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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感生神話推論契、后稷時期
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之商榷
陳

一.

瑤

黃海鵬

緒論
有論者謂感生神話反映了先民從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這主要是根據

「玄鳥生商」和姜嫄「履大人跡」兩個感生神話，推論契、后稷時期的社會狀況。
然而，此說法有商榷之處，故對這論調仍有所保留。
本文會先介紹感生神話的定義及分類，分類方面將會從觸物感生、意念感
生，以及不同的感生媒介把感生神話分類，並援引神話作為例證。接著嘗試歸納
支持契、后稷時期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此說法的理據，然後提出一己之
見，並援引其他感生神話為例，說明此論調的不足之處和可斟酌之點。這部份將
從三方面進行論述，包括感生神話中女性的主動性、感生神話所反映之母系社會
特徵，以及父權話語體系下的感生神話。

二.

何謂感生神話

感生神話中的「感生」即感天而生的，是指婦女或女子未與男性交合而有感
於一些物件、自然現象後懷孕產子，而這些物和現象皆從自然界而來。先民相信
萬物有靈，故自然界的花、草、樹、木、石頭和動物等也被看作有靈之物，而一
些自然現象如流星、彩虹、北極光等也會被看作神靈顯現或神靈本身。
「感」可解作感應、接觸、目睹、吞食以及意念觸及某物之意。感生神話中
所生下的大都是人類的始祖，這反映了先民一些關於人類起源與發展的思想觀
念。由於先民對大自然未能全知全解，因此會有崇拜自然現象和萬物的行為，並
把其化作自然神靈。而眾多感生神話也是以女性始祖對某神靈或自然之物有所感
而生下男性始祖的模式進行。
感生神話的主人公包括了氏族的始祖、神話人物的天帝、不同朝代的君主及
臣子、儒家的聖賢及一些開國君主。不同朝代的君主之感生神話屬於比較晚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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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話，早期的則是一些關於氏族始祖以及天帝的感生神話，下文將會集中於較早
期的感生神話，即包括三皇五帝以及一些氏族始祖加以分析。

三.

感生神話分類

現今學者對感生神話有多種不同的分類方法，有些學者偏好於分別漢民族和
少數民族；有些則會以所感之物分類，例如以感龍而生、感鳥而生等來分類；另
外有些會以感物懷孕的的方式作分類，如觸碰實物、目睹或感念自然之物、吞卵
而生等來分類。以下將會引用幾位學者的分類方式以作參考。
1. 觸物意念
郭敬宇在《中國遠古神話探析》中把感生方式分為兩大類：

第一種是主體直接接觸客體而受孕感生(客體多為實在的有形之物)，稱
為觸物感生；第二種是主體在意念中與客體交感(多數是在夢境中)，稱為意
念感生。50
（一） 觸物感生
此類感生神話中主角所感之物也是有形的實體，分別有木頭、卵、水等，皆
為可見而可觸碰的實物。郭敬宇認為從這些觸物神話中可見先民認為萬物有靈
(animism)，人和自然物皆是一體，人的靈有感於物的靈而懷孕生子，是一種人與
自然界的神秘交感，例子如下：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
嘗捕魚於水中，觸沈木若有所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
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 」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
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51
《太平廣記》卷八一《梁四公記》：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出山台

50

郭敬宇：〈中國遠古感生神話探析〉，《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9 卷 2 期（2008
年），頁 71。

51

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
，（出版地不詳：中華書局出版，1965 年）
，頁 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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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52
《詩．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53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
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54

以下兩篇是額外的例子。郭敬宇把履大人跡的神話歸類於意念神話中，他解
釋履大跡的感生之神是自然之神，例如伏羲父親雷神。雖然這些自然現像是人可
以真實感到其存在，但只是人與神的意念進行而非直接接觸。然而，筆者認為履
大跡的感生神話中主體踩下的是直接能觸碰的實物，因此比較適合歸於觸物感生
神話之類。雖然沒有直接跟留下足跡的神接觸，但分類的條件與郭敬宇所提及的
相符，其為可見可感的有形之物。

