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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山海經》一書合共十八篇，內容包含千奇百怪，以異類為本的記載。前人
研究《山海經》，主要分為經文表達的文化研究、以母題分類之研究及專門研究
所載的神異動物三類。治水神話隸屬於母題研究下，是較為廣泛的母題研究之
一。學者研究治水神話之時，正面大多以鯀禹入手，反面則主要以共工作為研究
對象。兩派相爭，所涉及的神、人、事必定多如繁星。九頭蛇相柳，便為其中一
員。作為能與上古神明爭鬥，怒撞不周山之共工臣子，其神力想必不容小覷。然
而《山海經》對此名猛員大將只有隻字片語式的記載，亦鮮有學術論文就其作討
論。故本文將以九頭蛇相柳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其進行深入考釋。
論文將以三個部分深入分析九頭蛇相柳，先以圖騰崇拜入手，探討古人對蛇
圖騰之崇拜而誕生的蛇神信仰；第二部分則以變形及怪誕入手，分析神異動物九
頭蛇的外型特點；最後藉《山海經》對相柳之載，從而探討相柳的神格，剖析其
神力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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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現今傳世的《山海經》
，各種版本皆為十八卷，由《山經》
、
《海經》
、
《荒經》，
1
以及《海內經》四個部分所構成。 四部分所述之性質不一，然而在流傳之過程
中逐漸匯聚而合成現世流傳完整之《山海經》。學者研究《山海經》之時，對此
書仍存極多疑惑，其一，《山海經》之作者成疑，每個學者各執一詞。劉秀、王
充、趙曄等人認為《山海經》之作者為夏禹、伯益； 2陳槃提出「鄒洐說」；3蒙
文通提出乃由「巴人、蜀人、楚人」合力寫成；4袁珂提出「楚人說」等等各種
說法層出不窮，5但由於史料不足，任何一種說法均沒有得到充分的理據支持，
故現今大多學者傾向認為《山海經》非一人創作而成，乃是多人的集體創作。6其
二，成書年分存疑，如同其作者一般，《山海經》成書的年代亦成迷團，存在爭
議。茅盾認為《山經》成於東周、
《海經》成於春秋戰國之交、
《荒經》及《海內
經》則成書春秋後，秦統一前；7袁珂則認為《大荒經》
、
《海內經》寫於戰國初、
中期；《山經》和《海外四經》寫於戰國中期以後；而《海內四經》則寫於漢代
初期，8更有其他學者如蒙文通、譚其驤等人提供各個說法，眾說紛紜令其著作
年份存有爭論性。9
由於《山海經》之作者、成書年分未有清晰的資料印證，其寫作目的亦無
從稽考，從結構而言，《山海經》一書具地理誌性質，故一直被視為地理類之作
品。然而，作為地理誌，其地理記載與真實情況有所出入，甚至無法對應，《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更稱其：
「百不一真」
，10令其作為地理學書籍的地位急劇下降。
《山海經》作為地理經學或許仍有改善之空間，但若以神話學角度觀此書，其價
值實難以估量，近代學者研究中國神話時亦以《山海經》作為參考，更有學者視
其為「神話之源」，11李豐楙贊同此說法，認為《山海經》乃為神話的寶庫，以
陳蓮山：《
〈山海經〉學術史考論》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頁 1。
劉秀、王充、趙曄三人均認為山海經由夏禹、伯益所著。劉秀之說可見〈西漢劉秀上山海經表〉
，
刊於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
，頁 589-590。王充之說可見王充著，
韓復智註譯：
《論衡今註今譯》
（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
，卷三十八，
〈別通〉
，頁 1483。趙曄
之說，可見趙曄著，張覺譯注：
《吳越春秋》
（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
，卷六，
〈越王無余
外傳〉，頁 262-264。
3
陳槃：
〈論早期讖緯及其與鄒衍書說之關係〉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集刊第二十
本上冊，（1948 年）
，頁 177。
4
蒙文通，
〈略論山海經的寫作時代及其產生地域〉
，刊於《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學甄微》
（四
川：新華書店，1987）
，頁 50-54。
5
袁珂：
《袁珂學術》（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頁 81。
6
《
〈山海經〉學術史考論》，頁 2。
7
茅盾：
《神話研究》（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1 年）
，頁 151。
8
《袁珂學術》
，頁 80-81。
9
《
〈山海經〉學術史考論》，頁 3。
10
永瑢等著：《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頁 1205。
11
學者視《山海經》為「神話之源」之書，可參見高有鵬，孟芳：
《神話之源──〈山海經〉與
中國文化》
（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2001）
。李豐楙：
《神話的故鄉：山海經》
（臺北：時報文化，
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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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方次為主要，內容按各方進行調查，當中記錄各國各地所流傳之神話傳說；
12
又袁珂云：「吾國古籍，瓌偉瑰奇之最者，莫《山海經》若。《山海經》匪特史
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13均可見《山海經》實為神話學中舉足輕重之巨
著。
本篇論文題目為〈九頭蛇考 － 論《山海經》的相柳〉
，由於《山海經》乃
「神話之源」，研究當中之神物極具學術價值，故本文以相柳作研究對象。題目
中特意提及相柳之名，實中國之九頭蛇非只為相柳。相柳、雄虺以及九嬰均曾被
認為乃九頭蛇。14九嬰已被證明非相柳以及雄虺。15相柳以及「雄虺」兩者則曾
被認為是同一物。16然而，喻權中認為當中仍有爭議，雄虺之「九首」或為「仇
首」之意，故雄虺或非相柳。17由於雄虺為相柳之說仍有爭論性，故亦不擬雄虺
為本文之討論範圍，只專注討論《山海經》之九頭蛇相柳。
《山海經》作為神話巨著，曾多次被後人作研究之用。九頭蛇相柳第一個
特點在於其人首蛇身的形象，對於人蛇形象考究的重要論文有二。其一為張志堯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與蛇圖騰崇拜——兼論《山海經》中人首蛇身之神的由
來〉18；其二為劉偉〈略論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人首蛇身」形象〉
。19兩文均提出
人首蛇身的神祗之原型乃為圖騰崇拜，基於先民對蛇的敬畏而成，並探討人蛇揉
合背後的成因。張志堯以伏羲以及女媧作引入，深入研究古代的崇蛇文化，把先
民對蛇的心態轉變細分作五個時代。再者，張的論文對人首蛇身的神祗分析並非
只局限於中國地區，亦以國際層面進行探究，故分析較為全面。劉偉的論文以蛇
的能力作為切入點，認為古人對蛇能力之崇敬使其封蛇作為人類之始祖，繼而創
造人首蛇身的神祗，後又因人類的智慧發展而令此類神祗逐漸消失，為人首蛇身
神祗的出現及消失之因作深入探析。
《神話的故鄉：山海經》
，頁 9-12。
袁珂：
《山海經校注》
（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頁 1。
14
相柳又稱相繇，為「九首蛇身」
，可見其為九頭蛇。相柳之載可見袁珂：
《山海經校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卷八，〈海外北經〉
，頁 200-201，卷十七，
〈大荒北經〉，頁 286。
《海
外北經》之相柳即《大荒北經》之相繇，可見袁珂：
《古神話選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
頁 316。雄虺，亦為「九首」，章句指「虺」為蛇之別名，可見雄虺亦為九首蛇（雄虺之載，可
見湯漳平：《楚辭》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
〈招魂〉
，頁 203-205。
「虺」即蛇之載，可
見湯漳平：
《楚辭》
，
〈天問〉
，頁 87。袁珂指九嬰為「九頭怪獸、怪蛇之屬」
，可見九嬰亦為九頭
蛇。九嬰之載，可見劉安著，楊有禮注：
《淮南子》
（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
，卷八，
〈本
經訓〉，頁 318。袁珂認為九嬰為九頭蛇之載，可見袁珂：
《中國神話大詞典》
（四川：四川辭書
出版社，1998）
，頁 16。
15
九嬰乃后羿所殺，相柳為大禹所殺，雄虺則未曾被載其後事，但曾有學者認為雄虺或為相柳，
故亦非九嬰。九嬰之載見劉安著，楊有禮注：
《淮南子》
，卷八，
〈本經訓〉
，頁 318。相柳之載見
袁珂：《山海經校譯》
，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201，卷十七，
〈大荒北經〉，頁 286。
16
袁珂曾懷疑雄虺即相柳，可見袁珂：
《山海經校注》
，卷八，〈海外北經〉
，頁 235。
17
喻權中：《中國上古文化的新大陸〈山海經‧海外經〉考》
，頁 330。
18
張志堯：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媧與蛇圖騰崇拜——兼論《山海經》中人首蛇身之神的由來〉，
《西北民族研究》
，第 1 期，
（1992 年）
，頁 31-45。
19
劉偉：
〈略論中國古代神話中的「人首蛇身」形象〉
，《嘉應學院學報》
，第 5 期，（2004 年）
，
頁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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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頭蛇相柳的第二個，亦是最為顯著之特點則見於其「九頭」
。歷年來探討
九頭神物的論文不多，較為重要的有兩篇，一為金愛秀的〈漢畫中九頭人面獸探
微〉20；另一篇則為潘潔汶的〈漢族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論鯀禹治水神
話及陷湖傳說〉。21前者以漢畫之九頭人面獸帶入以分析當中之形象，從而探討
九頭之意義。後者主要討論洪水神話，其中一部分提及九頭蛇神相柳並藉相柳怪
誕九頭的外表提出九頭出現之原因。
專門研究九頭蛇相柳的論文甚少，其中一篇為喻權中所撰之〈相繇考〉
。22然
而該文對相柳的考釋，只在於考究其與雄虺、共工非同一物，對相柳所持之身份、
力量不曾提及。有見歷年對相柳本相之考究甚少，故本文特意以相柳為探討目
標，深入地考究其蛇神身份、外形以及所持之能力。

