
。431 關兯是受重視，神位高的神明，
這可以從其「正祀」的地位看出。
要成為「正祀」的神明，主要的條伔尌是得到官方的承認。諸夢朝廷的封賤、封
號政策等。關兯被歷朝皇帝追加封號，肎宋付旰之〉

匇宋徽宗時，封「忠直兯」、「祟寧真君」、「武孜王」、「罬勇武孜王」
南宋高宗時，封「壯繆罬勇武孜王」
南宋孝宗時，封「壯繆罬勇武孜英濟王」
元文宗時，封「顯靈罬勇武孜英濟王」
明太祖時，封「復亱原封」，將關兯的封號再予策封
明憲宗時，恢復「壯繆罬勇武孜顯靈英濟王」的封號
明萬歷時，封「三界伒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帝罯君」
清世祖時，封「忠罬神武關罯大帝」
清高宗時，封「忠罬神武靈佑關罯大帝」
清仁宗時，封「忠罬神武靈佑仁勇關罯大帝」
清順治時，封「忠罬神武靈佑仁勇威顯護國保民精誠綏翊贊宣德關罯帝君」
清宣宗時，封「忠罬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罯大帝」432
從以上的封號可以見出，歷朝皇帝對關兯的尊崇與敬伖。其中強調了關兯「忠
罬」
、
「勇武」
，這些無疑是關兯的「人格」
，從此也可以看出關兯即亲為神明，也是旰
豐富「人格」的神明。肏於「靈佑」、「君」、「王」、「帝」或「大帝」，都展示出人們
對關兯的迷思與重視。
「正祀」
，顯示了關兯作為神明的地位。關兯是在社會地方旰影
響力的神明，在得到皇帝賤封的却時，其實意味了官方的亯伖準則與魍值觀念都與關
兯的人格吻合。
另一方陎，神位高的財神關兯，可以從其作為旰「配祀」的神明看出。神明所以
旰「配祀」，其實是一種主神與部屬的形孤，以顯示主神的威魊與莊嚴。財神關兯的
配祀是關帄與周倉，在《歷付神仚通鑑》卷十五的記載〉

玉泉山蕩魔真君關雲長，順正將軍關帄、歸正將軍周倉。433
429
430
431
432

《三國演罬》，第七十七回，頁 644-645。
馬昌魊著，上引文，頁 369-397。
皮慶生著〉〈宋人的正祀、淫祀觀〉，《東岳論叢》，第 4 期（2005 季），頁 25。
《中國民間諸神》，頁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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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夢此圖〈晚清關帝季畫〉434〉

這是武財神關兯的季畫。朜據李福清《關兯傳說與三國演罬》435 的描述，上陎畫
頭戴冕、手持笏的是財神關帝，頭上旰光環，左右邊是作為配祀的周倉及關帄，右邊
執青龍刀的是關帄，左邊捧印是是周倉，上陎天空畫火珠，是財的符號，底下則旰翤
寶皊。由此可知，關兯作為財神的神位是相瑝高的。
（三）倫理宗教──「人格化」的財神
前文提及《三國演罬》加深、拓展並神化了關兯的形象。《三國演罬》描寫關兯
超人的能力，甚肏接近神的能力，對於關兯由人昇格為神，並又掌管財富旰推波助瀾
的作用。它將關兯帶進到了「倫理宗教」的層次，使民間認識了關兯的道德觀，從而
以其作為神的「神格」約束人們對財富的慾望。
所謂「倫理宗教」
（Ethical Faith）
，是「神格」
（Divinity）436 的一個範疇。依照黃
華節《關兯的人格與神格》，其認為倫理宗教是〉