《太平御覽》卷七八引《詩含神霧》
：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犠。
55

《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
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
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
適會山林多夕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
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56
以上兩個例子也可以見到伏羲和后稷的母親之肉體直接跟神留下的腳印產
生感應，與玄鳥留下了卵而被吞的情況十分相似。郭把玄鳥之卵歸在觸物感生的
原因，或許是卵代表著男根，直接接觸女體而有感而生。但腳印實在也是男根的
象徵，因此兩者的情況相同，同樣沒有直接接觸留下蛋和足跡的男神而有感生
子，故筆者認為履大跡也可歸類於觸物感生神話。

52

轉引自郭敬宇：〈中國遠古感生神話探析〉，《長春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9 卷 2
期（2008 年），頁 71。

53

姚小鷗：《詩經譯註》
（下冊）
（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 年）
，頁 670。

54

司馬遷：《史記》
（卷三）
（上海：商務印書館，1976 年）
，頁 51。

55

李昉等；夏劍欽，黃齋校點：
《太平御覽》（第一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年）
，
頁 607。

56

司馬遷：《史記》
（卷四）
（上海：商務印書館，1976 年）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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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意念感生
此類感生神話中主體與客體沒有發生實際的接觸，只是在其活動狀態中有所
感應，例如感星辰、感虹、感光、感風等等。《詩緯．詩含神霧》記載「握登見
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57，舜是因握登，即女登感虹所生之子.跟他一樣是
感虹而生的還有白帝朱宣。
《春秋緯．元命苞》
（卷上）中，
「大星如虹下流華渚」
58
，因此其母所感之物有可能是虹，也有可能是流星。女節在夢裡接過此自然現
象而交感以後便生下了朱宣。感虹以外，還有感大電光而生的天帝。《玉函山房
輯佚書》輯《河圖稽命征》寫道 「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極星，照耀郊野，感而
孕二十五月，生黃帝軒轅於青邱。」59。除了天帝感自然現象而生之神話外，在
《麼經》中也有記載布洛陀的母親在山坳迎風後受孕，懷胎九月生子。以上幾個
例子中，女主人也是感自然現象而懷孕。舜感虹而生，白帝朱宣等沒有直接與自
然神接觸，但透過意念與風、光、虹交感而生，即屬意念感生。
2. 感生情節（或媒介）
感生神話有不同的感生情節或媒介，而魏欣對於漢代緯書的神話作了深入研
究，並把感生神造的情節分為五大類，分別是吞物、履跡、感龍、天象以及夢兆。
而本文將按照其分類方式加以發展。
（一） 吞物
吞物感生的神話即女主人吞下了物件而神祕地懷孕產子。在吞物中很大部分
是吞卵而感孕。例如殷始祖契的感生(參考表一)，便是其母親簡狄在行浴之時「見
玄鳥墮其卵」60，取之吞下並懷孕而生下契。
除吞卵以外，也有其他例子。如禹的母親吞下了「薏苡」而生下禹。薏苡是
植物的果實，外形為圓球體狀，亦稱之為草珠，其外貌與卵十分相似。以上吞物
感生的神話中，女性都是吞下了呈圓球體的物件而生子。而圓球不單像女性卵子
之形，更像母腹之形，感生而產下的眾子因圓形之物而生，也象徵了他們從母腹
而生。

57

黃奭輯：《詩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頁 6。

58

馬竹書輯：《玉函山房輯佚書》
（揚州：江蘇廣陸古籍，1990 年）
，頁 361。

59

轉引自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年）
，頁 328。

60

同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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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履大跡
履大跡而生的包括了東方天帝伏羲及周始祖后稷。伏羲以及后稷均是母親踩
在大腳印之上而感孕。

《詩含神霧》：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犠。61
《史記‧周本紀》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
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以為不祥，棄之隘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夕人。遷
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
因名曰棄……。62
以上兩則神話雖沒有提及到留下大跡之主人公，但根據吳天明分析認為，大
跡是雷神所留下。例如在伏羲的引文中，提到母親是在西澤中踩大跡，而那是雷
神的所在地，故伏羲是雷神與華胥感應而生下之後代。
（三） 感龍感神龍
龍在中國文化中是一種十分神祕及神奇的動物，先民對龍亦相當尊崇，其圖
騰更經常出現在先民的生活中。龍是一種能夠通天的神獸，往往被認為是吉祥之
物，而龍更有降水和收水的神能，故以農業為主的先民對龍崇拜相當重視，因此
他們認為自己的始祖或天帝是龍的後代也不足為奇。感龍而生的天帝分別有炎帝
神農及堯，亦有學者如吳天明把伏羲感雷神（即龍神）之大跡而生的神話，歸入
感龍而生的類別當中。