二、蛇神之源：圖騰神崇拜

—— 相柳考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谿。禹殺相柳，其
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衆帝之臺。在昆侖之北，柔
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東方。臺
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
── 《山海經》〈海外北經〉23

圖一：相柳（明代胡文煥格致叢書《山海經》本，下稱胡本）24

金愛秀：
〈漢畫中九頭人面獸探微〉
，
《貴州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 1 期，
（2009 年）
，頁
52-57。
21
潘潔汶：《漢族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論鯀禹治水神話及陷湖傳說》（香港：嶺南大學
哲學碩士論文，2013）
。
22
喻權中，〈相繇考〉，刊於《中國上古文化的新大陸〈山海經‧海外經〉考》
，頁 329-338。
23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201。
24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
，頁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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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於〈海外北經〉及〈大荒北經〉兩處提及九頭蛇相柳，作為「共
工之臣」
，其能力之大足以令所過之處「厥為澤谿」
，其血染之地「不可以樹五穀
種」，此種改變地域環境，令各地寸草不生的情況足以證明相柳神之本相。要考
釋九頭蛇相柳，可先從其蛇神身份開始討論。本部分將先探究蛇神信仰之來源，
即蛇圖騰崇拜，繼而闡釋相柳與蛇圖騰之間的關係，最後探討相柳與《山海經》
中異蛇形象之關係從而推考相柳「誕生」之期。
1. 蛇神信仰之雛形 － 圖騰文化觀念
相柳實為蛇神，但蛇神是從何而來？何星亮（1956-）曾提出一說，指最早
的神靈，乃為圖騰之神化；25而《山海經》中的異類、神靈或是集合古人所信奉
的圖騰而作記錄。26按此說法，相信蛇神也就是起源於古人對圖騰的崇拜，故要
探究相柳蛇神之身份，先要由圖騰崇拜說起。「圖騰」一詞源於美洲原住民印地
安社會阿爾岡昆部族語‘totem’之音譯，意指為「任何家族、氏族及部落視某種生
物或非生物為其象徵，守護及尊敬該物，兩者間存在某種無形的關係。」27古人
奉其中一種動物、植物或非生物為己族的親屬、祖先或保護神。透過崇敬及祭祀
以求得到庇佑。28當中蛇為中國主要崇敬的對象之一，中國不乏以蛇圖騰自名之
氏族，如：西南傈僳族的蛇氏族；白族支系勒墨人的蛇氏族以及雲南怒族的蛇氏
族等，29可見蛇圖騰存在對中國文化及社會的重要性，亦為蛇神信仰的出現奠定
基礎。
黃文山（1898-1988）認為圖騰文化為世界最早的文化體系，早於舊石器末
期至新石器時代初期出現。30其中圖騰觀念為圖騰文化的基礎核心，主要分為：
圖騰親屬觀念、圖騰祖先觀念以及圖騰神觀念三種。由於古人生活於原始大自
然，基於對環境的恐懼而產生「求安」念頭，故與動物締結關係而產生圖騰親屬
觀，後因思維逐漸發展而於圖騰親屬觀上建構圖騰祖先觀，再發展成圖騰神觀
念。31時間逐漸的推進令圖騰文化深植於古人腦海意識當中，當先民不再視圖騰
何星亮：《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
（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1）
，頁 256。
《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
，頁 262-264。
27
參照 The Chambers Dictionary (Tenth edition), (London, Chambers Harrap Publishers Ltd, 2006),
p. 1648.
28
楊俊峰：《圖騰崇拜文化》（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2000）
，頁 4。
29
何星亮：《龍族的圖騰》
（香港：中華書局，1991）
，頁 17-18。
30
《龍族的圖騰》，頁 2。
31
在遠古之洪荒世界，人類居住於滿佈自然災害的環境當中，憂心於猛獸的襲擊。為了於危難
中獲得生存機會，古人進行「認親」
，與動物建立親屬關係。古人深信，當部落與動物結成親屬
後，該動物會負起作為親屬的責任，對部落提供援助及提供保護。如中國海南保亭毛道鄉毀族分
別稱雄、雌貓為祖父及祖母。圖騰祖先的觀念建構於圖騰親屬的基礎上，古人認為自己的祖先並
非人類，而是某種動物、植物、無生物或自然現象。當時古人信奉圖騰，對圖騰產生一定的依賴
性，自然就把祖先的觀念投射至信奉的圖騰之上。信奉不同圖騰之各族族民誤認為每個部落間的
始祖亦不相同，逐漸形成圖騰祖先的觀念。如古希臘人認為己族為魚之後代及中國殷商時期以玄
鳥為其族的始源等。當時間流逝，人類開始建立自己的社會，圖騰祖先的觀念於此時開始朝圖騰
神進行過渡。古人逐漸明白人類與動物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故圖騰祖先的概念被當時的人類所
推翻，不再認為自己的祖先為非人類的他族生物或死物，然而，當時圖騰觀念已經深刻地烙印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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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為親屬或祖先，而看待其為保護己族之物時，圖騰便具備神之特質，逐漸形成神
祗。32
2. 相柳與蛇圖騰之關係
古人崇拜蛇，源於其兇猛、生存能力極強之緣故。33蛇的下頷可以以一百三
十度張開，因此可將較其身體大之獵物殺死後一口吞進體內，極強消化能力的胃
液可溶化動物的身體，並迅速地將無用之物排出體外，兼之其冷血、耐餓的特性，
無需保持身體溫度的蛇於一次進食後可於幾個月內不再攝取任何食物而仍然生
存。作為體型最大的蛇類，蟒的身長一般有五至六米，最大的更可長達九米。34
面對比自己體積龐大的生物，人類心理會產生一定的恐懼。蛇對人類的威脅性極
大，致命的恐懼導致古人對蛇產生敬畏，從而希望得到此生物的特性而封其為圖
騰。
於此過程中，半人蛇的圖騰便出現了，人蛇融合令古人確信能藉此獲得神
力，相信相柳的形象亦為此階段所誕之物，相比其他半人蛇神之「一首」，相柳
「九首蛇身」之外貌予人其更強大之感，受先民所崇拜。按何星亮之說法，半人
獸型之圖騰出現於圖騰文化中期，圖騰祖先觀念之時，35可見相柳約由圖騰祖先
演變至圖騰神，繼而再發展成蛇神。
古今崇蛇文化盛行，下表以中國、澳洲及美洲三個地區為例，列舉以蛇為信
仰的地區及民族：
國家

以蛇為圖騰的地區／民族部落

中國（古代民族）36

越族、蜑族。

中國（近現代民族）37

滿族、彝族、傈僳族、納西族、白族、哈尼族、怒
族、珞巴族、壯族、克木人、侗族、黎族、芒人。

澳洲38

艾爾湖地區、南部沿海地區、維多利亞州西部、新
南威爾士南北部、新南威爾士西部、昆士蘭洲、阿
蘭達地區、卡奔塔利亞灣、澳洲極北地區。

古人的文化思維中。基於以上情況，古人不再把信奉之圖騰看待為親屬或始祖，而演變為己族的
守護神。圖騰神主要可分作動物、半人半獸、人獸相伴以及植物四種。詳見何星亮：
《龍族的圖
騰》
，頁 1-25。
32
《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
，頁 256。
33
《圖騰崇拜文化》
，頁 52。
34
曹正文：《動物百話》
（上海：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91）
，頁 221。
35
《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
，頁 379-380。
36
《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
，頁 147-148。
37
《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
，頁 149-153。
38
海通（Д. Е.. Хайтун）著，何星亮譯：
《圖騰崇拜》
〔Тотемизм ево цушѣностьи проискхождение〕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頁 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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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39

