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玄天上帝神格及信仰探源 

第一節 北方玄武信仰 

一、日月星辰崇拜 

《周禮〃大宗伯》載〆「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

祭祀是《周禮》祭祀體系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春官〄典瑞》載〆「祼圭有瓚，以祀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春官〃占夢》載〆「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卲凶」。 

 

《禮記〄月仙》裡有比較完備的四季系統。現摘錄如下〆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

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膻，

其祀戶，祭先脾。（《禮記〄月仙〃孟春》）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中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

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禮記〄月仙〃孟夏》） 



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音宮，律中黃鐘之

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溜，祭先心。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

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

祀門，祭先肝。（《禮記〄月仙〃孟秋》）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

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

其祀行，祭先腎。（《禮記〄月仙〃孟冬》） 

 

這是一個由五帝、五神構成的系統，五帝分別是太皞、炎帝、黃

帝、少皞、顓頊，五神分別是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五帝

在文獻中是古代帝王，五神則是臣子。《月令》五帝、五神排列次序

很特殊，是空間與時間的融合。黃帝是中央帝，與四季帝並列，在今

天看來很不協調，容易讓人覺得這種思維很不嚴密，實際上它符合原

始思維的特點。這是一個宇宙模式，黃帝坐中央，不主季節，餘四帝

分處四方，各主一季。這種安排，與殷墟卜辭很接近：以商為中，四

方神分處四方，各主一個季節。 

對於日月運行規律的認識開啟了人類的智能，提高了古人生存的

自信心。每一次對星象規律的認識，在人類自身的發展史上都是了不



起的進步。古人對於這些原始的曆法學家給予最高的禮遇：賦予他們

以神格，他們獲得日月之母的殊榮。關於他們的事跡與原有的日月星

辰信仰結合起來，形成動人的神話。 

 

《山海經》中也有一個四方神系統。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海外南經》)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海外西經》) 

北方禺疆，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海外北經》)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海外東經》) 

 

《山海經》中的四方神顯然被《月令》納入自己的體系中。在《

月令》語境中，五帝是五位人帝，所以要找來四方神作為陪襯。這個

四方神體系的貢獻在於為理解《月令》提供了形象資料，補充了神話

信息。 

 

《淮南子‧天文訓》是對《月令》系統的發展，介紹更加細化，

將五方與四季的關係說得更清楚，對五帝之神說作了有利於讀者理解

的調整，增添了一點神話細節： 

 



何謂五星〇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羲，其佐句芒，執規

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

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

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

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

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

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

其音羽，其日壬癸1。 

 

可以說，《天文訓》是《月令》的精確表達，特別是將五帝神改

為五帝之佐，又增加五星作為新的五帝神：五星，改變了已經不符合

漢代天文星象的「昏建」情況。至此，五帝、五神、五方、五季、五

星神話體系最終完成了。這個神話系統的發展軌跡完全符合由簡而繁

、後出轉精的規律。 

 

《周禮》有關星辰的描述，有以下材料〆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

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春官〃馮相氏》） 

                                                 
1劉安：《淮南子》，見《諸子集成》，上海書店出版社 1986 年版，影印本第 7 冊第 37頁。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卲凶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

相觀天下之妖祥。（《春官〃保章氏》）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

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旗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

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

象弧也。（《考工記〃輈人》） 

 

中國古代曆法的起源並不難理解。古人首先採用的是物候紀時法

，例如動植物、風雪雨霜以及星辰，《大戴禮記．夏小正》中，物候

紀時佔有很大比重。後來由於星辰觀察經驗的積累，古代曆法家發現

了某些星辰的出現與季節有相當的一致性。例如大火星，就是著名的

心宿，大約在公元前 2400 年前後，它的出沒規律是在春分那一天的

黃昏 

從東方升起2，這時候，應該開始一年的農事了，於是人們開始放火

                                                 
2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科學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0 頁。 

 



燒荒。由於使用火耕，人們也將這一顆星叫作「大火星」3。中國古

代天文學圖式表達了古人的宇宙觀，可以說既是當時社會的政治體系

的投影，又是神話與天文學的結合，在看似荒謬的形式下比較可靠地

完成了確定年歲季節的使命。這套體系的核心部分是北斗星的運轉。

在古人看來，北斗星斗柄旋轉一周，大約是一個太陽年。在視覺上，

由於北極星〈圖 1.2.3〉終年不動，而北斗有規律地作圓圈式自轉，

古人便以為那裡就是宇宙的中心，上帝就住在那裡。 

 

二、北方之極 

 

《莊子〃大宗師》云〆「顓頊得之，以處玄宮々禺強得之，立乎

北極。」 

 

《墨子〃非攻》云〆「昔者三苗大亂……高陽乃命玄宮，禹親把

天之瑞仙以征有苗。」 

玄宮者，是《史記〃天官書》所謂「北宮玄武」，也即《禮記〃

月仙》所謂「玄堂大廟」。《禮記〃月仙》言三冬之神與天子之居曰〆 

孟冬，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天子居玄堂左個。 

                                                 
3
 據龐朴《火曆初考》，《當代學者自選集．龐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1999。 



仲冬，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天子居玄堂大廟。 

季冬，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天子居玄堂右個。

4 

 

《爾雅〃釋天》曰〆 

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時和。 

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5 

 

郭璞注云〆「虛，在正北，北方黑色。顓頊水德，為北方。」虛

為二十八星宿之一，位在北方，於九天屬玄天。 

 

《淮南子〃時則訓》曰〆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仙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

雹霜霰、漂潤群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6 

顓頊位於北方之極，處於又寒又凍的地方，可見他們確實是北方

冬日之神。《呂氏春秋．孟冬紀》：「其帝顓頊，其神玄冥。」高誘注

                                                 
4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禮記》。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 340、344、346。 

 
5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年，

卷五，頁 15、25。 
6
 【漢】高誘《淮南鴻烈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年，卷五，頁

24。 



明白地說明顓頊是北方之神、處北冬天之時，且為水德之神：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為

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昊氏之子曰循，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

。7 

神話說在北方之極，自九澤而窮夏晦之極，往北到令正之谷，有

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群水之野一萬二千里的地方，就是黑帝

顓頊和玄冥所司的地方。 

 

三、玄冥（禺強）(圖 4) 

 

玄冥，神名，是為水神。《左傳〃昭兯十八年》〆「郊人助祝史除

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杜預注〆「玄冥，水神。

」8漢張衡〈思玄賦〉〆「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所以玄

冥與水的關係密切。 

 

                                                 
7
 【漢】高誘注《呂氏春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 年，卷十，頁

11-12。 

 
8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 840。 



玄冥亦被稱為冬神。《禮記〃月仙》〆「（孟冬、仲冬、季冬之月）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劉向〈九歎〃遠遊〉〆「尌顓頊而敶詞兮，考

玄冥于空桑」王逸注〆「玄冥，太陰之神。」9玄冥乃有陰寒之意，所

以李白〈大獵賦〉云〆「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玄冥

掌雪。」10嚴寒的冬天乃歸玄冥所管。 

 

玄冥也是北方之神。《漢書〃揚雄傳上》〆「帝將惟田于靈之囿，

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顏師古注引應劭曰

〆「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也。」11所以玄冥為顓頊主神，

和顓頊一樣屬北方之神。清付的徐昂發〈雁門關〉詩〆「玄冥操斗柄

，制此天北戒。」便是採用此意。 

 

《楚辭〃天問》〆「日安不到〇燭龍何照〇」王逸注〆「言天之西

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12可見在古人心目中，

北方之太陽照不到的地方，是幽冥黑暗之所。玄冥的命名之意，正以

此也。《說文〃十上〃黑部》〆「黑，北方色也。」13玄冥作為北方天帝

                                                 
9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頁 311。 

10
 【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 30 

11
 【清】王先謙補注《二十五史．漢書補注》。台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頁 1523。 

12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頁 93。 

13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台北：萬卷樓圖書，1999年，頁 492。 

 



的屬神，以黑暗之意為名，可謂名實正相符。 

 

《左傳〃昭兯二十九年》曰〆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

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

祀也。14 

此處談及「重」為句芒，「該」為蓐教，「修」「熙」為玄冥，玄

冥為扶佐北方天帝之屬神。 

 

《山海經〃海外北經》〆「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

青蛇。」 

郭璞云〆「字玄冥，水神也。莊周（莊子大宗師）曰〆『禺強立于

北極。』一曰隅京。一本云〆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 

 

對於禺彊，袁珂有一番解釋〆 

又〈大荒東經〉云〆「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

，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

虢處東海，是為海神。」郭璞於「禺京」下注云〆「即禺彊也。」彊

                                                 
14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年，頁 922。 

 