《史記．補三皇本紀》
：炎帝神農氐，姜姓，母曰女登，為少典妃，感神龍而
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63
在《繹史．春秋合成圖》中記載了堯的母親慶都之出生：

堯母慶都，蓋大帝之女，生於鬥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地大雷電，有血
流潤大石之中，生慶都。」

61

楊建軍︰〈遠古帝王及三王感生神話考〉
，《西北民族研究》， 2 期（2000 年）
，頁 179。

62

轉引自袁珂：
《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1982 年），頁 215。

63

轉引自吳天明著：
〈中國遠古感生神話研究〉
，《江漢論壇》
，11 期（2011 年）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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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也有記載慶都與赤龍合婚以後產子，因而可見堯是赤龍之子：

《繹史．陶唐紀》：奄然陰風，赤龍與慶都合，有娠，而生堯。64
3. 感天象
天象包括了光、流星、大虹。先民對天象感到相當奇怪且神祕，而且他們並
沒有太多的瞭解，因此也會認為是神靈的顯現。
感大電光而生的有黃帝。《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河圖稽命征》記載黃帝的
母親附寶有感於大電光以後便懷孕生下黃帝。顓頊的母親亦有感於瑤光後懷孕生
子。
至於星，包括了流星、北斗星等都屬於星象。少昊的母親女節在兼帝時代有
感於「大星如虹」而懷孕。吳天明分析有可能是流星或彩虹。虹字亦解作虫，虫
在古代亦相等於龍，故此神靈或許是神龍。舜的出生也記載為「握登感大虹」，
當中的大虹看來像彩虹之意，因此大星、虹，可被認為是流星或彩虹。
4. 夢兆
夢是人類其中一樣不能解釋的抽象之物。現今透過心理學，我們知道夢是人
類的潛意識，但先民對於睡覺後所產生的畫面並無認識，因此他們會認為那些是
神靈給予啟示的其中一個途徑。神靈能夠進入一人的夢裡，給予資訊、警告或提
醒。母親在夢裡有感，夢醒後懷孕而生的有白帝。少昊的母親在夢裡看到大星，
然後在夢裡把其接著並因而有感懷孕。這可分類為感天象，但更切合其分類的則
是夢兆感生，因其在夢裡發生了整個過程：

《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春秋緯元命苞》：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
女節夢接，意感而生白帝朱宣。65

四. 感生神話出現之因？
對於自然界，先民往往以萬物有靈的觀念看待。他們對於天象、自然現象和

64

（清）馬驌：
《繹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頁 125。

65

同註 62，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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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物的出現或發生過程並不瞭解，因此他們認為這些自然物都是出於神靈。前
期的感生神話，多被解讀為母系社會之下所形成的產物，例如袁珂在《中國神話
通論》所說：

神話傳說中某個民族始祖的誕生，總是不平凡的。在只知道先妣，不知先祖
的原始母系氏族社會，人們為了要解釋其各族所從來，只好托為神話，將父性的
一方推之於動物、植物用至自然現象。這叫做「感天而生」，神話也就被命名為
「感生神話」66
根據以上引文，袁珂認為先民對於其氏族始祖的來源抱著神祕和神奇的幻
想，因此他們認為始祖也是從一些神靈而來。而在母系社會的體系之下，先民大
多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故感生神話中的女主人都有名可記，有跡可尋。例於表
一裡的所有帝王和氏族始祖的母親之名，分別有成熟(如女登、安登、握登)、美
妙的意思，可見原始先民對於先妣和女性的重視。而母系社會產出的感生神話，
則是不同氏族或人民用以解釋其所相信或尊敬之王，從不同的自然神靈而來的後
代。
除了母系社會之下產生的感生神話外，當父權社會與起後，以女主人感孕生
子的感生神話並沒有隨母系社會沒落而消失，反而成為了父權社會中「以女人作
為工具」的思想而繼續發展下去。然而，女人是否真的只被當作是工具，此文仍
會繼續探討。