維安多特部落、蓬卡部落、衣阿華部落、溫內巴哥
部落、鄂吉布瓦部落。

從以上資料所示，古今中外的國家以及民族均曾以蛇作為己族的圖騰，蛇
神信仰也就於此時開始逐漸發展而成。古人對蛇的崇拜仍可於古籍間略窺一二。
以古越族為例，許慎於《說文解字・虫部》中記載：「南蠻，蛇種」40及「閩，
東南越，蛇種。
」41所謂蛇種，指的是以蛇為祖先之意，42許慎認為古越族人為蛇
之後代，此處有圖騰祖先之意味，暗指古越族人以蛇為其崇拜對象。許慎此說，
實有根據，
《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記：
「乃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
鏤以黃金，狀類似蛇，文彩生光，乃使大夫種獻之以吳。」43越王敗於吳國後，
派人於深山以神木雕出蛇的雕像，獻給吳國。古人於投降、臣服之時，有獻己族
族徽予敵國之習慣。越王獻蛇像於吳國，便能從中得知越國族徽，即圖騰為蛇，
由此可證明古越人實以蛇為其圖騰。古越人對蛇的圖騰崇拜之風，由其後裔嶺南
越人蜑族繼承。44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潮州志》載：「以南蠻為蛇
種，觀其蜑家神官蛇像可知。」45又，陸次雲於《峒溪纖志》云：「蜑族，其人
皆蛇種，故祭祀皆祭蛇神。」46以上均可見，古越族對蛇崇拜的遺風。
時至今日，作為古越族的後人，壯族現今仍保留尊敬、崇拜蛇的遺俗。著名
的「蛇郎」故事遍佈壯族自治區的地域，大致講述三姐妹中的三妹嫁於一大蛇，
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各省的故事因地域差異而內容有些微差異，然而其中「人
蛇成婚」的元素出現於每個故事，皆含「蛇圖騰神話」的影子。47再者，壯族現
存的「三月三歌節」
，最早稱為「龍蛇節」
，事實上亦是一古老的蛇圖騰祭祀日。
48
從上古周朝發展至現代，越族雖歷經多個朝代，其族對蛇崇拜的文化仍見流
傳，加上古時並非只有越族崇拜蛇類，蜑族，甚至相信還有其他未被記載的民族
亦對蛇類存崇拜之心而產生蛇圖騰，再至蛇神信仰，可見數千年前蛇崇拜的興盛。
根據何星亮的圖騰記載說法，各族的蛇圖騰形象昇華為蛇神並錄於《山海經》
中。按此推斷，相柳於上古時或為一族之圖騰而被記錄，後發展成蛇神再被載於
《山海經》。
3. 相柳與《山海經》中異蛇形象之關係
《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
，頁 142-146。
許慎著，段玉裁注：
《說文解字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卷十三，
〈虫部〉
，頁 673。
41
《說文解字注》，卷十三，〈虫部〉
，頁 673。
42
丘振聲：《壯族圖騰考》
（廣西：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
，頁 272。
43
《吳越春秋》，卷十，
〈勾踐陰謀外傳〉
，頁 388。
44
蜑族與畲族同源，畲族乃越人之後，故蜑族亦為越人之後。參考自傅衣凌，〈福建畲姓考〉
，
刊於《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
，頁 170-183。
45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
（上海：上海書店，1935）
，頁 108 廣東下。
46
陸次雲：《峒溪纖志》
（北京：中華書局，1985）
，頁 9。
47
《壯族圖騰考》，頁 274-279。
48
《壯族圖騰考》，頁 271-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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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相柳為半人獸型蛇神，要查考其「誕生」之時期，需從異蛇「發展」中探
索。《山海經》中並非只收錄蛇神，書中亦取各種由蛇圖騰所發展而成的異蛇或
含蛇元素的異類或神祗。事實上，異蛇之形象隨蛇崇拜的發展而逐漸改變，按其
外形，異蛇可分為以下三類：
其一，全獸型。即單純為蛇或蛇與其他動物49組合形成的神祗。如為世界帶
來大旱，六足四翼的肥遺蛇，
〈西山經〉載：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削成而
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有蛇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
50
又火災的徵兆，長著魚翼，貌似黃蛇的䖺䗤，
〈東山經〉記：「又南三百里，曰
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沔，其中多䖺䗤，
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51

圖二：肥遺蛇（明代蔣應鎬繪圖 圖三：䖺䗤（清畢沅《山海經》圖注原
本，下稱蔣本）52
本，下稱畢本）53

其二，半人獸型。即由人類外形與蛇或人類外形與蛇及其他動物結合而成，
山海經中的半人獸型蛇神多為人首蛇身。如被黃帝以不死之藥拯救復活前之窫
窳，〈海內西經〉云：「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54可見其為蛇身人
面；把九陰之地照亮，別稱九陰的燭龍，
〈大荒北經〉記其：
「人面蛇身而赤，身
長千里，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55

49
50
51
52
53
54
55

此處之動物並不包含人類，其原因將於本節稍後詳述。
《山海經校譯》，卷二，
〈西山經〉
，頁 20。
《山海經校譯》，卷四，
〈東山經〉
，頁 92。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60。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71。
《山海經校譯》，卷十一，〈海內西經〉
，頁 226。
《山海經校譯》，卷十七，〈大荒北經〉
，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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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亦為人首蛇身。
《山海經》記相柳「人首蛇身」
，56故相柳也為半人獸型之蛇
神。

圖四：窫窳（清汪紱《山海經存》本，
下稱汪本）57

圖五：燭龍（蔣本）58

其三，人蛇相伴型。即身體上掛有蛇、弄蛇或踏蛇的神祗、異類，神祗與
蛇相伴而又獨立存在。如〈海外西經〉巫咸國群巫以蛇作為巫具，
「右手操青蛇，
左手操赤蛇」；59又西方天帝少昊之子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左耳掛著青
蛇，座下騎著兩條龍，均是人蛇相伴神祗的典型例子。60

56
57
58
59
60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201。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10。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620。
《山海經校譯》，卷七，
〈海外西經〉
，頁 192。
《山海經校譯》，卷七，
〈海外西經〉
，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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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巫咸國（清《古今圖書集成・邊
裔典》，下稱邊裔典）61

圖七：蓐收（汪本）62

按何星亮的說法，全獸型、半人獸型以及人蛇相伴型之蛇神出現於不同時
期，63下圖將簡述蛇神形象之發展：
（圖騰文化早期）
全獸型

（圖騰文化中期）



圖騰親屬

半人獸型
圖騰祖先



（圖騰文化後期）
半人獸、人蛇相伴型
圖騰神、蛇神

約為相柳形象誕生之時
何星亮指出圖騰之形象由全獸型至半人獸型再至人蛇相伴型，分別對
應圖騰文化早期之親屬觀、中期之祖先觀以及後期之圖騰神觀、蛇神觀。由
於相柳為人首蛇身之九頭蛇形象，可見其實屬半人獸型之蛇神。就何星亮提
出之蛇神形態流變，相柳應約「誕生」於半人獸型蛇神盛行，圖騰祖先觀出
現時之圖騰文化中期。
4. 相柳蛇神身份考證
要進一步證明相柳蛇神的身份，須透過人蛇崇拜方面查考。歷史中最著名的
蛇神莫過於伏羲與女媧。
《山海經》中，對兩者有零星的記載。
〈海內經〉云：
「西
南有巴國。大暤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64古字

61
62
63
64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增訂珍藏版）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頁 764。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54。
《圖騰文化與人類諸文化的起源》
，頁 379-380。
《山海經校譯》，卷十八，〈海內經〉，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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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太」，65故「大暤」即「太暤」，也就是伏羲。66女媧的記載見於〈大
荒西經〉：「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67伏
羲與女媧分別為人間作出不少貢獻，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
之情」
、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
，創立八卦，教導世人結繩網以獵獸捕魚；
68
女媧「煉五石以補蒼天」、「積蘆灰以止淫水」，以五彩石補天，又制止河水氾
濫，69因此均被稱為華夏始祖。伏羲、女媧與相柳一樣，實乃人首蛇身。王延壽
指出：「伏羲鱗身，女媧蛇軀。」70又曹植云：「或云二皇（即伏羲、女媧），人
首虵（蛇）形。」71，可見兩者人首蛇身的形象。

圖八：伏羲、女媧交尾圖（東漢武梁祠石室畫象）72

藉以上所述，不難看出伏羲與女媧神祗的地位。透過伏羲及女媧之形象，可
得知蛇神並不單指全獸型的蛇神，人蛇揉合而成的蛇神亦是古人崇拜之對象，作
為旁證可證明相柳之人首蛇身的外形吻合蛇神形象。
本文所探析之九頭蛇相柳與伏羲、女媧約屬同時代， 73 力量大得可改變環

鄧安生：《通假字典》
（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
，頁 80。
《淮南子》
，卷五，〈時則訓〉
，頁 270。
67
《山海經校譯》，卷十六，〈大荒西經〉
，頁 269。
68
曹增儒：《易經易解》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頁 138。
69
《淮南子》
，卷六，〈覽冥訓〉
，頁 286。
70
王延壽：
〈魯靈光殿賦〉
，刊於蕭統：
《文選》
（臺北：正中書局，1976）
，卷十一，
〈宮殿〉
，頁
155。
71
曹植：
〈女媧贊〉
，刊於歐陽詢：
《藝文類聚》
（北京：中華書局，1965）
，卷十一，
〈帝王部一〉，
頁 208。
72
原刊於《東洋文史大系‧古代支那及印度》
，後聞一多取材並收入《伏羲考》
，參見聞一多：
《伏
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頁 6。
73
共工與女媧曾有爭鬥，可見兩者屬同一時代。相柳作為「共工之臣」
，按推測亦應約屬同時代。
共工與女媧之爭，可見羅泌：
《路史》（上海：中華書局，1936）
，後紀卷一，
〈共工氏傳〉，頁 6
後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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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海外北經〉記相柳「所歍所尼，即為源澤」74，相柳所過之地均化為溪谷
以及沼澤。死後更逼使禹「三仞三沮，乃以為衆帝之臺。」75，不能夠以普通的
方法埋葬，需以衆帝之臺幫忙壓制其死之地76；再者，相柳為「共工之臣」
，77司
馬貞〈史記三皇本紀〉載共工「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
78
共工之能大得可改變天地之象，相柳作為其臣，力量亦絕不能少覷。神力、外
形俱在，相柳正符合條件，乃為《山海經》記載之半人獸的蛇神。
九頭蛇相柳之形象於何時期產生？透過查考圖騰文化的觀念，可以得知蛇神
實源於先民對圖騰的崇拜。古人崇拜之蛇形象由全獸型至半人獸型，再發展成人
蛇獨立存在之人蛇相伴型，分別對應圖騰文化早期之親屬觀，中期的祖先觀以及
後期之圖騰神、蛇神觀。九頭蛇相柳乃九首人面蛇身之半人蛇神祗，參考此觀念，
其應約為圖騰祖先觀至圖騰神觀時所出現之崇拜對象，在《山海經》被奉為蛇神
而存在。

三、怪誕的神異動物 ── 九頭蛇相柳
相柳屬半人獸型的蛇神。要進一步了解九頭蛇，其外形實屬考究的重要一
環。透過《山海經》中對相柳外形的描繪，可以發現相柳實屬蛇神中的神異動物。
本部分先以神異動物針對相柳外形入手研究，再輔以變形以及怪誕兩個理論作剖
析。
1. 神異動物
要解釋相柳為神異動物之原因，先要說明何謂神異動物。定義神異動物之
時，可將其分作「神」、「異」及「動物」三者。「神」字之本義為神祗、天神，
查《說文解字》〈示部〉，為「天神引出萬物者也」，79即指創造出世間萬物的神
祗；
《淮南子》
〈兵略訓〉云：
「知人所不知謂之神」
，80此處暗指神靈比人類更為
高級，故方能得知人類不知道的事，因而產生各種崇拜、祭祀之儀式。「異」之
義，按《康熙字典》所記，應作「怪」的意思， 81如《釋名》所指：「異者，異
於常也。」；82《左傳》
〈昭公二十六年〉載：「據有異焉」，其「異」在註釋中被