、京一聲之轉。15 

 

袁珂認為〈大荒東經〉所稱之禺京便是禺彊，禺京（禺彊）處於

北海，是為北海海神，且其具有人面鳥身，兩耳各懸一條青蛇，腳踏

兩條青蛇，支配北方。袁珂又云： 

則作為北海神之禺京，……而北海海神適名禺京，又字玄冥。…

…其為海神之時，形貌當即是「魚身手足」。16 

 

袁珂指出玄冥乃為禺強，是北海之神，而此處更指出身為海神的

玄冥形貌是魚身手足的。《楚辭〃遠遊》曰「從顓頊乎增冰」，洪興祖

補注引太兯《金匱》云〆「北海之神曰顓頊。」5顓頊又成了海神，其

實海、水是相通的。因此，顓頊和玄冥皆是代表北方的水神、海神。 

 

 

四、四象二十八宿(圖 5) 

 

地球譬如一個滾圓的西瓜，不過這個西瓜是向北斜放著的。西瓜

                                                 
15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 248-249。 
16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頁 174。 



的蒂譬如北極，西瓜的中間一圈比如赤道。與赤道斜交另有一圈為黃

道。赤道與黃道斜交交角為 24°。有兩交點，一為春分點，一為秋分

點。 

 

地球上的星象，根據《史記．天官書》的記載，把這些“列宿部

位”劃分為五宮，也即五區。北極圈附近稱為中宮，赤道帶附近劃分

四宮，即東宮、南宮、西宮、北宮。中國位赤道北，地處北半球。北

極出地，南極入地。由於古代地理、交通的限制，南極附近的星座觀

察、認識不到，沒有再立一宮，即未再設一區。張衡《靈憲》所謂：

「在南者不著，故聖人弗之名焉。」南極星象，唐代以還，見識漸廣

，宋代蘇頌《新儀象法要》「始增渾象南極星圖」。 

 

中國的星象題名有其特色，「在朝象官，在野象物」，中宮是「紫

微大帝」及其子屬、正妃與藩臣所居，東、南、西、北四宮為蒼龍、

朱鳥、白虎、玄武四象，即為大帝的四神所守的區域。朱鳥或稱朱雀

，玄武或稱靈龜。張衡《靈憲》云〆「紫宮為皇極之居，太微為五帝

之廷。」「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首

于後。」這張星圖，看來很像上帝統治的天國的組織圖。北極圈內的

「紫宮」，是天上最高統治者所居，南宮太微垣的五帝座，是天上次



一等的統治者所居。黃道二十八宿分野區域，是由它的四種動物的神

守衛著的。這張星圖，儼然又似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組織在天上的反映

。 

 

古人「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17，是用以指導農業生產的。

它的發展、蹤跡是很顯然的。初是三辰時期，《兯羊》昭兯十七年傳

〆「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這時是以大火、伐及

北  

極為大辰，來定時節的早晚的。古代部落並立，「曆象日月星辰」，各

自測望，因而所用之辰，可能是有不同的。但文獻記載，只有大火、

伐及北斗三者而已。《左傳》昭兯元年記〆「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伐。帝用不臧，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々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

星。」可見辰（大火）及參（伐）用作辰星，是極早的。而且由於地

域的不同，所采之辰也是不同，傳說亦異的。在甲骨文中，相土之時

，已有關於火星的記載。18說明火為大辰，歷史悠久。 

 

                                                 
17

 《尚書．堯典》。 
18貞唯火五月。《殷曆譜交食譜》（后下三七．四）。 



繼為四陸時期，把黃道諸星分為四區，用以觀測。它的方法是定

某為東方之星。《堯典》有所謂四仲中星。《左傳》昭公四年有虛為北

陸，昴為西陸之說。《左傳》中雖無南陸、東陸，但鳥為南方之星19，

火為東方之星，以意補之，當即南陸、東陸，可以推見。黃道星宿分

出四仲中星，相應的在授時上就分出日永（夏至）、日短（冬至）、日

中（春分）、宵中（秋分），即觀測四陸，以定二分二至。這事行于西

周，繼而知有十二次。西周初年，發明「日月之會為辰」。其法以月

之三日始，從而上溯朔日月的所在，測定月對恒星位置的變化，以月

每日行程逆溯每月一日所在之處，是即日月交會之點，名曰朔。一歲

十二月，即十二交會點，因而分為十二次。推溯交會點，必須知恒星

月的日數。恒星月約為 28日，實約 27 1/3日；因有二十七舍或二十

八舍之分。《律書》引《書》曰：「七政二十八舍。」《史記考證》卷

二十七：「二十八宿列于《天官書》五宮者唯二十七，壁不與焉。《

爾雅》亦同。」是二十八宿原為二十七，後改為二十八。二十八宿起

，與四陸之分相結合，就衍變而為四象。四象即東方為蒼龍之象，南

方為朱雀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四象又稱四宮。

觀測天象，就遍及全天。 

 

                                                 
19甲骨文中有鳥星，鳥星乙巳夕有沒于西。見《殷曆譜交食譜》。 



五行說起，四宮與紫微垣諸星的中宮合，合成五宮，用來搭配五

行。這五個星區，諸星題名，就又重新整理一下。中宮譬之市朝，四

象比之分野。張衡《靈憲》云〆「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

」眾星羅布，或散或聚。它的取名，儼然就是人間的政治生活的反映

。曆學與星占學同時興起，至漢室「天人相與」之說，就更倡盛起來

。這學說一方面把星象學看成自然現象，另一方面又把它附會到人事

上去了。 

 

二十八宿的形成，其時蓋為春秋末葉到戰國中葉西周時二十八舍

只泛言四陸，還未實指星位，其後漸分，如室壁之分為二，且有分度

以明確之。戰國時有甘公、石申夫兩家之說。兩說大同小異，而以石

氏為精。漢後推衍石氏之說，遂成為歷史的傳統看法。《律書》宗甘

兯，其二十八舍為〆東壁、營室、危、虛、嬃女、牽牛、建星、箕、

尾、心、房、氐、亢、角、軫、翼、七星、張、注、孤、狼、罰、參

、濁、留、胃、婁、奎。《天官書》宗石申，其二十八宿為〆角、亢

、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營室、東壁、奎、婁

、胃、昴、畢、觜觿、參、東井、與鬼、柳、七星、張、翼、軫。 

 

春秋戰國之際，測定冬至在牽牛初度，立春在營室五度，古代曆



元從而確定。20戰國初年，就有六曆的創制。漢初所傳的六曆為：黃

帝、顓頊、夏、殷、周、魯曆，大概都是戰國初年時所制定的。六曆

中黃帝、殷、周、魯四曆，以冬至為曆元，顓頊曆以立春為曆元，那

是必在曆元既測定之後才有的。顓頊曆行于秦，漢初因之，太初曆實

沿六曆的成法而改進的。測定曆元，其時必隨之而有黃道二十八宿的

分度。甘公、石申曾測定百二十餘黃道及北極星的度數，著《星經》

，為世界最古的恒星表。其時約為公元前 306 年，較歐西脫列米氏

Ptolemy 的恒星表約早二百年。21黃道既有分度，那時二十八宿次序

及命名可能又加整理。其法是一方面繼承舊有的星宿，同時，又增補

新的，加以系統化，四陸就衍變成為四象。五行說與又將中國所見的

北天、紫微垣內諸星22與四象相配，成為五宮，變成“天數五”23入漢

以後，天人之學盛行，星占之說幾成為天文學的首席。司馬遷作《史

記》，也嘗以“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期，可見

這五行說的被重視。從此可知中國的二十八宿自成系統，由來也漸，

是粲然可考的。 

今觀二十八宿命名，皆可解釋，其訓詁皆符合於星象及古文字學

，是可以說明中國的二十八宿，乃是自己產生的，不是外來的。竺可

                                                 
20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度，顓頊曆立春在營室五度。朱文鑫以歲差考之,立春在營室五度，其時