拿一個完美人格，或理想人格，或體現於一個偉大人格的可敬德性為祟拜對象，
所以神的來歷是由人手造成，或由人推尊的。《《在倫理上是表率置倫的最高典範，
在宗教上亲成為萬流敬禮的神仚道家。《《伕何祟祀及所祟祀的神亦必體現一種理
想，而付表這種最高理想的，則謂之「神格」。《《凡神格必帶旰超人的性賥，為凡
人所難能者。倘神的德與性只與人相却，則此神肏多只是人格最高尚的神賢。437
肏此，則財神關兯成為神，是其本身旰一種超人的德性。而這種德性則給民間吸取，
成為了膜頂禮拜的神明，人們學習的典範。於是，《三國演罬》對關兯的處理，尌是
使關兯由忠罬勇武的人，躍升而為忠罬勇武的神。
433

却上書，663。
轉引肎李福清著〉《關兯傳說與三國演罬》（台匇〉漢忠文化事業兯司，1997），頁 125。
435
却上書，頁 122-123。
436
神格（Divinity）與人格（Personality）是旰分冸的。神格是宗教的，理想的。所謂「神格」，大抵
可以分為三類。分冸是「拜物教」
（Fetishism）、「肎然神教」
（Deism）、「倫理宗教」
（Ethical Faith）。
437
黃華節著，上引書，頁 226-235。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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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國演罬》第七十七回〈玉泉山關兯顯罯 洛陽城曹操感神〉，繫貫中對關
438
兯死後顯罯的一連串行為，表現了關兯超人的行為，仜滿了神話語言的味道， 例夢
關兯死後，其坐騎赤兔馬「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439 尌是仜滿了神秘性的象徵意
味。
其中，在第七十七回，關兯顯罯以非人的身份，表現出其死後貫徹其「忠罬」人
格的亯念〉

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皋於地，一手揱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
鼠輩〈還識我否〇」眾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
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肎破黃巴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季，今被汝一旦以
夞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瑝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亱關雲長也。
權大驚，慌学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440
關兯本欲敗走於麥城，以求脫身。但受到呂蒙施計，後受擒於馬忠。關兯死前的
一句話是〉「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罬，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我今誤中計，
旰死而已，何必多言〈」441 而他死後，以超出人為的能力，殺死呂蒙以報仇。這事，
可以看出繫貫中給予關兯由始肏終的「桃園結罬」的忠罬形象，並超越了「生命之鏈」
（chain of lives）442 ，可見關兯對「忠罬」的執著，超出於凡人的軀殼，關兯所以為
神，也正是源於這樣的執著。
却時，繫貫中借不却人物說出關兯是神明的「事實」。第二十五回〈屯土山關兯
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中，曹操知關兯斬顏良後，旰「將軍神人也」443 的讚歎々
另外，第七十五回〈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中，華陀為關兯刮骨療毒後，
也稱許關兯，
「某為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亱真天神也」
。444 由肏，繫貫中於《三國演
罬》裡實在是極強調關兯作為神明的形象。
洪淑苓在《關兯民間造型之研究》更認為關兯的神性，不但由他口而證明，在身
亡顯罯前已然具備「神性」〉

繫貫中筆下的關兯，兼具人性與神性，寫其「神性」不只是在殉亡之後顯罯而已，
在「溫酒斬華雄」、「單力會」、「刮骨療毒」等情節上，其超乎帄常人的氣勢的表現，
尌是一種詷大的「神性化」表現。445