《山海經校譯》，卷十八，〈海內經〉，頁 286。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
76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
77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
78
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
《史記會注考證》
（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
，
〈史記三皇
本紀〉，頁 2-3 史記三皇本紀。
79
《說文解字注》，卷一，
〈示部〉，頁 3。
80
《淮南子》
，卷十五，〈兵略訓〉，頁 525。
81
康熙字典記異為「怪也」
、
「異於常也」
。見張玉書等編：
《康熙字典》
（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3）
，頁 851。
82
劉熙：
《釋名》
（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
，頁 5。
274
74
75

解作「奇，怪」，83可見「異」與「怪」兩字字義掛勾，即解作異常之物。凡一
切與日常生活中所見的動物、植物及無生物不同，擁有非自然的外觀以及力量，
均被稱作「異類」
。
「神」
、
「異」兩字，參考以上定義，皆有不同於常物的外形及
能力之義，分別在於前者暗含神聖性，受到人類的膜拜；後者身份較之前者為低，
「異類」雖「異」，但人類對此類並不尊敬，亦無祭祀、崇敬等行為。
「動物」一詞與現今社會所定之義大致相同，解作「自然界中生物的一大
類，多以有機物為食料，有神經，有感覺，能運動。」84古代與現代對「動物」
一詞理解的唯一不同之處在於「人類」。雖然現今社會將人類界定為動物之一，
但古時看法並不相同，認為人類、動物以及植物三者不一，《周禮》〈地官〉〈大
司徒〉載「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此句將人
類與動、植物以「其民」
、
「動物」及「植物」三個名詞區分，可見古時人類並不
85
包括於動物之中。 神異動物取材自動物，
《山海經》中所記載之全獸型神祗如：
「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長著九尾，其肉能令吞
食之人不受蠱惑的青丘國九尾狐、 86「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即長著翅
膀，體格像虎而能吃人類的窮奇87等固然屬於神異動物；半人獸型的神祗，如「其
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即人面虎爪，昆侖山的守山獸陸吾 88以及「鳥
身人面，乘兩龍」，即人面鳥身，騎著雙龍的句芒 89事實上亦同屬神異動物。雖
然半人獸神外形上有人類的元素，但只是透過全獸型動物的基礎上局部擬人化，
稍微增添人類的外觀，事實上其本質亦為神異動物。90

李夢生：《左傳譯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昭公二十六年〉，頁 1161。
《當代漢語詞典》編委會：《當代漢語詞典》
（北京：中華書局，2011）
，頁 355。
85
全文為「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
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
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
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見鄭玄注，賈公彥疏：
《周禮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0）
，頁 337。
86
〈南山經〉載：
「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見袁珂：
《山
海經校譯》
，卷一，〈南山經〉
，頁 3。
87
〈海內北經〉載：「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見袁珂：《山海經校譯》
，
卷十二，〈海內北經〉
，頁 232。
88
〈西山經〉載：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
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見袁珂：
《山海經校譯》
，卷二，
〈西山經〉
，頁
30。
89
〈海外東經〉載：「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見袁珂：《山海經校譯》，卷九，
〈海經
東經〉，頁 212。
90
半人獸神為神異動物的概念參考自《漢族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論鯀禹治水神話及陷
湖傳說》
，頁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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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九尾狐（汪本）91

圖十：窮奇（蔣本）92

圖十一：陸吾（胡本）93
圖十二：句芒（汪本）94

針對神異動物的定義，蘇敏如及潘潔汶曾進行探析，本文結合兩者的定義，
略作改飾，作為神異動物的定義：
神異動物乃由先民取材於真實動物並通過幻想加以創造而成，其通過
變形產生的怪誕外觀異於常物。95神異動物所擁有的神秘力量非先民能
及，或對先民具生命威脅。它們顯現的能力中，降災、消災、預示天
象、天災等力量最為常見；由於神異動物強調力量的集中複合，故出
現人獸、眾獸合體之異常外形；神聖動物可分為神祗及異物，前者作
為神聖的象徵，受到民間之人崇拜、尊敬；後者力量與外形異常，人

91
92
93
94
95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1。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21。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118。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93。
「怪誕」、
「變形」兩詞之含義將分別於本部分 2. 變形及 3. 怪誕加以敘述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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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敬畏但並不視之為神明，沒有祭祀活動。96

圖十三：相柳（汪本）97

綜合上部分對神異動物的定義，重新審視九頭蛇相柳，不難發現相柳符合
神異動物怪異的外形以及具備滔天神力兩項條目。
《山海經》
〈大荒北經〉描寫相
柳「九首人面」、98「九首蛇身」。99凡間所見的蛇只有一頭，相柳頂上長有九個
頭，作為九頭蛇的它已經異於自然；兼之此九頭所長的非蛇面而是人首，人首作
為人類的象徵出現於動物的身體上，更是怪異至極。再者，相柳之「血腥，不可
以樹五穀種。」100，令染上其血之地不能栽種五穀，其能力亦屬超自然之列，可
見相柳絕對屬神異動物。
2. 變形
相柳屬神異動物，其異於常物之外貌實透過某種過程而產生。據樂蘅軍所
指，這種發展的過程稱之為「變形」
。
「變形」一詞譯自英詞 metamorphosis，101指
蘇敏如：
《中國水界神異動物象徵研究──以〈太平廣記〉魚、龜、蛇、龍為例》（嘉義：國立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2007）
，頁 24。
《漢族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論鯀禹治水
神話及陷湖傳說》
，頁 20-22。
97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66。
98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
99
《山海經校譯》，卷十七，〈大荒北經〉
，頁 286。
100
袁珂：
《山海經校譯》
，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208。相柳所具備的能力，將於第四部分
「九頭蛇神格 ── 論相柳之神力」作進一步之探析。
101
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小說〈變形記〉
（The Metamorphosis）證明「變形」一詞與
Metamorphosis 的中英對照關係。卡夫卡〈變形記〉英譯本可見 Franz Kafka, The metamorphosis
(Lindenhurst, New York: Tribeca Books, 2011). 中譯本可見卡夫卡著，姬健梅譯：
《變形記》
（臺北：
麥田出版，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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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動物、植物及無生物在神話創造的世界之中，不受任何束縛地進行變化。
神話學家稱此類具變形性質的神話為「變形神話」。卡西勒（Ernst Cassirer,
1874-1945）就變形神話的出現曾作出以下評論：
生命不被分為類和次類，而且認為是一個不斷的、連續的全體，不容
許任何清楚明晰的分別。不同生命領域之間的限制並非不能超越的障
礙，卻是流動、波盪的。不同生命領域之間並沒有種類的區別。任何
事物都沒有一定的、不變的、固定的形狀。透過一種突然的變形，一
切事物可以轉化為一切事物。如果神話世界有鮮明和突出的特點，及
有任何支配它的律法，那就是變形的律法。102
相柳「九首人面蛇身」，可見其外貌涉及變形之元素。按卡西勒之言，「變
形的律則」源自兩種特質；其一，先民認為生命沒有種族、高低之分，故不能被
分為類與次類。生命階級統一化的概念令先民認為物與物間互相變形、轉化，實
乃變形出現的基礎；其二，世上所有的東西都具流動的特質，可以由一物透過變
形而成為另一物。由於先民的思維處於探索階段，對大自然的認識只流於對其外
形的觀察，故不能了解萬物之間於本質上的差異。萬物某部分的相似性；如皆有
生命，通過古人原始的思維結合對萬物本質的不理解而放大，導致其產生天馬行
空的幻想，認為萬物間可以隨意變形轉換。103
就變形此母題中，樂蘅軍於其著作〈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中曾進行深
入研究，將神話中的變形方式歸納出力動變形及靜態變形兩種。104力動變形指「某
種形象蛻化為另一種形象，包括人、動植物、和無生物之間的互變。」105樂蘅軍
強調「信心之內在動力」為力動變形的關鍵，先民對信仰的不疑成為其對變形之
實的堅實信念。106在中國，此類變形稱為「變」
、
「化」
。
《康熙字典》記二字：
「自
107
有而無謂之變，自無而有謂之化。」 形體上的改變，涉及肢體的出現以及消失，
〈北山經〉記「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炎帝少女女娃於東海溺
死後形軀由人化為精衛鳥，108此處女娃人形的消失正是「變」，鳥形的出現則為
「化」。後來，唐孔穎達亦曾就「變」、「化」兩個概念作闡釋。109著名的力動變
參照潘潔汶就卡西勒評論之翻譯，中譯本見《漢族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論鯀禹治水
神話及陷湖傳說》
，頁 65。原文見 Ernst Cassirer,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H. Mil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p. 68.
103
《漢族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論鯀禹治水神話及陷湖傳說》，頁 65。
104
樂蘅軍，〈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
，刊於《古典小說散論》（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6）
，
頁 4。
105
《古典小說散論》
，頁 4。
106
《古典小說散論》
，頁 5。
107
《康熙字典》
，頁 1331。
108
《山海經校譯》，卷三，
〈北山經〉
，頁 69。
109
孔穎達疏《禮記》
〈月令篇〉之時，進一步闡釋「變」
、
「化」兩者之概念，載：
「易乾道變化，
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孔穎
達以時間區分「變」、
「化」之別，形體上於較長時間逐漸改變形態的為「變」
；於短時間急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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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例子可見《莊子》〈逍遙遊〉載「北冥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
鵬」中，鯤變作鵬110以及《史記》〈高祖本紀〉載「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
中，白帝之子化作蛇。111
靜態變形所指，
「它是如圖畫一般來陳述的……絕少動作上的敘述，只是靜
態的形象呈現，所以通常只看他是原始初民荒誕心理下產生的怪物，而不是一種
形象的蛻變。」112樂蘅軍認為靜態變形指兩種或以上的異類處於合體之過程中，
此過程突然被「某種原因」中止，導致此共同體呈如此狀態，時間彷彿被靜止於
合體中的其中一刻，成為永恆的存在。此處，由於變形過程被停止，樂蘅軍暗示
時間的推進或會使獸人進一步化為全人或全獸，但因文本的留白而無法得知變形
的原因及結果，所知道的只是各文本所示的「半人獸」
。
「半人獸」作為異類而呈
現，其存在或為變形的結果，或為過程的某刻亦不得而知。
觀以上兩種變形，可見相柳實屬靜態變形類。《山海經》在記載相柳之時，
並無提及相柳原始之形態以及變形的過程，然而其人首蛇身以及九頭的外形實為
變形之相，由此可見，相柳九首人面蛇身的外貌，當屬靜態變形之故而非力動變
形。《山海經》載相柳之時，直接指出其「九首蛇身」、「九首人面」。