約距今二千三百年，在周烈王時也。冬至牽牛五度，其時在立春點測定之十余年也。見《天文考

古錄》。 
21以上參考新城新藏《東洋天文學史》。 
22略同於所謂永照圈，即指終年不沒於地諸星。 
23

 《易．系辭》。 



楨師曰：“我國有二十八宿，印度亦有二十八宿。即埃及、波斯、阿

拉伯亦有二十八宿。近百年來，歐美人士對於二十八宿起源的地點，

爭論頗為熱烈，或主印度，或主中國，或主巴比倫，而國人對於此問

題，反瞢然若無所知！”24又日本《大百科全書．二十八宿》：「二十

八宿，印度、巴比倫、埃及均有之。相類似處極多，不可能各自獨立

創造，恐是有一處先創立，依次傳入他邦。起源何處，迄今不明，為

東方古代史中一大問題也。但二十八宿說源於四千年前，可無疑義。

有學者認為二十八宿為中國首創，春秋時傳入印度，再及於巴比倫、

埃及等地云云。」（鈴木）因此，研究這一課題，是有它的歷史意義

和國際意義的。關於二十八宿釋名，國內外學者注意者尚少25，一般

解釋是簡明的或不恰當的26。從釋名旁證中國的二十八宿是自己創立

的，不是外來的，這就沒有人說及了。 

 

中國的二十八宿命名、取義是和星象及古星象學的發展、古文字

學和古代人民的生活相符合的。 

                                                 
24

 《二十八宿起源之時代與地點》，《思想與時代月刊》第三十四期。 
25李約瑟先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曾有論述，所釋異同，讀者可自辨之。 
26如王力先生主編《古代漢語》下冊《古代文化常識》中所述者。 



我國古代，把黃道帶上星象劃分，用來觀象授時，考察五星，尋

檢日躔月離。分成九分，《淮南子．天文訓》稱為九天；分成十二分

，《爾雅．釋天》稱為十二次；分成二十八分，《史記．天官書》稱為

二十八宿。《呂氏春秋〃圜道篇》云〆「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

道也。二十八宿始於角，終於軫。」從角、亢、氐、房、心、尾、箕

以次，這些星象的取名，自古名物訓詁角度視之，可以說明它是含有

特定的意義的。 

 

黃道二十八宿古天文家把它分為四個區域：東西南北──蒼龍、

白虎、朱雀、玄武。張衡《靈憲》對這天象，曾用文字描繪云：「蒼

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首于後。」《禮

記．曲禮上》形容師旅威武，因用天象四獸命名，並云：前朱鳥而後

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玄武七宿是斗、牛、女、虛、危、室、壁

，此七宿西人分屬人馬 Sagittanius、寶瓶 Aguarius、英仙 Perseus

三座，虛、危是玄武的主宿。《史記〃天官書》云〆「北宮玄武〆虛、

危。」玄武是龜，或云龜蛇。《考工記》云〆「龜蛇四游，以象營室。

」《石氏星經》云〆「牛，蛇象々女，龜象。」一般以蛇龜為玄武。(

圖 6)何以取名玄武〇洪興祖云〆「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

。身有鱗甲，故曰武。」 



 

五、北宮玄武（虛、危、室、壁） 

 

虛、危、室、壁，這四宿的命名，它的內容都是與建築有關的。

虛即墟字。《禮記〃檀弓》云〆「墟墓之間。」陸德明《釋文》墟作虛

。《說文》無墟，有虛。虛云〆「大丘也……丘謂之虛。」段玉裁注云

〆「虛者，今之墟字。」《莊子〃秋水篇》云〆「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虛也。」王念孫曰〆「虛與墟同。」《廣雅》「墟，凥也。」凥

，古居字。古付都邑，常是丘居的。《春秋〃隱兯七年》〆「城中丘。

」《左傳〃昭兯二十五年》〆「城丘皇。」都是說古付城丘而居的。不

過城如毀滅，社稷亦遷，乃丘尌改稱為墟。《左傳〃昭兯十七年》〆「

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尚書大傳》〆「微子將往朝周，過殷

之故墟。」這墟義又引申出來〆「虛本謂大丘。大則空曠，故引申之

為空虛。如魯，少皞之虛々衛，顓頊之虛々陳，大皞之虛々鄭，祝融

之虛。皆本帝都，故謂之虛。」27墟是舊居的地，既已荒廢，虛義引

申出來就有居宅無人的意思。《莊子〃人間世》云〆「國為虛厲。」《

釋文》「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為厲。」《爾雅〃釋文》「元枵，虛

也々顓頊之虛，虛也々北陸，虛也。」元枵是虛宿的次名。元通玄。

                                                 
27

 《說文》段注。 



虛宿位在正北方，方位是黑色。枵有耗意，耗有虛意。因而虛宿稱為

元枵。《天官書》云〆「北宮，元武虛危……虛為哭泣之事。」《正義

》〆「虛二星。」不明亮。《晉書〃天文志》云〆「虛南二星曰哭，哭東

二星曰泣，皆近墳墓。」這些解釋，都是從虛義生發開來，附益上去

的。 

 

危，《喪大記》云〆「棟上也。」《史記〃魏世家》云〆「痤因上屋

騎危。」《集解》〆「危，棟上也。」《索隱》〆「《禮記》‘中屋履危’

，蓋升屋以避兵也。」《論衡〃說日篇》云〆「如屋上之人，在東危若

西危上。」危是古器物名，好像今人說的屋脊。《天官書》云〆「危為

蓋屋。」《晉書〃天文志》云〆「危三星，主天府市架屋。」《隋書〃

天文志》云〆「危三星，主天府天庫架屋。」《宋史〃天文志》云〆「

危宿三星，在天津東南，為天子宗廟祭祀，又為天子土功，又主天市

架屋受藏之事。」危宿三星，一高兩垂，其形適如屋脊。因此，危宿

取名，星象與字意是相符合的。 

 

室，又稱為營室。營室原為四星，有東壁、西壁各兩星。《周官

〃梓人》云〆「龜蛇四游，以象營室也。」可知營室原是四星的。營

室東西兩壁對峙，成四方形。這形適如宮室之象。《天官書》云〆「



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可見《天官書》中還有記述

，把東壁放在室宿裡邊。張照《史記考證》因云〆「二十八宿列於《

天官書》五宮者，唯二十七，壁不與焉。」壁在室中，故二十八宿，

實為二十七宿。28《爾雅〃釋天》云〆「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

那尌把東壁從營室中分出，成為室宿與壁宿了。《詩〃鄘風》云〆「

定之方中，作於楚宮々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朱注云〆「定，北方

之宿，營室是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

室，故謂之營室。古代營建宮室，戶牖向南，常是辨方正位的。辨別

方位的方法一般是：晝考之於日，夜考之極星。但壁宿兩星過子午線

時，方向恰為南北，所以也可作為定向的標準。壁宿昏中，適當古人

農事既畢，上入執宮功之時。因而古人很自然地把東壁、西壁四星取

名為營室了。 

虛為丘墟，是營建的基地；危為蓋屋；室是營室；壁是室宿中的

一壁。自營室中分出，稱為壁宿。由此可知虛、危、室、壁四宿的取

名，是有相互關係的。 

 

第二節 龜蛇靈獸圖騰信仰 

                                                 
28此條竺可楨、錢寶琮兩師皆已引及，具有卓見。清人如錢大昕《史記考異漢．天官書》北方七

宿不及東壁，蓋傳寫失之。臧鏞堂《拜經日記》以史公不載壁宿，謂以軍壘壁為壁。孫星衍《〈史

記．天官書〉補目》遂補東壁。皆失之。 



 

一、四神崇拜及其內涵 

 

古代中國人首先是通過對自然物進行分類來從觀念上把握世界

的。關於動植物的分類，是其中最早產生的分類。當人們的分類觀念

到了能夠用類來表達的時候，他們就創造了一套關於宇宙論的術語，

例如所謂一元、二氣、三才、四象、五行、六極、七政、八維、九疇

。這些術語儘管仍然關聯著某種具體的自然物，但它們的內在涵義卻

是指向宇宙秩序的，因而包含了一種由主宰和崇拜相交織的情感滿足

，代表了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和掌握；又因此作為宇宙萬物的象徵，

成為人們膜拜的對象。 

 

作為四神崇拜之標志的「四靈」，也就是這樣一種擁有古老淵源

的詞語。它首先是關於動物分類的術語，原指鱗物、介物、羽物、毛

物四類動物。如《禮記．禮運》即認為龍是鱗物之靈、龜是介物之靈

、鳳凰是羽物之靈、麒麟是毛物之靈。這一看法代表了對四靈涵義的

早期解釋，即依據動物分類觀念或動物物種觀念所作的解釋。但當人

們利用這一觀念而加入宇宙論內容的時候，「四靈」的指稱範圍就大

大擴展了，從而兼具四方天、四方地、四種季節和四種色彩的涵義。



所謂「四靈」，遂被確定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青龍代表

東方大地和東宮星宿，象徵春季和青色，在五行中屬木；白虎代表西

方大地和西宮星宿，象徵秋季和白色，在五行中屬金；朱雀代表南方

大地和南宮星宿，象徵夏季和赤色，在五行中屬火；玄武代表北方大

地和北宮星宿，象徵冬季和黑色，在五行中屬水。這樣一來，「四靈

」便成為一套關於宇宙結構的符號，成為天地秩序的象徵。兩千年來

，人們代復一代，採用向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頂禮膜拜的方式，

表達了他們對大自然中一切精靈的尊崇。以下資料，反映了四神體系

形成時期人們對“四靈”的看法： 

 