五. 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
對於感生神話反映的是母系社會、父系社會，還是兩者交替的時期，學術界
展示尚未有定論。現將三種論調及學者的意見列之如下：
第一種論調認為仍處於母系社會。提出這論調的是學者郭沫若，他在《中國
古代社會研究》中指出感生神話反映知母不知父的現象，這是群婚制下雜亂性交
的結果，故認為感生神話所反映的是母系社會的狀況。67
第二種論調認為三代始祖（禹、契、后稷）的感生神話反映母系社會已過渡

66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8 年），頁 19。

67

郭沫若：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轉引自王小健：
〈
「知母不知父」與商周始祖的感生神話〉
，
《歷
史教學》
，6 期（2006 年）
，頁數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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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父系社會。支持這說法的學者有王小健、劉寶才等人，霍然更指出「大約從鯀

禹啟時代開始，我國黃河流域的氏族部落先後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過
渡。」68認為在夏朝時，中國已先後從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
第三種論調認為感生神話所反映的是母系和父系社會交替的時期。例如曹書
傑、王志清指出「姜嫄、后稷時代及其所屬部落，當處於母系氏族社會與父系氏
族社會的交替時代，是父系氏族社會前期」。69學者吳天明亦認為感生神話「反

映的正是母系氏族社會末期父系社會早期女性作為核心而男性尚處於輔助地位
的事實。」70
也有學者如姜韞霞認為：「這些感生神話產生的時代背景究竟是不是原始社

會，是母系氏族還是父系氏族，從時間上已經很難作嚴格的考證。……從成書時
代看，記載這些神話的史料的成書年代早已不是原始社會。」71認為要確切考究
契、后稷時期的社會究竟是母系社會還是父系社會，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本文認為第一、二種說法有偏頗之處，第三種則較合理。下文將主要反駁第
二種論調，並提出母系社會的特徵如何在這些感生神話中體現。

六.

母系社會與父系社會72

在進行論述之前，須先瞭解何謂母系社會、父系社會。據童恩正、汪寧生等
學者所言，所謂的母系社會，主要指世系按照母親來計算，親屬關係、繼承關係
以母方血親為準。73換言之，母系氏族社會的特徵是女性在社會中處主導地位，

68

霍然：
〈鯀禹啟家族的崛起與母權制向父權制的過渡〉，
《浙江社會科學》
，3 期（2000 年年）
，
頁數不詳。

69

曹書杰、王志清，
〈后稷感生傳說的文化內涵解析〉
，
《民族研究》
，期數不詳（2011 年）
，頁數
不詳。

70

吳天明：〈中國遠古感生神話研究〉
，《江漢論壇》
，11 期（2001 年）
，頁 2。

71

姜韞霞：〈從性別角度看始祖誕生的感生神話〉，
《江淮論壇》，4 期（2004 年）
，頁數不詳。

72

由於母系制及父系制的定義和特徵比較複雜，下文只列與本文論述有關係之特徵。詳細資料
可參見呂振羽著：
《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
（外一種）
（上）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頁 105-148。

73

童恩正：〈摩爾根模式與中國的原始社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3期（1988年），頁數
不詳；汪寧生：〈易洛魁人的今昔——兼談母系社會的若干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
期（1994年），頁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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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屬於母系的氏族，以母的姓氏為姓氏，反映女性的社會地位高於男性，以及
突顯其生殖之功。這形成上古時期人們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現象。例如「舜母
生舜於姚墟，因姓姚氏」74、「后稷母有駘氏女，稷亦封於駘」75和「厥初生民，
時維姜嫄」76等記載，舜、后稷等人皆從母姓。即使現在在雲南瀘沽湖地區納西
族的母系親族中仍流傳「無男不愁兒，無女水不流」、「生女重於生男，女兒是
根根」的諺語，明確表達出婦女是人類傳宗接代的主體的觀念。77可見，在母系
社會下，女性的地位較男性高，權力亦比男性大，在氏族中，女性獲得崇高的尊
敬。而母系社會與父系社會的主要區別，是以女性為本族的直系承襲，相反父系
社會則以男性為本族的直系承襲。
至於父系社會則是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上述提到以男性作為本族直系承襲的特
徵，母系承襲因而遭到排斥，確立男系父子兄弟的世相承襲制度。此外，從母姓
亦轉變為父系叙姓。婚姻制度也從母系社會的對偶婚78變為一夫一妻制。在父系
社會中，男人處於支配位置，權力和都為高於女性，女性則變成被動和受支配的
角色。

七.