圖十四：相柳（蔣本）113

轉換舊形的為「化」。故「變」
、「化」結合，正說明力動變形的真髓，包含所有物體從舊形變化
為新的形體之過程。見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
《禮記正義附校勘記》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卷十五，〈月令〉頁 301。
110
莊子著，張松輝譯注：《新譯莊子讀本》（香港：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5）
，頁 3。
111
《史記會注考證》
，卷八，〈高祖本紀〉
，頁 12-13 高祖本紀第八。
112
《古典小說散論》
，頁 7。
113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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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柳變形之原因並無交代，但樂蘅軍指出變形的其中一個動機為圖騰信
仰。先民相信人死後會回歸到自己的圖騰物中並變成所信奉的圖騰。114此點正呼
應第二部分「蛇神之源：圖騰神崇拜 —— 相柳考」探討蛇作為圖騰的存在，
進一步證實蛇神之信仰，兩者的互相呼應證明相柳屬「變形」的存在。除相柳外，
《山海經》中亦載有大量人、蛇黏合時，靜止於此態之人首蛇身的蛇神：〈海內
經〉云：「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㫋
冠，名曰延維。」115，此苗民之神延維正是呈人首蛇身的另一靜態變形例子，又
〈北山經〉記：「凡北山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
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116，從單狐山至隄山，共二十五座山上的半人蛇神亦
為人蛇糅合的靜態變形。相柳亦如是，雖其人首蛇身的呈現是否完成變形不得而
知，但被刻畫之時，已經是九首人面蛇身的永恆存在，實為靜態變形的典型例子。
3. 怪誕
靜態變形將兩種或以上的異類混合而成，此類混同體絕大多數被染上怪誕
（Grotesque）的色彩。菲力普・J・湯姆森（Philip Thomson1941-）詳述了怪誕
之定義：「滑稽與恐怖妙不可言地結合在一起，各種根本不相關的因素交織在一
起，從而產生一種奇異的、常常令人不快和不安的、情緒上的騷動。」117從以上
可見，怪誕一方面帶來滑稽、可笑的元素；另一方面則具有恐怖、可怕的特徵，
既可笑復可怖的元素揉合而產生衝突，當中的不協調（Incongruity）正成為怪誕
的基調。清代蒲松齡《聊齋誌異》常借怪誕以諷刺（Grotesque Satire），描述現
實人生，如〈夢狼〉一篇借夢境描繪白甲與其官衙化虎化狼之故事，當中白甲衙
府中「巨狼當道」118，即衙卒由人類變形為狼，變形過程充滿怪異而反常之怪誕
感；再者，白甲的續頭情節亦充滿怪誕色彩，白甲在現實中被諸寇「決其首」，
後被冥官把頭向背部地「續其頭」，119其外貌變得不倫不類，擁有既可怖又可笑
的怪誕外貌。
相柳乃透過變形而成的人蛇共同體，與其他半人蛇型神祗最大之不同屬其
怪誕的九頭。

《古典小說散論》
，頁 10。
《山海經校譯》，卷十八，〈海內經〉，頁 299。
116
《山海經校譯》，卷三，
〈北山經〉
，頁 61。
117
此段定義參考孫乃修譯 Philip Thomson, The Grotesqu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72), p.
14. 中譯本見菲力普・J・湯姆森著（Philip Thomson）
，孫乃修譯：
《論怪誕》
〔The Grotesque〕
（北
京：昆侖出版社，1992）
，頁 20。
118
張友鶴：《聊齋誌異》
（會校會註會評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卷八，頁 1052。
119
《聊齋誌異》
（會校會註會評本），卷八，頁 1054-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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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相柳（清吴任臣《增補繪像山海經廣注》本，下稱吴本）120

《山海經》中不乏與「九」有關之神異動物，如「九首人面鳥身」的九鳳、
121
「類虎而九首，皆人面」，九首人面虎身之陸吾等。122古人認為「九」存特別
之意，《漢字源流字典》載九為：「序數第九」、「十進制個位數的最大數」，引伸
作「多數、最高、最大、頂點」123之意；又《說文解字》記：「九，究也，象其
屈曲窮盡之形」
；124《辭海》亦述「九」乃：
「陽爻」125，即陽極之數。從以上可
見，「九」既有可表明實數如「九天」、「九方」、「九仙」、「九伐」等；126又可作
虛詞之用如《九歌》雖稱作九，但實為十一篇；127更可作「盡」
、
「極」之意，如
易經卜卦「九」作極數之用。可見於古人意識中，九頭蛇之「九」首含神秘、無
盡的變化之意。
相柳另一怪誕之元素可見其首為「人首」
，頭為人類最重要的器官，清代《臨
證指南醫案》記「頭為諸陽之會」128，乃人體的陽氣以及精氣會合之地；李時珍
於《本草綱目》亦稱頭中之腦為「元神之府」129，可見人類對頭部的重視。先民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66。
〈大荒北經〉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
天鳳。」見袁珂：
《山海經校譯》，卷十七，〈大荒北經〉
，頁 285。
122
〈海內西經〉載：
「昆侖南淵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上。」見
袁珂：《山海經校譯》
，卷十一，
〈海內西經〉，頁 226。
123
谷衍奎：《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8）
，頁 11。
124
《說文解字注》，卷十四，〈九部〉
，頁 738。
125
舒新城等著：
《辭海（合訂本）》
（香港：中華書局，2008）
，頁 48。
126
《辭海（合訂本）
》，頁 49。
127
九歌實有十一篇，分別為「東皇太一、東君、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河
伯、山鬼、國殤以及禮魂」，見湯漳平：《楚辭》
，〈九歌〉
，頁 32-75。
128
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頁 436。
129
李時珍：《本草綱目》
（香港：商務印書館，1967）
，卷三十四，
〈辛夷〉
，頁 97 木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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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與蛇各自的形體均很熟悉，然而把人體最重要的人首置於蛇身上的怪異情
況卻令先民對此產生陌生感。再者，相柳具「九首」，誠如上段所言，古人認為
數九具特別、神秘之意，把人首增生至九首令先民對其心存恐懼而同時此種稀奇
的情況亦具滑稽之感。兼之第二部分「蛇神之源：圖騰神崇拜 —— 相柳考」
（2. 相柳與蛇圖騰之關係）所述，先民因對蛇類帶恐懼之感從而產生蛇崇拜的
信仰，故此種己族的特徵人首不斷增生，再拼湊於自己又敬又畏的他族身上，進
一步產生衝突感，於先民心中種下不協調之感，產生既可笑又可怖的形象，可見
相柳外形具怪誕之元素。
細心留意，可以發現變形、怪誕以及神異動物三者有著緊密之關係，相柳
透過靜態變形而具有人首蛇身的外表；異於常物的外貌大多具怪誕元素；怪誕的
外貌，恰恰為察覺該物是神異動物最直接的方法，三者互相呼應，環環相扣。故
此部分正以這三方面入手，仔細地剖析相柳的外形，得出其乃具怪誕、變形兩種
元素之神異動物的結果。

四、九頭蛇神格 ── 論相柳之神力
《山海經》對相柳之事著墨不多，僅於〈海外北經〉以及〈大荒北經〉中
各以約百字作描繪。然而，於此廖廖二百字中，相柳能力之大已表露無遺，此節
將透過《山海經》兩段記相柳之內容，探析九頭蛇相柳神格以及其能力之大。
1. 相柳水神神格
要論相柳具控水能力，可從其所效忠之神祗共工窺見。共工為水神，130《左
傳》
〈昭公十七年〉記：
「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131此水神能力之大，
曾先後於歷史中發動兩次洪水。132第一次記於司馬貞〈史記三皇本紀〉
：
「諸侯有
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
山崩，天柱折，地維缺。」133，共工「以水乘木」
，以洪水作己力與祝融爭帝，134
失敗而頭觸不周山，故逼使女媧「聚蘆灰以止滔水」。135共工所引發的第二次水
災，於《淮南子》有載，
〈本經篇〉記：
「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136共工於