《禮記〃禮運》〆「何謂四靈〇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

以為畜，故魚鮪不淰々鳳以為畜，故鳥不獝々麟以為畜，故獸不狘々

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 

 

這是對「四靈」一詞的最早記錄。在這裡，「靈」的意思是靈獸

。從中可知，古人原是以麟為獸類之神靈、鳳為鳥類之神靈、龜為介

類之神靈、龍為鱗類之神靈的。正因為這樣，他們才會認為，以龍為

畜，可以讓大魚小魚不驚駭亂竄；以鳳為畜，可以讓眾鳥不驚駭亂飛

；以麟為畜，可以讓諸獸不驚駭亂逃；以龜為畜，可以預知人情，使



其不致喪失。這意味著，「四靈」觀念最早是關於動物分類的觀念。

四靈之所以被配入四方天空，乃因為古人原已有獸類、鳥類、介類、

鱗類這種動物分類的思想知識的背景。 

 

《禮記〃曲禮上》〆「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

漢鄭玄注〆「以此四獸為軍陣，象天也。」 

 

在這段引文前面，有「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等

語。可見這段話是講周秦時期的儀仗。它的意思是說：國君出行之時

，前軍以朱雀為旗幟，後軍以玄武為旗幟，左軍以青龍為旗幟，右軍

以白虎為旗幟。其行軍布置乃效法天之「四象」。這說明，星空分區

是「四靈」觀念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 

 

《周禮〃冬官〃輈人》〆「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々鳥旟七斿，以

象鶉火也々熊旗六斿，以象伐也々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々弧旌枉矢

，以象弧也。」鄭玄注〆「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

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

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熊虎為旗，師都之所建。伐屬白虎

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玄武宿，



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這段話是講天子輈車之上所建旗的垂旒（斿）的數目。它進一步

證明「四靈」觀念是由於天象崇拜而得以形成的。它說：大火宿在東

方蒼龍宮中，其屬有「尾」，尾為九星，故交龍之旗用九斿；鶉火即

柳星，在南方朱雀宮中，其屬有「星」，星為七星，故鳥隼之旗用七

斿；伐為參宿中的星座，在西方白虎宮中，參、伐連體而有六星，故

熊虎之旗用六斿，營室、壁為北方玄武宮中的星座，共有四星，故龜

蛇之旗用四斿。在這段話裡，「四靈」指的是交龍、鳥隼、熊虎、龜

蛇等四獸。這意味著，「四靈」體系之形成，乃是三個觀念因素相互

作用的結果。除前面說到的動物分類觀念、星空分區觀念以外，還有

陰陽結合的觀念，因為交龍、鳥隼、熊虎、龜蛇這四種旗飾，每種都

繪為表示陰陽相合的兩物。在下面一段話中，這一觀念就表現得更加

明確了。 

 

《鶡冠子〃天權篇》〆「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

武。」《度萬篇》〆「鳳凰者，鶉火之禽，陽之精也々麒麟者，玄枵之

獸，陰之精也。」 

 



這裡的前一段話講兵法，主張「取法於天」，「求象於四時」。蒼

龍、赤鳥、白虎、玄武「四靈」，分別代表春、夏、秋、冬的品質。

後一段話講陰陽，鳳與凰一雄一雌，對應於南方鶉火星次，代表陽之

精；麒與麟一牝一牡，對應於北方玄枵星次，代表陰之精。由此可見

，在《鶡冠子》時代29有兩種「四靈」觀念：其一以蒼龍、赤鳥、白

虎、玄武為「四靈」，代表四方和四季；其二以交龍、鳳凰、麒麟、

龜蛇為「四靈」，與四方天空相對應，每一靈都是陰和陽、雌和雄的

組合。 

 

到漢代以後，「四靈」觀念基本定型，成為一個同五行相關的思

想體系。這一時期，「四靈」觀念的主要特點是系統化。其中一個典

型理論是《淮南子．天文》的「五靈」之說──依五行思想，以「五

靈」為五神獸： 

 

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々其神為歲星，其

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執衡

而治夏々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其音徵，其日丙丁。中央土也，其

帝黃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々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其音宮

                                                 
29

 《鶡冠子》傳為戰國時楚國隱士鶡冠子所作。《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道家著錄“《鶡冠子》

一篇”，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 



，其日戊己。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々其神為

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北方水也，其帝顓頊，其佐玄

冥，執權而治冬々其神為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 

 

而此後各家學說，無論四分或五分，亦不免受五行學說之影響：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像》〆「劍之在左，青龍之象也々刀之在

右，白虎之象也々韍之在前，赤鳥之象也々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

四者人之盛飾也。」 

 

王充《論衡〃物勢》〆「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々西方金也，其星

白虎也々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々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

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

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

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 

 

這種系統化的結果是：「四靈」的成員被固定為青龍（或蒼龍）

、白虎、朱雀（或赤鳥）、玄武四神。但在許多場合，人們仍然習慣

於先秦時期的表述；四靈體系往往因表述環境的差別而有涵義上的側



重。例如人們或以「四靈」為四神獸： 

 

舊題賈誼《惜誓》〆「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

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與。蒼龍蚴虬于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 

張衡《靈憲》〆「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

靈龜圈首于后。」30 

 

或以「四靈」為四方星空之精靈： 

 

《史記〃天官書》〆「東宮蒼龍，房、心。」「南宮朱鳥，權、衡。

衡，太微々……權，軒轅。」「西宮咸池，曰天五潢。……參為白虎

。‛‚北宮玄武，虛、危。」唐司馬貞索隱引《文耀鈎》〆「東宮蒼帝

，其精為龍。南宮赤帝，其精為朱鳥也。西宮白帝，其精白虎。北宮

黑帝，其精玄武。」 

《三輔黃圖》卷三〆「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靈，以

正四方。」王充《論衡〃龍虛》〆「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

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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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四。 



這些情況說明，四神既是一個同五行思想相關的宇宙論體系，又

是一個同五行理論相並行的獨立的思想體系。 

 

總之，我們可以依據以上資料，這樣來概括「四靈」信仰的基本

內涵和特徵： 

 

（一）「四靈」是對青龍（又稱蒼龍、交龍）、白虎（或麒麟、熊

）、朱雀（又稱朱鳥、赤鳥、鳳凰、鳥隼）、玄武（或龜蛇）這四種神

獸的總稱。就文獻資料看，四靈觀念形成於《禮記》、《周禮》所反映

的歷史時代，即西周至春秋戰國時代。 

 

（二）「四靈」的主要身份是動物神和天文神。作為動物神，它

是鱗獸、毛獸、羽獸、介獸等四大獸類的神性代表，又稱「四獸」；

作為天文神，它是東方星宿、西方星宿、南方星宿、北方星宿等周天

星宿的神性代表，又稱「四象」和「四星」。在關於四靈的各種表述

當中，這兩項內容是從不改變的。因此可以說，四靈觀念既是古代動

物崇拜和動物分類觀念的產物，又是古代天體崇拜和黃道分區觀念的

產物。換言之，四靈觀念是古代宗教知識和科學知識發展到一定水平

的標誌。 



（三）關於「四靈」，歷來的說法略有不同。《周禮〃冬官〃輈人

》以交龍、鳥隼、熊虎、龜蛇為「四靈」々《禮記》以麟、鳳、龜、龍

（或朱雀、玄武、青龍、白虎）為「四靈」々《鶡冠子》以蒼龍、赤鳥

、白虎、玄武（或交龍、鳳凰、麒麟、龜蛇）為「四靈」。漢付人則

多稱朱雀為「朱鳥」。此外有兩種「五靈」之說〆一是《淮南子〃天

文》所謂蒼龍、朱鳥、黃龍、白虎、玄武々二是漢付《春秋左傳》學

家所謂麟、鳳、龜、龍、白虎〆 

杜預《春秋左傳序》〆「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孔穎達疏〆

「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五

靈之文，出《尚書緯》也。……杜欲遍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 

 

宋羅泌《路史》卷二十三《帝甲》〆「漢儒之言左氏，以五靈妃五

方行而為之說，龍為木，鳳為火，麟為土，白虎為金，神龜為水。」 

 