「從感生神話推論契、后稷時期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
說法的論據

1.

所感之物為男性象徵（強調男性的生育之功）

（一） 踩腳印
以伏羲之誕為例，根據《太平禦覽》卷七八引《詩含神霧》
，
「宓犠」母親華
胥踏上了雷澤的大跡，留下大腳印的是「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79，可見

74

轉引自呂振羽著：《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
（外一種）
（上）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頁 108。

75

同上。

76

姚小鷗著：《詩經譯注》
（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9 年）
，頁 496。

77

郭玉峰：
〈生育權的嬗變：
「生父」身份的確認與父系制的確立〉
，
《雲南社會科學》
，2 期（2005
年）
，頁數不詳。

78

對偶婚是一種共夫共妻的兩性關係。意即每個婦人都有一個主要丈夫，但並不能禁止她的主
要丈夫去和其他女人發生性愛關係，反之亦然。

79

同註 62，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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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雷神，而伏羲的形象跟其父親十分相似，是「蛇身人首」80。蛇跟龍在
古代出土文物中有演化的情況，有指初期古人畫的大虫代表龍的意思，而大蟲是
照蛇的形象而畫，至後代漸增加有巨爪、龍角等的元素。先說龍蛇之形象，學者
認為是男根的象徵。由於龍在中國文化是雄性動物，而且頭部跟蛇一樣呈現男根
的形狀，故古人以此象徵男根，而學者認為此象徵突出了父權至上，作為天神令
女人懷孕的。另外，學者認為腳印也是男根之象徵。在出土的古壁畫裡經常會出
現「三足金烏」
。鳥本來只有一雙腿，多出來的第三隻腳是男根。在吳天明的《中
國神話研究》裡則提到「今稱男女有性關係，叫做『有一腿』，也是以『腿』取
男根、男子性交之意。至於『履』
，則是性交的象徵。」81因為動物交配時，雄性
動物皆以腳踩在雌性動物身上，故「履」其實是指男女交合，而履大跡則是與男
子交合之意。因以上龍和大跡也象徵著男根，故學者認為女性在此只是生育工
具，真正令女生下神子的，是神所留下的腳印和男神本來所具備的神力。從神話
反映出男性的生育之功，學者因而認為當時已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

三足金鳥壁畫82
（二） 吞卵
吞卵、亦可寫作吞蛋。以殷契的例子，其母簡狄看到玄烏生下鳥蛋，於是取
其吞下，不久便懷孕生下契。又舉秦始皇大業為例子，他母親也是吞下了玄烏所
生之卵感孕而生子。當中的玄鳥卵亦是男根的象徵，或是男女交媾的隱語，同樣
突顯男性於生育上的重要性，改變了母系社會時強調女性生育之功的特徵。
（三） 感自然現象
即使女性所感之物屬自然現象，但在先民的觀念中，此等自然物也是有靈有
性，是神化身而成。例如黃帝之母附寶所感的大電光繞北斗極星，實是龍神。因
為《河圖帝紀通》中：「黃帝以雷精起。」雷精，即龍神，亦即男神。至於感風
感虹等所生之子，也是從代表男神之自然物而感生出來，因此認同父權社會產物
之說的學者會認為，感生神話當中最關鍵和直接的元素是男神的功能而非作為導
體的女性。

80

同上。

81

同註 59，頁 208。

82

可參考網頁：http://www.36172417.com/2012/08/22/cro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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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天而生的是男性
學者認為感生神話除了反映男性的生育之功外，當中所產下的皆是男性，如
伏羲、炎帝、黃帝、白帝、顓項、舜帝等，這些男性不是英雄，便是後來的氏族
領袖，均取得非凡的成就，這是當時從母系制過渡為父權制的論據之一。后稷便
是因為在農業上的成就使其成為姬周氏族的領袖，並延續著血緣後裔——姬姓周
人，具備了父系社會的家庭特點83，殷商的氏族始祖契亦如是。
2.