《中國神話大詞典》
，頁 145。
《左傳譯注》
，〈昭公十七年〉
，頁 1079。
132
雖歷史上曾有學者提出因共工兩次發動洪水之時代相距較遠，故推測此「兩名」共工非同一
人，但本文參考葉林生之說法，認為共工為神，足以跨越時代發動洪水。參考葉林生：
《古帝傳
說與華夏文明》
（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9）
，頁 247-255。
133
《史記會注考證》
，〈史記三皇本紀〉
，頁 2-3 史記三皇本紀。
134
除傳與祝融爭鬥外，共工亦曾傳與高辛、神農、女媧及顓頊等神靈爭鬥。與高辛之爭可見《淮
南子》
，卷一，
〈原道訓〉
，頁 134-135。與神農之爭可見佚名：
《琱玉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壯力篇〉
，頁 15。與女媧之爭可見《路史》
，後紀卷一，
〈共工氏傳〉，頁 6 後紀二。與顓頊之
爭可見《淮南子》
，卷三，〈天文訓〉
，頁 175。
135
《史記會注考證》
，〈史記三皇本紀〉
，頁 3 史記三皇本紀。
136
《淮南子》
，卷八，〈本經訓〉
，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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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舜之時「振滔洪水」，最後被禹所擊敗。由此可見，共工作為水神，其引發洪
水之力足以禍亂天下。相柳作為共工一系之臣，可以推測其能力與共工一脈相
承，實備水神神格。此推測亦於《山海經》證實，
〈海外北經〉載：
「相柳之所抵，
137
厥為澤谿。」 ，又〈大荒北經〉云：
「其（相柳）所歍所尼，即為源澤」
，相柳
所抵之地，該地會因其噴氣止息而化為沼澤和溪谷138，此處記載雖隱晦，但不難
發現其指相柳為各地帶來洪水之意。再者，相柳之載亦隱含洪水的象徵，相柳「食
於九土」代表「洪水淹過高土吞噬大地」；九頭蛇身體捲曲的「自環」象徵「洪
水高速轉動」。139透過相柳於《山海經》之載輔以其屬水神共工一系之臣，足以
證明相柳實具水能。
歷朝並非只有共工與相柳兩名水神被鎮壓、誅殺，巫支祁，另一上古凶獸
水神亦曾被禹所鎮壓。按《太平廣記》卷四六七《戎幕閑談‧李湯》條所載，巫
支祁「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
，140又
袁珂指出其為水神141，可見巫支祁為具水能而狀似猿猴之神祗。然而，此猿雖為
水神，卻並非善類，反為人類帶來災禍，
《唐國史補》記：
「水獸好為害，禹鎖於
軍山之下，其名曰無（巫）支祁。」142由於巫支祁以其水能興風作浪，故被禹鎮
壓於軍山之下。
《太平廣記》
〈李湯〉條對巫支祁如何被鎖之過程，有更詳細之交
代，巫支祁被「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143
巫支祁具水神神格，令「木魅水靈，山祆石怪，奔號聚繞。」144然而，即
使其能改變天氣，禹亦只需以大索、金鈴便可制服、鎮壓此怪。同為水神，相柳
之神力則明顯比巫支祁要高，巫支祁只能改變天氣，然而相柳卻可扭轉當地之地
質環境，使當地「厥為澤谿」，令該地洪水泛濫。禹更不得不誅殺相柳方能制止
此情況。透過與巫支祁之對比，可見相柳水能之強，力量之大。
2. 相柳滅絕生命之力
本文多次提及相柳「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145相柳之血，改變當地地
質環境，使該地不能種植五穀，滅絕一切生命力。此種透過接觸而改變、影響當
地之環境，實為巫術之效。張紫晨於《中國巫術》中指出巫術為：「人類企圖對
環境或外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種行為，它是建立在某種信仰或信奉基礎上，出於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7，208，卷十七，〈大荒北經〉
，294。
139
參考自《漢族洪水神話傳說中的神異動物：論鯀禹治水神話及陷湖傳說》頁 89。
140
李昉等著，華飛等校點：
《太平廣記》
（北京：團結出版社，1994）
，卷四百六十七，
〈李湯〉，
頁 2263。
141
《中國神話大詞典》
，頁 145。
142
李肇：
《唐國史補》（臺北：藝文出版社，1968-1969）
，頁 10 上。
143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七，
〈李湯〉
，頁 2263。
144
《太平廣記》
，卷四百六十七，
〈李湯〉
，頁 2263。
145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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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事物企圖而採取的行為。」146；又「它是人類為了有效地控制環境（外界自
然）與想像的鬼靈世界所使用的手段。」147此處的「人類」
，實為施術者之代稱，
故巫術乃施術者對外界控制之手段。套用「巫術」之說法，相柳作為施術者，透
過其血液以同化當地環境，令其寸草不生。弗雷澤於其著作《金枝》
（The Golden
Bough）進一步闡述此類巫術，稱作「順勢巫術」，通過「相似律」使「同類相
生」；簡單而言，即透過施術者的某項特性從而同化被施術物，令被施術物具備
該特性。148相柳之神力令萬物不能存活，〈大荒北經〉記：「（相柳）所歍所尼，
即為源澤，不辛乃苦，百獸莫能處。」149相柳生前所振滔之洪水，苦澀而令「百
獸莫能處」，令百獸死亡的情況足以證明相柳具能滅絕一切生物生命力的特性。
要轉移施術者的特性至被施術物身上，巫具絕不可少，150此處相柳之血液作為巫
具，足以發揮最大效果。先民認為血液對於動物之生命而言至為重要，能夠維持
生命、起死回生。151《黃帝內經・八正神明論》亦云：
「血氣者，人之神。」152，
可見血液為生物之「精神」所在。故相柳之「血」作為巫具，能徹底把相柳滅絕
生命力之能以「順勢巫術」同化當地之土壤，威能大得足以使該處「不可以樹五
穀種」。
能滅絕生命的九頭蛇形象非中國獨有，古希臘神話之九頭怪蛇許德拉
（Hydra）亦具滅絕生命的血液。相傳許德拉為百首龍頭堤豐與半人蛇厄客德娜
之子，居於勒耳那沼澤，153經常離開所居之沼澤到平原上傷害人畜、禍害莊稼。
除以其身驅破壞農作物外，許德拉的呼吸以及行走時所帶之氣味更具致命的毒
性，故遭到英雄赫拉克勒斯的討伐。154雖許德拉中央的頭具不死能力，但赫拉克
勒斯仍在侄兒伊奧勞斯的幫助下，以火炬打下蛇頭，防止其再生，最後一一斬下
蛇頭，使其死亡。155許德拉的血具滅絕生命之能體現於人馬凱隆以及赫拉克勒斯
之死，在許德拉死後，赫拉克勒斯把其血液塗於箭鏃之上，後此箭誤傷永生的凱
隆，凱隆受此血折磨最終放棄永生，選擇求死。後來赫拉克勒斯在回歸之時又以
毒箭射殺了另一人馬涅索斯，涅索斯死前以詭計欺騙赫拉克勒斯之妻以血塗抹於
丈夫的衣服上，當赫拉克勒斯穿上該衣後，受毒液侵蝕而最終死亡。156
許德拉身體能釋放劇毒，死後通過血液令受沾染者死亡是滅絕生命的體
張紫晨：《中國巫術》
（香港：中華書局，1991）
，頁 29。
《中國巫術》
，頁 29。
148
詹・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著，劉魁立編：
《金枝精要》
〔The golden bough :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頁 16-31。
149
《山海經校譯》，卷十七，〈大荒北經〉
，頁 286。
150
高華平，曹海東著：
《中華巫術》（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
，頁 23-24。
151
楊華：
《新出簡帛與禮制研究》
（臺灣：五南出版社，2007）
，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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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應珉著：
《黃帝內經素問》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第二十六篇，
〈八正神明論〉，
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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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慶征等編：
《外國神話傳說大詞典》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頁 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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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Graves, the Greek Myths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2), p. 469-472.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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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與相柳之血染大地，使環境寸草不生的能力有異曲同功之妙。可見於遠古時
期，不同文化地域均存在對九頭蛇的幻想，認為九頭蛇形象之物具滅絕生命之能。
3. 衆帝之臺鎮相柳 － 見相柳神力之巨大
相柳禍亂已久，至被大禹所鎮壓後方能結束。當中相柳神力之大，可見《山
海經》記其死後之事作旁證。
〈海外北經〉載：
「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衆帝
之臺。」157大禹誅殺相柳後，打算挖填該地，然而每次填滿後該地均重新蹋陷，
故大禹最終修建衆帝之臺，以衆帝之臺鎮壓相柳，免其再次作祟。此種以器物鎮
壓目標物乃屬於巫術中「反抗巫術」
（Antipathy Magic）一道。所謂「反抗巫術」，
按高國藩之言，即「巫術中使用物品及其扮演的驅邪者，對巫師欲反對的對象具
有明顯的反抗性質。」158施術者遵照反抗律（Principal of Antipathy），以較高之
力以壓服較低之力。159所謂「反抗律」，按《神秘學與靈學百科全書》所言，為
「交感律」相反之原理160。按《金枝》記載，「交感律」即兩者透過某種神秘之
交感，可以遠距離地互相影響、相互作用161；「反抗律」作為其相反定理，指的
即為兩者具既對立又相反之作用。中國傳統不乏反抗巫術之記載，厭勝為其中一
例，如以爆竹、桃符等驅逐鬼魅、於成婚時以谷實以及鏡子驅紅煞神等。162此外，
《藝文類聚》載：「入名山，必齋五十日，牽白犬、抱白雞，以鹽一升。」163；
又《續博物志》記：
「學道之直居山，宜養白犬、白雞，可以辟邪。」
，164當中「白
犬」、「白雞」亦為「反抗巫術」中「厭勝」一道之辟邪物。
採用「反抗巫術」之時，
「巫具」的存在舉足輕重，只有當「巫具」存在兼
之其威力大於被壓制之物時，
「反抗巫術」方能存在並實行。驅鬼作為反抗巫術，
實採用各種巫具以作鎮壓；張紫晨《中國巫術》記送鬼之時，
「或以黃表紙相送，
或許願以後送出。也有的以符籙方法，利用『太上老君如律令』的符籙，使鬼懾
吸而去。還有的是彈灑雞血，以桃木劍東砍西劃……」165以上種種不論是「黃表
紙」、「符籙」還是「雞血」和「桃木劍」，均有壓制鬼靈的特性，也就是巫術中
作為反抗的「寶物」。
相柳之載中，大禹所採之「衆帝之臺」便為鎮壓相柳的「寶物」
。
「帝」，
《說
文解字》載其「王天下之號也」，166即君主之意；《易・鼎卦》則云：「聖人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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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上帝。」167此處帝則作「天」之意，可見「帝」為人、神間立於最高位之意。
由於反抗巫術乃以較高之力壓服較低之力，「帝」作為頂峰，自然具有高位者之
威勢，足以壓服一切。相柳作為「共工之臣」168，本就臣服於他者之下，不具王
者之氣，「帝」便有鎮壓相柳之力。然而，鑑於相柳神力之大：水能之強力壓巫
支祁；具有滅絕生命力之能；大禹「厥之，三仞三沮」169等滔天神通，故大禹以
「衆帝之臺」而非「帝之臺」，以多個「帝」對相柳進行鎮壓，相柳禍亂天下的
種種至此方告一段落。死後之相柳仍需「衆帝」之力方能鎮壓，足以證明其神力
之大。
相柳作為「共工之臣」而存在，其神力絕對不容小覷。本部分透過〈大荒
北經〉以及〈海外北經〉所載相柳之事，足以見相柳神力強大之處，其所具備的
水神神格，為所抵之地帶來洪水，水能甚至強於被大禹鎖於淮山之另一凶水神巫
支祁。再者，相柳有滅絕一切生命力之特性，生前帶來之洪水「不辛乃苦」
，170令
當地一切的生物不能存活，死後又血染大地，滅絕生命之力的血液力量令所有五
穀不能栽種。禍亂人世的相柳最終被大禹所誅殺，死後需以「衆帝之臺」171鎮壓
再次反映相柳神力之強，透過此三點，充分證明相柳所備之神格以及其能力之大。