這說明，在發展過程中，「四靈」體系接受了不同思想的影響。

但各種「四靈」學說的結構基本一致，其原因在於，它主要屬於一個

相對穩定的思想系統和天文學知識系統。 

 

（四）四神信仰在其產生和發展過程中，主要接受了以下思想的



影響：一是以四為度的方位觀念，包括前後左右的方位觀念和南北東

西的方位觀念。二是二十八宿理論。據考證，所謂「龍旂九斿」、「

鳥旟七斿」、「熊旗六斿」、「龜蛇四斿」，其斿數（旌旗垂旒的數目）

總共合於二十八宿之數。31三是陰陽學說，例如以交龍、龜蛇代表雄

雌相交，以鳳與凰、麟與麒代表牝牡相配。這種陰陽交合的觀念還見

於「龍虎交」、「鳥龜會」一類說法。四是五行學說，例如以四靈同「

東方木」、「西方金」、「南方火」、「北方水」等事物相對應。這四種思

想順序產生在不同時代，通過它們，可以了解四神觀念所經歷的階段

性的發展。 

 

（五）四神信仰作為一種理論或觀念，早在先秦時代，就已成為

一系列制度和風俗的基礎。它是宇宙結構的代表，是指導軍隊布陣的

準則，是制作旗物圖飾的依據。它的這些功能，主要來源於古代的天

象崇拜。因此，神聖數字觀的發展和四象二十八宿的起源這兩個問題

，是理解四神信仰形成史的重要環節。 

 

 

 

                                                 
31王健民：《周禮二十八星辨》，載《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三集，科學出版社 1984 年版。 

 



 

 

 

 

 

 

 

 

 

 

（六）在《准南子》時代，「四靈」學說就同五行理論結合起來

了。它並且一直影響到後世的思想。因此，我們可以用以下圖表，簡

要說明四神同各種文化符號的關聯： 

神獸 蒼龍 朱鳥 （黃龍） 白虎 玄武 

方位 東 南 中 西 北 

色彩 青 赤 黃 白 黑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帝神 太皞 炎帝 黃帝 少昊 顓頊 

佐神 句芒 朱明 后土 蓐收 玄冥 



法器 規 衡 繩 矩 權 

季節 春 夏 季夏 秋 冬 

五星 歲星 熒惑 鎮星 太白 辰星 

音律 角 徵 宮 商 羽 

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總而言之，在上古文化中，我們看到了兩個宇宙論系統：一是「

四方」系統，二是「五行」系統。「六合」系統由四方和天地組成，

可以看作對四方系統的發展。這兩個系統也可以說是兩種星占學的系

統：同四方觀念相聯繫的是恒星系統，它沿黃道星空劃出四象，是北

斗觀察和恒星星占的產物；同五行觀念相聯繫的是行星系統，五行所

用的金、木、水、火、土的順序，乃取自於五大行星的亮度順序。中

國早期天文學，事實上是這兩個星占系統的結合。 

 

以上兩個系統也可以說是兩支民族文化的表現。從先秦時候的歷

史資料中，可以看到周民族較為重視「四」和「六」、商民族較為重

視「五」的傾向。《周易》特別是強調「四」和「六」的，殷人祭禮

是設五色玉、祭五方帝的。此外箕子說殷人有雨、濟、圛、雺、克等

五種龜卜32，周人則卜用四龜，取「開龜之四兆」33皆形成鮮明的對比

                                                 
32

 《尚書．洪範》。鄭玄注：“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 
33

 《周禮．春官．卜師》。又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有云“殷人卜用五龜，周人卜用四龜”，



。一般來說，四方觀念應是古代中國的西方高原民族──主要從事游

牧生活的氐羌族系以及與氐羌同源的夏、周民族的傳統；五行觀念則

是古代中國的東方平原民族──很早就進入農耕生活的東夷族系以

及與東夷同源的殷商民族的傳統。從天文曆法的角度看，對於逐水草

而居的游牧民族來說，依據天象而作方位辨認是比較重要的事情，因

此，游牧民族很早就有四區、四維、四時一類觀念34。氐羌系的民族

（即語言學所謂藏緬語族的民族），遂往往有四獸（例如彝族和納西

族所說的四虎）推動天球的信仰35。 

 

《鶡冠子〃環流》所謂「斗柄東指，天下皆春々斗柄南指，天下

皆夏々斗柄西指，天下皆秋々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一方面同中國北方游牧民族依斗柄指向而定四時的習俗接近36，

另一方面也可溯源至《夏小正》。與此相反，對於居住在中國東部的

農業民族來說，通過時間辨認以確定農作之期是更重要的事情，所以

他們很早就關注了太陽的運動，以及與太陽視運動軌道基本一致的行

星的運動。以下兩件珍貴的天文文物恰好反映了上述對應關係：一是

                                                                                                                                            
香港大學出版社 1959年版。   
34鄧文寬：《鄂倫春族、赫哲族的物候和天文知識說明了什麼》，載《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二集，

科學出版社 1981年版。 
35

 《彝族天文學史》，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36鄧文寬：《鄂倫春族、赫哲族的物候和天文知識說明了什麼》。 



代表恒星系統的文物──中國最早的二十八宿（二十八個恒星星座）

。它見於曾侯乙墓，墓主姓姬，屬周族。其中二十八宿作二方（以龍

虎為代表）之分，而包含了四方（繪在方形漆箱上）觀念，其名稱與

石氏星經相近，而石氏是作為周之屬國的魏地人。37二是代表行星系

統的文物──中國最早的《五星占》文書。38它見於長沙馬王堆漢墓

，墓主是楚人，源於東方夷人：《五星占》帛書中的許多文字與甘氏

星經相同，而甘氏一說為齊人39，一說為楚人40，總之有東夷的淵源。

這些相互對應的情況說明，關於神秘數字「四」和「五」的民族屬性

問題，儘管有相當的複雜性，可以找到大量例外，但它們同史前經濟

生活及三代祭祀傳統的關係，卻是可以肯定下來的。 

 

回到四神內涵的問題上來，可以說，四神體系的思想基礎是夏、

周民族的宇宙觀。當這種思想同殷商時代的天文觀念、動物分類觀念

相遇合並相結合之時，這一體系便得以形成。公元前 9世紀以後，社

會紛擾，西周滅亡，源於殷商文化的五行說重新盛行起來，四神系統

遂再次獲得傳播的充分條件。因此可以說，四神是在商代產生、在周

                                                 
37王小盾：《火曆質疑》，載《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六集，科學出版社 1994年版；《火曆論衡》，

載《中國早期藝術與宗教》，東方出版中心 1998年版。 
38席澤宗：《中國天文學史的一個重要發現》，載《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一集，科學出版社 1978

年版。 
39

 《史記．天官書》。 
40

 《漢書．藝文志》。 



代成型並在春秋戰國廣泛流行的一組具有思想體系性質的神靈。41這

一判斷，恰好同前文所述的四神文獻的時代一致。 

 

可以補充說明的是：從四方、五行到六合，其發展線索並不單純

。四方、六合與五行的鬥爭，持續了很長的時間。陳夢家《戰國楚帛

書考》42曾對漢以前的時令書作過考察，認為這類書共有三系：一為

楚帛書，主四時、四方、四色、五木之精等；二為齊《玄宮圖》，主

四時、五方、五色、五蟲之火等；三為秦十二紀，主四時、五方、五

色等。其內容大略如下： 

 時 方 色 帝 神 五行 易火 兵 

楚帛書 四時 四方 四色 南方炎帝 祝融  五木  

齊玄宮圖 四時 五方 五色 北方炎帝  五氣 五蟲 
四

兵 

秦十二紀 四時 五方 五色 五帝 五神 四盛德   

淮南子時

則 
四時 五方 五色 （五帝） （五佐） 五德 

三或四

火 

五

兵 

禮記月令 四時 五方 五色 五帝 五神 四盛德   

洪範五行

傳 
四時 五方 四色 五帝 五神   

四

兵 

由此表可見：四時、四方、四色或五色的相配，是逐漸固定下來的。

先秦的資料多講四帝；五帝的提法產生較晚，且不穩定。同樣，先秦

的文獻多講四方之神，而不是五神，如： 

《楚辭遠游》 句芒 南疑祝融 西皇蓐收 增冰玄冥 

                                                 
41詳見本書第七章第四節。 
42陳夢家：《戰國楚帛書考》，載《考古學報》1984年第 2期。 



《山海經海外經》 東方句芒 南方祝融 西方蓐收 北方禺彊 

《管子五行》 東方蒼龍 南方祝融 西方大封 北方后土 

 