男性配偶神的出現
此外，學者袁珂指出，出現明確男性配偶神的神話，產生時期大約是從母權
制向父權制過渡的原始社會時期。84上述提到父系社會的婚姻制度由對偶婚轉變
為一夫一妻制，而男性配偶神於這些感生神話出現，無疑是父系社會一夫一妻制
3.

的體現。而這些感生神話中的男神又處於高高在上的地位，相對地，女性則處於
被動的地位，女性得以懷孕亦是因為感應到男神，強調了男神生殖的功勞（這在
上文已論述，不再贅述）。因此，學者認為契、后稷時期已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
系社會。

八.

母系制過渡至父系制之商榷

論據一、女性非絕對被動、被支配
在感生神話當中，雖然筆者認同男神的確起了不可沒煞的作用，沒有男神所
留下的元素而單靠女性，絕不能單性繁殖下一代。然而，在眾多感生神話中，女
性也有除了學者所認為被動地受感孕之外，也有主動接觸而感孕之情況，不能一
面倒認為單靠男根而孕育後代。在觸物神話當中，女性即使有意無意，她們也採
取了主動那一步。例如在九隆神話中，沙壹是主動接觸沈木而感孕，而履大人跡
的姜嫄和華胥，也是主動踩上腳印再感孕而生子。即使腳印本身由男神留下因此
有吸引的作用，但最後決定權也在於女性是否願意踏上。另外吞卵的例子更需要
女性吞下的動作來發揮感生的作用，因此這些女主人也是主動的感生。師帥認為
「人們對女性及女性生殖的崇拜達到了高峰。你看那一個個感生神話，都以女性
為主角」85。當時仍處於母系氏族社會。

83

同註 69。

84

袁珂著：《神話論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頁 78。

85

師帥：
〈對《史記》殷、周、秦起源神話的考量〉
，
《渭南師範學院學報》
，26 卷 9 期（2011 年），
頁數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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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感生神話中也有被動的例子，例如感自然物而生的便是最佳之例。女
性感風、感光等也不是自己的意願能控制，她們所看之物並不能自控，因此是為
被動式的感生。在這裡，男神當然起了絕大的作用。然而，母親懷孕生子的過程，
亦見證了男神沒有了女性作為引導，也沒法進行感孕而生的後果。所以感生神話
中的女性並非處於絕對被動或完全受男性支配的地位，她們的主動性不容忽視。
再者，雖然神話中突出了男性的生育之功，但女性在這方面的功勞仍無法否定，
仍具有母系社會的特點。
論據二、母系社會的特徵於感生神話的反映
母系社會的特徵之一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這從遠古的感生神話中有所反
映。如《玉函山房輯佚書》輯錄《河圖稽命征》有關黃帝的感生神話：

「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權星，照耀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黃帝軒轅於青
邱。」86
司馬遷《史記．殷本紀》及《史記．周本紀》亦分別記載：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
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87
「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
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
巷，……帝舜……封棄于邰，號曰后稷。」88
《河圖稽命征》及《史記》的引文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從黃帝到后稷所身
處的時期，都只記述生母名字，即黃帝的生母附寶、契的生母簡狄和后稷的生母
姜嫄，而不記生父。因為黃帝、契和后稷皆感神而生，他們的生父不是實實在在
的人，而是「大電光」89、「玄鳥」或「巨人跡」等神靈，但著墨甚少，其面貌、
形態根本不知是如何，后稷感生神話中的巨人更由始至終沒有出現。這明顯反映
母系社會「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特徵。誠如學者於省吾所言：「《詩閟宮》傳

箋和《周禮．大司樂》鄭注，都說周人特立先妣姜嫄之廟，而不及后稷之父，是

86

轉引自吳天明著：《中國神話研究》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 年）
，頁 328。

87

同註 54。

88

同上。

89

據《河圖帝紀通》所載：「黃帝以雷精起。」
，「雷精」即雷神、龍神。附寶所感之「大電光」
相信亦屬雷神、龍神。同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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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證。周族當時……系母權制社會，還意識不到婦女懷孕系由
於『男女媾精』，遂產生了婦女感圖騰童胎入居體內而妊娠的虛幻想法。」90可
見感生神話是由於遠古之人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情況下產生。學者楊升南亦
言：「簡狄無夫而生子，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這正是母系氏族社會的特點。」
91