五、結論
本文旨在研究《山海經》中九頭蛇形象的相柳，透過以上章節，以較全面
的角度考釋相柳。歷代學者甚少討論相柳，其身份一直成疑。提及相柳之書籍、
論文等均無其身份之載，故本文於「蛇神之源：圖騰神崇拜 ── 相柳考」部分
先以相柳之身份入手進行研究。何星亮曾提出「半人半獸的神幻生物，多為圖騰
祖先形象」172，本文以此說打破缺口，發現相柳人獸的外形吻合何星亮圖騰之說，
認為相柳上古之時應作為圖騰而存在，後來按先民思想的進步而逐漸昇華作蛇神
而存在。本文除以圖騰的角度追考外，亦透過伏羲、女媧兩名人蛇外表的華夏始
祖，證明人首蛇身形象之物曾被上古先民尊作神靈，相柳同為人首蛇身，極有機
會受古人崇敬，被先民視作神靈亦不意外。再者，相柳具滔天神力，帶來洪水，
足以禍亂天下。外表以及能力俱備，故有足夠理據推測其以圖騰身份出現，後發
展為圖騰神，再成蛇神而受先民所尊崇。
相柳既屬人首蛇身型之蛇神，與其他人首蛇身蛇神最大之不同在於其九頭
之形象，故相柳形象之分析極具研究價值。有見及此，本文於「怪誕的神異動物
── 九頭蛇相柳」部分主要研究相柳九頭之外形，以神異動物、變形以及怪誕切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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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析。研究相柳之外表時，三種理論緊密聯繫，環環相扣。相柳人首蛇身的外
表實透過靜態變形而形成，表現人獸間互變時之靜止狀態，從而誕生出半人半獸
之形象。此種人類與動物共生的狀態，兼之恐怖的九頭存在同時引發可笑而可怖
的觀感，正是怪誕理論的基礎。怪誕的外表以及神秘的力量乃為神異動物的主要
基調，楊義曾言：「怪誕也是一種力量，一種震懾人心的神秘力量」173，兼之相
柳滔天之實力，可見相柳實為神異動物。由此可見，本部分研究相柳外形之時，
以此三種密不可分之學說，足以證明相柳乃以變形而產生，具怪誕色彩的神異動
物。此外，本部分亦以頭顱崇拜之角度兼論相柳九頭出現之原因，藉此作進一步
補充，全面地分析相柳九頭之外形。
本文先後探討相柳之身份以及外形，於第四部分「九頭蛇神格 ── 論相柳
之神力」
，就《山海經》之載，分析相柳所持之神力。相柳作為「共工之臣」
，其
所持之能力自然與共工一脈相承。本文先查考共工水神之位，從而推測相柳所具
之力，亦應如同共工一般，乃為水神神格。後配合《山海經》中，提及相柳所抵
之地會出現洪水，暗示相柳具發動洪水之能，以及隱喻洪水急速旋轉，相柳之「自
環」形態，從而證明相柳的水神神格。其二，本文亦查證相柳所持之力足以滅絕
生命，證據有二：一是相柳生前所帶來之洪水早已令「百獸莫能處」；二是其死
後之血染滿大地，被其血所沾染之地令五穀不能栽種。生前所帶來的洪水以及死
後所流之血均令各種生命不能存活，其所具的滅絕生命之力由此可見。最後，本
文以禹之鎮壓，證明相柳神力之巨大。相柳死後禹本打算就地埋葬相柳，但因其
「三仞三沮」
，由此可以發現相柳不能以普通之方法鎮壓，最終禹以「衆帝之臺」
方能鎮壓相柳，以此足以證明相柳神力之巨大，相柳之禍亂亦由「衆帝之臺」之
鎮而結束。
《山海經》乃是一本驚世巨作，當中記錄的珍奇異獸多如繁星。本文就治
水神話中抽絲剝繭，選擇研究為數不多的相柳作為討論對象，就其身份、外觀以
及能力三方面進行考釋，望能深入剖析並呈現相柳真正之貌，為本文重點的研究
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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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義：
《中國歷朝小說與文化》
（臺北：業強出版社，1993）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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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山海經》蛇神、異蛇之分類整合
《山海經》記大量帶蛇特徵之異類及蛇神，以下將其分作全獸型、半人獸
型及人獸相伴型三類整合：
1. 帶蛇特徵之全獸型異類
帶蛇特徵之全獸型異類之形象

經文之載
《南山經》：「曰卽翼之
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
魚，多白玉，多蝮虫，多
怪蛇，多怪木，不可以
上。」175

圖一：《南山經》怪蛇（蔣本）174
《南山經》：「曰杻陽之
山……怪水出焉。而東流
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玄
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
尾，其名曰旋龜，其音如
判木，佩之不聾，可以為
底。」177
圖二：《南山經》旋龜（胡本）176

174
175
176
177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8。
《山海經校譯》，卷一，
〈南山經〉
，頁 1。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11。
《山海經校譯》，卷一，
〈南山經〉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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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經》：「柢山，多
水，無草木。有魚焉，其
狀如牛，陵居，蛇尾有
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
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
夏生，食之無腫疾。」179

圖三：鯥（蔣本）178
《南次三經》：「禱過之
山……泿水出焉，而南流
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
狀魚身而蛇尾，其音如鴛
鴦，食者不腫，可以已
痔。」181
圖四：虎蛟（蔣本）180
《西山經》
：
「太華之山，
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
仞，其廣十里，鳥獸莫
居。有蛇焉，名曰肥遺，
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
旱。」183

圖五：《西山經》肥遺蛇（汪本）182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13。
《山海經校譯》，卷一，
〈南山經〉
，頁 3。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8。
《山海經校譯》，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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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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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次三經》：「樂遊之
山，桃水出焉，西流注于
稷澤，是多白玉。其中多
「魚胃」魚，其狀如蛇而
四足，是食魚。」185

圖六：
「魚胃」魚（清郝懿行《山海經籤疏》石印圖本，
下稱郝本）184
《西次四經》：「英鞮之
山……涴水出焉，而北流
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
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
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
眯，可以禦凶。」187

圖七：冉遺魚（汪本）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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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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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123。
《山海經校譯》，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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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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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山經》
：
「大咸之山，
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
也，四方，不可以上。有
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
豪，其音如鼓柝。」189

圖八：長蛇（胡本）188
《北山經》
：
「渾夕之山，
無草木，多銅玉。嚻水出
焉，而西北經流注于海。
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
遺，見則其國大旱。」191

圖九：《北山經》肥遺蛇190

188
189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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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11。
《山海經校譯》，卷三，
〈北山經〉
，頁 59。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24。
《山海經校譯》，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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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次三經》
：
「景山……
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
翼、六目、三足，名曰酸
與，其名自詨，見則其邑
有恐。」193

圖十：酸與（畢本）192
《北次三經》：「神囷之
山，其上有文石，其下有
白蛇。」195

圖十一：白蛇（汪本）194
《北次三經》
：
「錞於毋逢
之山，北望雞號之山，其
風如䬅。西望幽都之山，
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
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
其邑大旱。」197

圖十二：大蛇（蔣本）196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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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49。
《山海經校譯》，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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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校譯》，卷三，
〈北山經〉
，頁 69。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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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經》
：
「獨山……末
涂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
于沔，其中多䖺䗤，其狀
如黃蛇，魚翼，出入有
光，見則其邑大旱。」199

圖十三：䖺䗤（畢本）198
《東次二經》：「餘峨之
山……有獸焉，其狀如菟
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
則眠，名曰「犭几」狳，
其名自訆，見則蟲蝗為
敗。」201