這份圖表印證了前文的看法──共工氏部落的土神（后土）較晚

加入四神或五行神體系；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關於四神有幾種不

同的提法──或作四靈，或作五靈。這個解釋就是：每一種神聖數字

觀念都有它特定的文化背景，都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台。在四神這種

具有宇宙觀性質的理論體系中，自然會留下它們的烙印。 

 

儘管從漢代開始，天文學文獻已經把四象改變為與五行相對應的

五象，但人們仍然只承認具有古老淵源的四象和四神；在四神崇拜中

，拱極宮（環繞北極的那片周年可見的星空）、中宮或帝廷的觀念是

十分淡薄的。儘管古代文獻對四神所代表的星區作了明確劃分，但墓

葬中的四神星象圖卻往往忽視這種劃分。儘管東西南北的方位配置是

四神文物制度中的重要一環，但許多墓葬卻實行前後左右的方位配置

而打亂東西南北的秩序。在《大漢原陵秘葬經》中，四路神甚至分派

在東北、西北、東南、西南四角。此外，四神文物中的玄武往往不作

龜蛇合體形狀，大部分有龜無蛇，少部分有蛇無龜，並往往被其他動

物代替。 



 

這種情況說明，作為陰陽構精之符號的龜蛇合體，在漢代以後已

讓位於龍虎交合（同時代表東西對立）與鳥獸交合（同時代表天地交

泰）。《論衡．物勢》所謂“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即表明

了一種新的陰陽化合的觀念。 

 

另外，四神同二十八宿合組，或四神同八卦、十二辰合組，代表

宇宙結構和宇宙神秘。這種情況突出體現了四神作為天文神的文化內

涵，但並不多見。其中的緣由是：現有的四神文物，主要是墓葬文物

，是對冥間世界的描繪，因而往往強調地下之四神。同樣由於喪葬文

化的影響，在民眾心目中積累最深厚的四神觀念，是與動物崇拜、方

位崇拜及辟邪意識相聯繫的四神觀念，而不是同星宿崇拜相聯繫的四

神觀念。 

 



二、圖騰時代的蛇崇拜 

 

以蛇圖騰為基礎而形成的蛇崇拜，在中國各民族的古老信仰中占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據初步調查，除漢族以外，這種蛇崇拜亦見於彝

、白、怒、傣、侗、壯、黎、傈僳、納西、珞巴、崩龍、哈尼等漢藏

語民族。蛇崇拜之所以流行廣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在於蛇

有廣闊的分布範圍，另一方面在於蛇具備特殊的生理質量。例如：蛇

行動迅速，進攻能力強，能吞吃比自己大得多的動物。故《天問》有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靈蛇吞象，厥大何如」的描述。毒蛇噬人

可瞬息致死，曾經是人類的天敵。故在古人的觀念中，蛇往往代表一

種凶惡的力量。蛇的生命力極為強盛，善於繁殖，能蛻皮，能冬眠，

斷肢能再生，其形又似男根之形，故古人將其視為不死的動物或具有

再生之力的動物，視為性能力的象徵。蛇無足而行，既能陸行，又能

水行，容易讓人產生乘風而行的聯想，故在古代有「螣蛇無足而飛」

43的傳說。以蛇為代表的爬行動物形態多樣，能伸展，能盤屈，有多

種多樣的斑紋；大者有巨蟒，小者有尺蠖，又有兩腳、四腳、兩首、

多首等奇異品種。故古人視之為神靈，有「九首」之說，又有「蛇化

                                                 
43

 《史記．外戚世家》褚少孫補引《傳》，《晉書．張華傳》。 



為雉」、「蛇化為龍」44之說。根據蛇崇拜的地域特點，我們還能認識

它得以成立的另一些理由；不過從一般意義上說，蛇是由於其神奇力

量、生殖能力和由此引發的恐懼和崇信，而被許多古老民族視為具有

血緣關係的神靈的。 

 

（一）以蛇為圖騰的古代民族 

 

古老的蛇圖騰的蹤跡，首先是從文字學資料中表現出來的。按「

蛇」字在古代寫為「它」，被古人看作蟲類動物的代表。《說文解字》

釋「蠻」字說：「南蠻，它種，從蟲。」釋「閩」字說：「東南越，它

種，從蟲。」這就指出了蛇對於蠻、閩兩族的圖騰意義。「蠻」指的

是曾經居住在黃河中游後來遷往南方地區的許多古老民族。它在炎帝

和黃帝時代有「九黎」之稱45，在堯舜時代有「三苗」之稱46，在商周

時代有「南蠻」之稱47。「閩」即「閩越」，是百越的一支，古人亦曾

視之為「蠻」。所以《國語〃鄭語》說〆「閩、羋，蠻矣。」48根據古

代文獻和民族學資料，我們知道，那些以蛇為圖騰的著名的民族，很

大一部分是屬於東夷、南蠻、百越系的民族。 

                                                 
44

 《荀子．勸學》。 
45

 《帝王世紀》，《國語．楚語》，《禮記．緇衣》孔穎達正義引《呂刑》鄭玄注。 
46

 《尚書．大禹謨》，《韓非子．五蠹》。 
47劉起釪：《戰國古史傳說時期綜考（下）》，載《文史》第 29 輯，中華書局 1988 年版。 
48

 《周禮．夏官．職方氏》“八蠻七閩”鄭玄注、賈公彥疏引《國語．鄭語》。 



 

以上所述，是中國古代蛇圖騰的大概。從中可以知道：蛇圖騰是

中國最重要的圖騰品種之一。它流行範圍甚廣，涉及同夏、越、蠻、

夷有關的許多民族。中原所建立的第一個王朝──夏王朝，亦在其文

化中保留了許多蛇圖騰的遺跡。這些民族的文化曾構成一代文化的主

流。這一點可以解釋：龍蛇崇拜何以會在中國的動物崇拜中占據至高

的地位。 

 

但從地理角度看，蛇圖騰仍然是一個富有文化個性的現象。它主

要流行在中國沿海和華南地區，其信奉者早期為東夷、吳越、蠻閩，

晚期為侗台、苗瑤和使用南方方言的漢族。這些民族，也就是最早從

事稻作的民族。考古學資料證明，蛇崇拜同稻作相結合的歷史非常悠

久。例如在河姆渡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從蛇形演變

而來的幾何紋飾構成最重要的部分。「如漩渦紋似蛇的盤曲狀，水波

紋似蛇的爬行狀等等。……從南方少數民族的紋身、結髮、衣物、化

妝及住所、用具的式樣裝飾中可尋找出這些圖騰同樣化的幾何紋飾。

」49又如河姆渡文化遺址出土的動物遺骨多達萬件以上，反映當時人

的肉食品種有六十一種；但其中沒有蛇的骨骼，說明河姆渡人已奉行

                                                 
49陳江：《圖騰制度反映的古代部落與考古文化的關係》，載《南京博物院集刊》第 7期，1984年。 



禁食蛇肉的習俗。學者解釋這種現象的緣故說：河姆渡時期稻作農業

已到了批量生產階段，對生活起著重要影響。對於危害水稻種植的田

鼠來說，蛇是其天敵，因而大大地激起了人們的崇拜的感情。在杭嘉

湖地區，民間除了種植水稻之外，還普遍養蠶繅絲。養蠶人也怕鼠害

，因而建立起蛇為保護神的意識。50由此可見，流行於中國各地的蛇

圖騰遺俗，實際上是歷史選擇的產物──是人們依據部落時代的生產

方式及其評價標準，對來自母系氏族的圖騰信仰所作的選擇。這一點

又可以解釋：何以在新石器時代以後，圖騰信仰表現出類型化的趨勢

。正是這種趨勢，推動了較為固定的符號化的崇拜物──例如四靈─

─的產生。 

 

（二）蛇圖騰的遺存形式 

 

蛇圖騰的基本遺存形式有三：其一是以蛇為氏族祖先的信仰，其

二是以蛇為族群標誌的習俗，其三是以蛇為族群神靈的祭儀。例如在

白族、傈僳族、怒族、彝族、珞巴族、侗族中均有蛇氏族，族人皆以

蛇為自己的始祖，認為本民族是因始祖母與蛇祖先婚配而繁衍起來的

。51又如碧羅雪山上的傈僳人、雲南金平縣的芒人均實行圖騰氏族外

                                                 
50姜彬：《稻作文化與江南民俗》，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6 年版，第八章 
51參見《白族神話傳說集成》，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6-42頁；楊毓才等：《傈僳