二是黃帝的出生地和后稷的封地是母家之地，後者尤為值得人們重視。姜嫄
是「有邰氏女」，后稷為姜嫄所生，那邰便是后稷的母家。他生於母家，長於母
家，最後又被封在母家之地。這又反映了母系於殷商、周代仍佔重要的社會地位，
若言當時已過渡至父系社會，似乎解釋不了為何不把后稷封於「父親」（帝嚳）
之屬地這個問題。再者，這些始祖母在當世和後世還是極其受人尊重的，例如《周
禮．春官．大司樂》：「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92立廟拜祭姜嫄，《詩經．
魯頌．閟宮》中有「赫赫姜源，其德不回」93等讚頌姜嫄的句子。從這點而言，
當時社會似乎仍處於以先妣為主的母系氏族家庭，母權仍重，故不能論定契、后
稷時期的社會已由母系制過渡至父權制社會。
此外，上文提到學者袁珂指出神話中出現明確的男性配偶神，其產生的時期
是從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的原始社會時期。94這論點與父權制的婚姻制度——一
夫一妻制有所關聯。然而，在這些感生神話中，雖有「男神」出現，但女主人「男
神」之間沒有明確的婚姻關係，有的女主人甚至已經有配偶，如姜嫄為帝嚳之元
妃，簡狄為帝嚳次妃，故能否將神話裏的「男神」稱之為女主人的配偶神，似乎
值得商榷。
進一步推論，感生神話所帶出的「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及母權仍重的訊息，
某程度上是肯定女性生育、孕育的能力，畢竟如黃帝、契、后稷等英雄、氏族始
祖或聖賢，都是女性所生，如果沒有女性的孕育能力，根本不能成事。如此看來，
感生神話對女性、對母系仍帶有尊崇意味。故學者以男神令女性感生，誕下的皆
是男性，而且是英雄或氏族始祖等有大成就的人物，因而推斷母系社會沒落，由
父系社會取而代之的論調，實有可斟酌之處。

90

于省吾：
〈論「履帝武敏歆」解——附論姜嫄棄子的由來〉
，
《中華文史論叢》
，期數不詳（1965
年）
，頁數不詳。

91

李學勤主編：
《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
（雲南：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
，頁 384 。

92

鄭玄注，賈公彦疏，彭林整理：《周禮注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頁 841。

93

同註 76，頁 654。

94

同註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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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據三、父權話語體系下的感生神話
學者認為感生神話中所誕下的嬰兒都是男性，日後更成為氏族始祖，是契、
后稷時期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的證據之一。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感
生神話、傳說雖然是原始性的，但隨時間推移，長期在民間口耳流傳，後來甚至
經過文人的潤飾、加工以至改寫，再記錄下來，相信已產生不少變化。從成書年
代而言，《詩經》、《山海經》等成書於春秋時代以後，《史記》更是漢代才成
書的，可見契、后稷這些感生神話的文字記載，其成書時代早已不是原始社會，
而是父系氏族制的社會。如果就成書年代而言，感生神話是父權制話語體系下的
產物。
在父權制社會之下，話語權操縱於男性之手。可能礙於原始感生神話反映的
母權制社會特徵，使父權受到威脅，因此男性故意改編神話以壓制、貶抑女性，
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通過改寫感生神話，男權意識於不知不覺間滲透其中，成
為父權制神話體系的一部分。95因此，感生神話中所產下的皆是男性，而不是生
女；對男性始祖的降生加以神化，藉以彰顯男性生育之功。例如后稷的感生神話
中，對感生過程的描述、詮釋，以及后稷被三棄而得到保護的種種神異，應是人
為的神化，是後世在流傳的過程中增添的，目的是維護父權。宏觀而言，則這些
感生神話有追溯帝王系譜的意味，具有維護政權的目的，故漢緯書或以後的正
史，皆載有帝王感生的文字記錄。歷代帝王都試圖神化自己的出身，以顯示自己
天命所歸、與眾不同。
既然話語權掌握在男性手中，又在神話中滲透男權的意識，當中對男性、男
神之偉大的敘述，有多少是值得相信的呢？所以，若然單憑這些父權話語體系下
所記述的神話，以父系社會的產物上推古代的社會狀況，並以此論斷契、后稷時
代已由母系社會過渡至父系社會，似乎仍有商榷的餘地。
另一方面，對於感生神話反映的是母系社會的說法，
《毛詩正義》卷十七〈生
民篇〉：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96《尚
書大傳》鄭注雲：
「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97學者呂振羽由此指
出感生神話無疑是關於母系制的神話傳說，蓋因後代的帝王追溯其男系世系時，
一追溯到母系，無法再追敘下去，因此輾轉出現這類神話。98再者，不是所有感