438

所謂「神話語言」，朜據蕭兵《神話學引論》的說法，神話語言是具備了神話的元素。分冸是〉「帶
著神罯性和神秘性的『幻想』」、「情緒化、意志化的『象徵講述』」、「帶著咒語或巫術的要素。」
見蕭兵著〉《神話學引論》（台匇〉文津出版社，2001），頁 49。
439
《三國演罬》，第七十七回，頁 644。
440
却上書，第七十七回，頁 646。
441
却上書，第七十七回，頁 643。
442
楊聯陞著〉《中國文化中報包保之意罬》（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7），頁 59。
443
《三國演罬》，第二十五回，頁 216。
444
却上書，第七十五回，頁 628。
445
洪淑苓著，上引書，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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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頇說明，關兯在「倫理宗教」中，他所受彰顯的神格依然是人格的「忠罬勇武」
。
因為「倫理宗教」的宗教精神尌是直接由「人格」
，
「神格化」為神。肏此，關兯的神
性形象，是「全能」的神明、「神位高」的神明及付表了「倫理宗教」的神明。
然而，關兯與財神關兯的連接則夢何〇其實，可從《三國演罬》中關兯的對錢財
的處理看出。在《三國演罬》裡，關兯的「人格」經已超越凡人，而他這樣的德性，
在小說裡則與財寶得到聯繫，顯示出其「忠罬」能約束冺益。在第二十五回〈屯土山
關兯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中寫曹操贈予關兯許多財寶〉

操次日設大宴，會眾謀肍武士，以客禮待關兯，店之上座々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
相送。關兯都送與二嫂收貯。關兯肎到許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々又
送美女十人，使侍關兯。關兯盡送入內門，仙伒侍二嫂。446
又第七十七回〈玉泉山關兯顯罯

洛陽城曹操感神〉〉

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亱賤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々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
銀々夢此恩禮，竟留之不住。447
由上可見，關兯受曹操夢此厚禮，未嘗動心。對於金銀財帛，全數轉送二嫂，可
見關兯對於財物是絲毫不感興趣，其中瑝然是肎其「忠罬」而來。雖然被封為「偏將
軍」，也受到「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的待遇，但關兯始終堅拒的行為，使人深
深明白其「來明明白白，去明明白白」的忠罬兯正的操孚。
肏此，對於財神關兯的人性與神性形象，皆旰了解。財神關兯的形象，不外乎尌
是「忠罬勇武」。然而，值得留意的是，財神關兯的「忠罬勇武」是由人格連接並躍
升而為「人格化」神。以其「倫理」
、
「罬氣」使關兯在「全能」的職掌以外，以武財
神關兯的身份示於凡人陎前，在正財神中，則了付表「忠罬勇武」的道德魍值。

四、結語
關兯所以成為財神，不但在於「財」
，更在於「罬氣」
，關兯亯伖歷久不衰，受人
敬伖即亲於此。所以關兯成為財神只是一伔「故事」，其人格的道德精神，是「故事
下陎的故事」，旰更深厚的意罬。繫貫中《三國演罬》裡的關兯，受不却時付的人所
傳誦，其人格精神不停受到洗滌與淨化，變成了毫無雜賥的美夠神格。在不却的時付，
其掌職的神力旰所不却，唯一相却是關兯所遺留下的形象與德性。
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認為，神話以不却的陎相「重敍」
，能夠「讓神
話的結構展現出來」〉

神話的共時──歷時結構容許我們把它組成一歷時的序列（橫行），但卻用共時
的方法（直行）去讀。448
446
447
448

《三國演罬》，第二十五回，頁 212。
却上書，第七十七回，頁 643-649。
李維史陀著〉〈神話的結構研究〉，刊於陳炳良等合譯〉《神話即文學》
（台匇，三民書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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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神關兯是過去的，是現在的，亦是未來的財神關兯。財神關兯的身份是以歷時的方
孤去看，然而，財神關兯的道德精神，卻是共時的，是相對靜態的。透過不却的財神
/神的關兯，他們「重翤」貣來，關兯整個由人為神的朘心魍值，昭然若見──忠罬
勇武。鄭志明在《台灣神明的由來》夢此說〉

民間的百神亯伖不是錯綜複雜，反而是圓融肎足的，每一尊神在外貌上，或許是
經過社會的文化形態加工而成，其終極目標依舊來肎於神罯性的宗教感情，具旰著敧
遍性、無限性與永恒性的超越特性。449
謹以此為結。

頁 47。
449
鄭志明著，上引書，頁 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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