婚制，以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等，或蛇、虎、斑鳩等為

氏族標志，禁止同圖騰氏族的男女彼此婚配。52同這類信仰風俗相聯

繫的符號遺存多是以標識字的形式出現的，例如姒、巳等象徵蛇的姓

氏，巴、冉、蠻、閩、蜑等象徵蛇的族名以及「蚩尤」、「禹」等象徵

蛇的神名。 

 

蛇圖騰的第二類遺存是蛇神祭祀風俗以及蛇紋紋身風俗。例如崩

龍人往往在村寨周圍選定一棵較大的樹為蛇樹，每年腊月二十日舉行

一次素祭。祭祀之前村民須沐浴更衣，祭祀之時須各自獻祭素食，祈

禱跪拜。53又如海南黎族婦女在出嫁前須紋身和織繡衣裙，其紋樣來

自蛇的形狀或蛇的斑紋，故往往和南方幾何印紋陶及其他陶器的紋飾

相同。54廣西侗族人則把這兩種風俗結合起來，「由身穿織有蛇頭、蛇

尾、蛇鱗、水波、花草形象的彩色圖案的古裝的數十名男女中老年人

，在神壇前石板坪跳蛇行舞，即大家臂挽臂或手拉手地圍成圓圈，模

                                                                                                                                            
族的氏族圖騰崇拜》，載《民族文化》1981年第 3期；《傈僳族社會歷史調查》，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8 頁；《怒族社會歷史調查》，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13頁；楊士杰：《多

元文化對雲南永勝他留人（彝族）社會變遷的影響》，中國民族學會第四次學術討論會論文；《珞

巴族的原始宗教》，載《中國少數民族宗教初編》，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陳維剛：《廣西侗

族的蛇圖騰崇拜》，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2 年第 4期。 
52陶云逵：《碧羅雪山之栗粟族》，載《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17本，1948年；王敬騮等：《芒

人的姓名和圖騰》，載《民族文化》1982年第 4期。 
53鄧啟龍：《崩龍族原始宗教簡述》，載《中國少數民族宗教初編》。 

 
54陳江：《圖騰制度反映的古代部落與考古文化的關係》，載《南京博物院集刊》第 7 期；陳文華：

《幾何印紋陶與古越族的蛇圖騰崇拜》，載《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 2 期。 



仿蛇匍匐而行、徐徐回旋的動作」。55這幾種行為的實質，都是要在精

神上、肉體上與神蛇認同，以求得蛇神的保護。因此，它們的心理效

果和視覺效果是：由於紋身，氏族成員被看作人首蛇身形象的蛇神的

子民；由於蛇祭儀式上的圖騰裝飾，氏族酋長和氏族巫師被視為人首

蛇身之神。同這類信仰風俗相聯繫的符號遺存，多表現為人蛇合體的

神話形象，例如「人面蛇身」的共工和燭龍，「人首蛇身」的苗民和

相柳。有鑒於此，關於「人首蛇身」形象的神話，遂可以看作以蛇圖

騰為內涵的神話；神話中的伏羲、女媧、貳負和軒轅之國，亦可以看

作蛇民族的首領或神靈： 

 

《山海經〃北山經》〆「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堤山，凡

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凡北次二經之首

，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凡十七山，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

身人面。」 

 

《山海經〃海外西經》〆「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

百歲。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海內西經》〆「開明東

有……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海內北經》〆「貳負神

                                                 
55陳維剛：《廣西侗族的蛇圖騰崇拜》，載《廣西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第 4期。 



在其東，為物人面蛇身。」 

 

《天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句王逸注〆女媧，人頭蛇身。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〆「伏羲鱗身，女媧蛇軀。」《列子〃黃帝篇

》〆「庖犧氏、女媧氏……蛇身人面。」 

 

蛇圖騰的第三類遺存是圖騰禁忌和圖騰裝飾。前者如侗族人崇拜

龍蛇，自稱為「蛇家」，把蛇視為祖先的化身，對蛇禁捕禁食；若有

違反，便須斟酒化紙敬祭祖先，以求贖罪。56後者如閩越人所用的「

蛇簪」、台灣原住民所製的珥蛇木雕。 

 

上述民族。當這種習俗和蛇神觀念結合起來的時候，「珥蛇」、「

操蛇」、「戴蛇」便被看作具有蛇神之威力的象徵。因此，以下關於「

珥蛇」、「操蛇」、「戴蛇」的神話，可以看作與蛇圖騰民族的裝飾習俗

相關聯的神話： 

 

《山海經〃大荒北經》〆「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

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海外北經》〆「北方禺彊，人面鳥身，

                                                 
56參見同上陳維剛文；又黃才貴：《侗族原始宗教信仰遺跡》，載《中國少數民族宗教》。 



珥兩青蛇，踐兩青蛇。」 

 

《山海經〃海外西經》〆「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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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海經〃大荒東經》〆「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

奢比尸。」《海外東經》〆「奢比之尸在其北，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

蛇。」「雨師妾在其北，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

耳有赤蛇。」 

 

《山海經〃大荒北經》〆「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

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海外北經》〆「博父國在聶耳東，

其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 

 

《山海經〃大荒東經》〆「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

，踐兩黃蛇，名曰禺虢。」《大荒南經》〆「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

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大荒西經》〆「西海渚中有神，

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茲。」「西南海之外，赤水



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 

 

《山海經〃中山經》〆「夫夫之山……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

操兩蛇，常遊于江淵，出入有光。」「洞庭之山……是多怪神，狀如

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 

 

《山海經》所記的這些神話，當然不光反映了蛇圖騰習俗。其中

幾條關於人面鳥身珥蛇之神（禺彊、禺虢、弇茲等）的記載，可以看

作在越民族中由於鳥圖騰與蛇圖騰雜處而產生的神話。57一旦剔除這

幾條，則蓐收、雨師妾、不廷胡余、夏后開、夸父、神于兒、巫咸國

和洞庭之山上的眾多怪神，便可判為源於蛇圖騰民族的神靈。根據神

話與巫術的一般聯繫，這些神話人物珥蛇、操蛇的特徵，乃源於圖騰

儀式上的巫師妝飾。或者說：珥蛇和操蛇不僅是古代蛇圖騰的表現形

式，而且是古代巫術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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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綿吉：《從越族圖騰崇拜看夏越民族的關係》，載《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84 年第 1期。 



三、龜圖騰和龜崇拜 

 

玄武是代表北方、黑色和冬天的神靈，是四靈中最明確的兩獸合

體的神靈，因而是龜崇拜、蛇崇拜、龜蛇交合崇拜──這三種古老信

仰相結合的產物。下文將要談到：人類思維曾經歷三個階段的發展。

在原始信仰階段，人們是具象地認識事物的，所有思想都通過具體形

象來表達，對抽象事物的崇拜於是表現為對具體現象的崇拜；當人們

的概括能力和歸納能力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一部分具體現象便擔當

起表達專門概念的任務，這時候的人類思維，遂表現出具象符號崇拜

的特點；只是在人類創造出充分形式化的語言以後，抽象思想才和比

較抽象的符號相對應，現代意義上的邏輯和理論術語才真正產生。因

此，對於上古時代的人們來說，事物的形態區別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思

想意義的。例如：鳳鳥的羽翎是光明和文明的象徵，龍的胚胎形狀代

表生殖和生命的繁衍，虎和猛獸意味著死亡、刑殺、鬼魂和再生。這

種情況，使我們可以在每一種神獸崇拜及其發展過程中，看到一個比

較明顯的文化主題，例如貫穿在鳳鳥崇拜形成過程中的文明史或禮儀

制度史的主題、貫穿在虎崇拜形成過程中的死亡和再生的主題。玄武

崇拜既然有三種歷史形式──龜崇拜、蛇崇拜、龜蛇交合崇拜的形式

，在這三種形式中既然始終貫穿了生命崇拜的主題，那麼，我們便可



通過對這三種信仰形式的早期發展過程的追溯，來說明玄武信仰的起

源，亦即說明它圍繞生命主題而展開的豐富的文化內涵。 

 

龜是一種生命力極其頑強的動物。在各種動物中，只有龜的壽命

明顯超過人類的壽命。龜有堅硬的甲殼，可以確保生命的安全。龜甲

有極強的再生力，即使其體損及三分之一，它也可以在一兩年內恢復

。大約由於這一點，早在新石器時代，人們就建立起了「龜靈」的觀

念。所謂「千歲神龜」、「龜之言久也」、「龜者陰蟲之老也」58，都從

長壽這一角度，說明了龜靈觀念的依據。 

 