95

同註 71。

96

孔穎達疏：《毛詩註疏》（出版地不詳：商務印書館，1964 年），頁 1448。

97

同註 73。

98

呂振羽著：
《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
（外一種）
（上）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
，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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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神話都只生男性，如《麽經》記載的感水生子神話中，便有州宜婆在下游洗澡，
喝了混沌99（在上游洗澡）的汗水污垢而致孕，誕下了子和女的神話。故不能憑
感生神話只生男子為理據，去證明當時社會由母系制轉為父權制。

九.

結論

感生神話中所反映的氏族社會狀況為人所重視，一些學者便以契、后稷的感
生神話，推論他們身處的時代由母系社會轉變為父系社會。然而，若回歸文本及
細讀文本，便會發現神話中的女性並非一面倒處於被動或受支配的位置，她們的
主動性不容忽視。而且，母系制社會的特徵在這些神話中仍有所反映，加上感生
神話隨時間推移，在民間流傳，到用文字記錄下來的時代，已經進入成熟的父權
社會，話語權操之於男性手中，這些神話已經過後人之手加以潤飾，對商、周氏
族社會狀況的反映，可信性已減低。雖然在這些感生神話中女性的地位有下降跡
象，但單憑這些感生神話以推論契、后稷時期由母系氏族社會過渡至父權制社
會，則仍有商榷之處。相反，因這些感生神話所反映的既有母系社會的特徵，也
有父系社會的特點，若推論其時處於母系社會和父系社會交替的時期則較為合
理。

99

混沌是《麽經》神話中的氏族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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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表一：帝王以及氏族始祖的感生神話
主人公

所感物

母親

引文

契
(殷始祖)

吞物

簡狄

《詩經‧商頌‧玄鳥》
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
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
契。100

后稷

履大跡

姜嫄

《史記‧周本紀》

(周始祖)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
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
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以為不祥，棄之隘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
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夕人。遷之，而棄渠
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
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101

伏羲
(東方天帝)

履大跡

華胥

《詩含神霧》
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犠。102

神農
(南方天帝)

感龍

安登

《史記‧補三皇本紀》
炎帝神農氐，薑姓，母曰女登，為少典妃，感
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
姓。103

黃帝
(中央天帝)

感電光

附寶

《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河圖稽命征》
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權星，照耀郊野，感而孕
二十五月，生黃帝軒轅於青邱。104

顓頊
(北方天帝)

感瑤光

女樞

《緯史》卷七注引《詩緯含神霧》
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105

少昊

感星

女節

《玉函山房輯佚書》輯《春秋緯元命苞》

100

同註 62。

101

同上。

102

同註 61。

103

同註 63。

104

同註 61，頁 180。

105

同上，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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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天帝)

黃帝時，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意
感而生白帝朱宣。106

堯
(三皇)

感龍

慶都

《繹史．春秋合成圖》
堯母慶都，蓋大帝之女，生於鬥維之野，常在
三河東南。天地大雷電，有血流潤大石之中，
生慶都。」
《繹史．春秋合成圖》
「奄然陰雨，赤龍與慶都合婚，有娠，龍消不
見。107

舜
(三皇)

感星

握登

《詩緯‧含神霧》
握登感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108

禹
(三皇)

吞物

修己

《論衡‧奇怪》
禹母吞薏苡而生禹。109

106

同註 62，頁 171。

107

同註 61，頁 181。

108

同上。

10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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