圖十四：「犭几」狳（蔣本）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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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經校譯》，卷三，
〈北山經〉
，頁 72。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71。
《山海經校譯》，卷四，
〈東山經〉
，頁 92。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78。
《山海經校譯》，卷四，
〈東山經〉
，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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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次四經》
：
「太山……
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
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
蜚，行水則竭，行草則
死，見則天下大疫。」203

圖十五：蜚（畢本）202
《中次二經》
：
「鮮山，多
金玉，無草木。鮮水出
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
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
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
大旱。」205

圖十六：鳴蛇（汪本）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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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310。
《山海經校譯》，卷四，
〈東山經〉
，頁 100。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317。
《山海經校譯》，卷五，
〈中山經〉
，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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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次九經》
：
「崌山，江
水出焉，東流注于大江，
其中多怪蛇。」207

圖十七：《中次九經》怪蛇（汪本）206
《中次十二經》
：
「柴桑之
山，其上多銀，其下多
碧……其獸多麋鹿，白
蛇、飛蛇。」209

圖十八：飛蛇（清《古今圖書集成・禽蟲典》本，下
稱禽蟲典本）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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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367。
《山海經校譯》，卷五，
〈中山經〉
，頁 133。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04。
《山海經校譯》，卷五，
〈中山經〉
，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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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南經》：「巴蛇食
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
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
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
首，在犀牛西。」211

圖十九：巴蛇210
《大荒南經》：「黑水之
南，有玄蛇，食麈。有巫
山者，西有黃鳥。帝藥，
八齋。黃鳥于巫山，司此
玄蛇。」213

圖二十：玄蛇（蔣本）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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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00。
《山海經校譯》，卷十，
〈海內南經〉
，頁 220。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63。
《山海經校譯》，卷十五，〈大荒南經〉
，頁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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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南經》：「有宋山
者，有赤蛇，名曰育蛇，
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
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
是為楓木。」215

圖二十一：育蛇（汪本）214
《大荒北經》：「大荒之
中，有山，名曰不咸。有
肅慎氏之國。有蜚蛭四
翼。有蟲，獸首蛇身，名
曰琴蟲。」217

圖二十二：琴蟲（汪本）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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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69。
《山海經校譯》，卷十五，〈大荒南經〉
，頁 260。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604。
《山海經校譯》，卷十七，〈大荒北經〉
，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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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經》
：
「有靈山，有
赤蛇在木上，名曰蝡蛇，
木食。」219

圖二十三：蝡蛇（汪本）218
《海內經》
：
「西南……又
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
首，食象。」221

圖二十四：黑蛇（汪本）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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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623。
《山海經校譯》，卷十八，〈海內經〉，頁 298。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624。
《山海經校譯》，卷十八，〈海內經〉，頁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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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帶蛇特徵之半人獸型異類
帶蛇特徵之半人獸型異類之形象

經文之載
《西次四經》：「崦嵫之
山……有獸焉，其狀馬
身而鳥翼，人面蛇尾，
是好舉人，名曰孰湖。」
223

圖二十五：孰湖（汪本）222
《中次二經》：「陽山，
多石，無草木。陽水出
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其中多化蛇，其狀如人
面而豺身，鳥翼而蛇
行，其音如叱呼，見則
其邑大水。」225

圖二十六：化蛇（蔣本）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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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177。
《山海經校譯》，卷二，
〈西山經〉
，頁 38。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319。
《山海經校譯》，卷五，
〈中山經〉
，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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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西經》：「軒轅之
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
者八百歲。在女子國
北。人面蛇身，尾交首
上。」227

圖二十七：軒轅國之民（蔣本）226
《北山經》
：
「自單狐之山
至於隄山，凡二十五
山……其神皆人面蛇
身。」229

圖二十八：（單狐山至隄山）人面蛇身神（蔣本）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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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47。
《山海經校譯》，卷七，
〈海外西經〉
，頁 192。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26。
《山海經校譯》，卷三，
〈北山經〉
，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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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次二經》
：
「自管涔之
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
山，其神皆蛇身人面。」
231

圖二十九：
（管涔山至敦題山）蛇身人面神（汪本）230
《海外北經》：「鐘山之
神，名曰燭陰，視為晝，
瞑為夜，吹為冬，呼為
夏。不飲，不食，不息；
息為風。身長千里。在
無啓之東。其為物，人
面，蛇身，赤色，居鍾
山下。」233

圖三十：《海外北經》燭陰，《大荒北經》之燭龍（汪
本）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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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236。
《山海經校譯》，卷三，
〈北山經〉
，頁 65。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59。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0。
301

《海外北經》：「共工之
臣曰相柳氏，九首，以
食於九山。相柳之所
抵，厥為澤溪。禹殺相
柳，其血腥，不可以樹
五谷種。禹厥之，三仞
三沮，乃以為衆帝之帝
之臺。在昆侖之北，柔
利之東。相柳者，九首

圖三十一：相柳（胡本）234

人面，蛇身而青。不敢
北射，畏共工之台。台
在其東。台四方，隅有
一蛇，虎色，首沖南方。」
235

《海外北經》：「北方禺
彊，人面鳥身，珥兩青
蛇，踐兩青蛇。」237

圖三十二：禺彊（汪本）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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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65。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200-201。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76。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2。
302

《海外東經》：「奢比之
尸在其北，獸身、人面、
大耳，珥兩青蛇。一曰
肝榆之尸在大人北。」239

圖三十三：奢比尸（汪本）238
《海內西經》：「開明東
有巫彭、巫抵、巫陽、
巫履、巫凡、巫相，夾
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
藥以距之。窫窳者，蛇
身人面，貳負臣所殺
也。」241

圖三十四：（死前）窫窳（汪本）240
《海內北經》：「鬼國在
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
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
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243

圖三十五：貳負神（蔣本）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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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82。
《山海經校譯》，卷九，
〈海外東經〉
，頁 211。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10。
《山海經校譯》，卷十一，〈海內西經〉
，頁 226。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19。
《山海經校譯》，卷十二，〈海內北經〉
，頁 232。
303

《大荒東經》：「東海之
渚中，有神，人面鳥身，
珥兩黃蛇，踐兩黃蛇，
名曰禺䝞。黃帝生禺
䝞，禺䝞生禺京，禺京
處北海，禺䝞處東海，
是為海神。」245

圖三十六：禺䝞（汪本）244
《大荒西經》：「西海陼
中，有神，人面鳥身，
珥兩青蛇，踐兩赤蛇，
名曰弇茲。」247

圖三十七：弇茲（汪本）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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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46。
《山海經校譯》，卷十四，〈大荒東經〉
，頁 247。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584。
《山海經校譯》，卷十六，〈大荒西經〉
，頁 271。
304

《大荒北經》：「大荒之
中，有山名曰北極山
櫃，海水北注焉。有
神……名曰九鳳。又有
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
人身，四蹏長肘，名曰
彊良。」249

圖三十八：彊良（蔣本）248
《海內經》：「南方……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
兩手持蛇，方啗之。」251

圖三十九：黑人（胡本）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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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611。
《山海經校譯》，卷十七，〈大荒北經〉
，頁 285。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625。
《山海經校譯》，卷十八，〈海內經〉，頁 298。
305

《海內經》：「有人曰苗
民。有神焉，人首蛇身，
長如轅，左右有首，衣
紫衣，冠旃冠，名曰延
維，人主得而饗食之，
伯天下。」253

圖四十：延維（蔣本）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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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629。
《山海經校譯》，卷十八，〈海內經〉，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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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帶蛇之人獸相伴型異類
帶蛇之人獸相伴型異類之形象

經文之載
《西次三經》：「騩山，
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
童居之，其音常如鐘
磬。其下多積蛇。」255

圖四十一：耆童（汪本）254
《中次十二經》
：
「夫夫
之山，其上多黃金，其
下多青、雄黃……神于
兒居之，其狀人身而手
操兩蛇，常游于江淵，
出入有光。」257

圖四十二：于兒（蔣本）256
254
255
256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145。
《山海經校譯》，卷二，
〈西山經〉
，頁 32。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397。
307

《中次十二經》
：
「洞庭
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是常游於江淵。澧
沅之風，交瀟湘之淵，
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
以飄風暴雨。是多怪
神，狀如人而戴蛇，左
右手操蛇。」259

圖四十三：洞庭怪神（汪本）258
《海外西經》
：
「巫咸國
在女丑北，右手操青
蛇，左手操赤蛇，在登
葆山，群巫所從上下
也。」261

圖四十四：巫咸國之巫（邊裔典）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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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經〉
，頁 145。
《古本山海經圖說》
，頁 402。
《山海經校譯》，卷五，
〈中山經〉
，頁 145。
《古本山海經圖說（增訂珍藏版）
》，頁 764。
《山海經校譯》，卷七，
〈海外西經〉
，頁 192。
308

《海外西經》
：
「西方蓐
收，左耳有蛇，乘兩
龍。」263

圖四十五：蓐收（汪本）262
《海外北經》
：
「夸父國
在聶耳東，其為人大，
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
蛇。鄧林在其東，二樹
木。一曰博父。」265

圖四十六：夸父（蔣本）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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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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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72。
《山海經校譯》，卷八，
〈海外北經〉
，頁 201。
309

《海外東經》
：
「雨師妾
（國）在其北，其為人
黑，兩手各操一蛇，左
耳有青蛇，右耳有赤
蛇。一曰在十日北，為
人黑身人面，各操一
龜。」267

圖四十七：雨師妾（胡本）266
《大荒南經》
：
「南海渚
中，有神，人面，珥兩
青蛇，踐兩赤蛇，曰不
廷胡余。」269

圖四十八：不廷胡余（汪本）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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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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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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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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