龜靈觀念的首先一種表現形式是圖騰形式。據研究，上古神話中

的「鯀」，即代表一個以龜為圖騰的部落。59羅泌《路史》曾記有顓頊

娶鄒屠氏，鄒屠氏之女「履龜不踐」的故事，論者據此認為龜是顓頊

族中的一種圖騰。60 

 

龜靈觀念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巫術形式。即在圖騰信仰的基礎上

，把龜視作交通神、人的媒介，將其用為巫術儀式的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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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御覽》卷九三一引京房《易緯》，劉向《洪範五行傳》，《太平御覽》卷九三一引《逸禮》。 
59田昌五：《先夏文化探索》，載《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 1986年版。 
60許順湛：《中原遠古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19 頁。 



到殷商時代，龜甲卜並且往往成為祭祀大禮的專用之卜。此即羅

振玉《殷墟書契考釋》所謂「凡卜祀者用龜，卜它事皆以骨」。既然

祭祀是一種尊事諸天大神的活動，是殷周時代的主要的宗教儀式，那

麼毫無疑問，龜在當時是被當作交通神人的最重要的媒介來看待的；

同其他動物相比，它擁有十分特殊的宗教地位。 

 

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條線索去理解其中的緣故。也就是說，以

長生不死觀念為基礎而產生的龜崇拜，到殷周時代，有了更為豐富的

宗教內容。 

 

（一）龜被看作祖靈的象徵 

 

祖先神是殷代最重要的神祇，祖先祭祀是當時最隆重的、最頻繁

的祭祀形式。在現存卜辭中，用於祖先祭祀的辭例，超過其他任何一

類辭例。《白虎通〃蓍龜》、《論衡〃卜筮》說過〆「龜是大地之間的壽

考之物，龜之為言久也、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蓍舊也。」從上可知

，其中的「壽考」、「蓍舊」，應當理解為冥間的祖先。 

 

「卜的用意主要是認為祖先有靈而問於祖先，卜龜不過是因為祖



先的意志不能直接告語，想借龜的顯兆以傳達而已。」61龜卜同祖先

崇拜的關係是顯而易見的。也就是說，由於古人在這樣兩個相似的現

象，龜的不死和祖先的不死──之間作了互滲的聯想，龜才作為祖先

的代表而進入祭祖儀式，用為測知祖先意志的占卜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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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龜是冥神和地神 

 

在殷人的觀念中，祖先是居住在大地之下、日落之處的。這種觀

念乃緣於龜的某些屬性。《史記．龜策列傳》曾說龜是長壽之物，“

壽蔽天地，莫知其極”，故古代人認為龜能超越生與死的界限。《龜

策列傳》也說到龜是生活在土中和水中的動物，「生於深淵，長於黃

土」，而水土之間正是古人所設想的冥間。 

 

這就意味著，在當時人們心目中，龜是冥間之神和地下之神；實

際上，它們的關係也就是龜的兩重屬性的關係：龜既是祖靈的象徵，

也是地神和冥神。 

 

龜為冥神和地神的觀念，同殷代所盛行的土葬也有密切關聯。或

者說，早在殷商時代，祖靈信仰即已具備幽冥信仰的性質。這一點，

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龜作為祖先象徵和作為幽冥象徵這兩種神格的同

一性。我們由此知道，龜的巫術功能是依據以下一種觀念而得以實現

的：在古人看來，龜是交通天地的神使，是聯繫生和死、此岸世界和

彼岸世界的神秘媒介。 



（三）龜是黑暗之神和北方之神 

 

自從靈魂觀念和鬼魂觀念產生之後，人們對於死者所施行的埋葬

方式，就取決於他們對靈魂歸宿的理解。62墓葬中的頭向，一般來說

，反映了在當時人心目中的祖先居住地的方向。由於各民族都經歷過

來自不同方向的遷徙，所以在不同民族的墓葬中，死者頭向呈現了不

同的勢態。大致而言，東夷民族及其先民尚東，楚蠻民族及其先民尚

南，西戎民族及其先民尚西，華夏民族及其先民尚北。63也就是說，

按頭向北地的方式，把死者葬於偏北的處所，這是通行於夏、商、周

三代的墓葬制度。《禮記〃檀弓下》所謂「葬於北方，北首，三付之

達禮也，之幽之故也」，即指這種制度。「葬於北方，北首」的情況導

致了北方幽冥信仰的產生。在《尚書．堯典》、《山海經．海內經》、《

淮南子．墜形》和《楚辭．招魂》王逸注等文獻中，都有地下幽冥世

界稱“幽都”、其地在北方或西北之極的說法。例如： 

 

《尚書〃堯典》〆「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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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張勝琳、張正明：《上古墓葬頭向與民族關係》，載《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武漢大學學

報編輯部，1987 年。 



《山海經〃海內經》〆「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

焉。其上有玄鳥、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 

 

《招魂》〆「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王逸注〆「幽都，地

下后土所治也。地下幽冥，故稱幽都。」 

 

《淮南子〃墜形》〆「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西北方曰不周之

山，曰幽都之門。」高誘注〆「幽，闔也々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

，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 

 

這些說法儘管也反映了地理方位的意識，但這種意識是同古老的

幽冥信仰結合在一起的。它表明幽冥信仰是對古代葬俗的一種反映。

正是以這一類風俗和觀念為依據，作為幽都使者和祖靈象徵的大龜，

同時也具有黑暗之神和北方之神的身份。 

 

在《史記．龜策列傳》中，有這樣一段重要的記載： 

 

卜禁曰〆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

，不可以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這裡記的是一種古老的龜卜制度：在晚上的戌時、亥時、子時，

不可以殺龜，不可以行龜卜；行龜卜時必須面向北方。為什麼會產生

這樣的龜卜制度呢？我認為，這正是龜作為幽都使者、作為祖靈象徵

之性格的反映，因亥時是太陽閡藏之時，子時是新生命復甦之時。在

這些時候，龜靈正逗留在北方幽冥世界，所以不可以殺龜，不可以行

龜卜。早晨，正是龜靈返回龜室之時，所以應當抓緊機會問卜。到中

午時分，龜靈又要開始一次巡游了，所以占卜必須結束。黃昏時分，

龜靈巡游到北方極地（《說文解字》：「徼，循也」），正在等待太陽的

降落，因此也不可以占卜。占卜時之所以要面向北方，是因為龜作為

北方之神，從北方幽都帶來了祖先們的神秘意旨。這種龜卜制度，除

掉包含了太陽崇拜的因素以外，明顯建立在這樣一個觀念基礎之上：

龜是黑暗之神和北方之神。 

 

讓我把上面的論述概括一下：流行於殷周兩代的龜卜，是上古時

代龜崇拜的產物。龜為祖先象徵，龜為冥神和地神，龜為北方之神和

黑暗之神，這是當時龜崇拜觀念的三項主要因素。這些觀念為後來的

玄武信仰奠定了基礎。玄武的基本性格──代表北方、代表黑色、代

表死亡和再生的性格，可以直接導源於古老的龜崇拜。如果說龜卜在



殷周已經擁有十分成熟的形式和十分廣泛的規模，那麼可以判斷，早

在距今三千多年以前，殷商人已經為玄武信仰塑造了雛形。 

 

 

 

 

 

 

 

 

 

 

 

 

 

 

 

 

 

 

 

 

 

 

 

 

第三節 玄天上帝人格神信仰 

 

一、由北方星神到人格神的歷程 



 

玄天上帝在歷史上有許多不同的稱號，根據清代文獻就有：真武

大帝、玄武帝、真武帝、玄天大帝、上帝公、上帝爺、帝爺、北極大

帝、開天仙帝、開天大帝、元武帝、真如大帝、元帝、玄帝、北極佑

聖真君、北極聖神君等等。福佬客則多稱「帝爺公」、「上帝爺」或「

上帝公」，而且玄天上帝旁邊除了龜、蛇之外另有康、趙二元帥於兩

帝輔佐64。玄帝信仰的歷史發展是由最初的星辰神、動物神，而最終

又被改造為人格神。這一條造神之路可是伴隨著道教與帝王的推展一

路走來的。 

 

古人對天文總是有著極大的想像空間，不僅給予不同的名稱，而

且與他們的生活相配合。戰國以來即把恆星分成二十八個星座，稱「

二十八宿」，而且又分類成東西南北四組，即東方青龍，南方朱雀，

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其中學者稱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

七宿之星稱為玄武，也就是說玄武即北方的星宿之神，而且以靈龜為

其象徵，這可說是星宿崇拜與動物崇拜的結合65。西漢末年除了龜之

外又加上蛇一物，因為當時民間信仰以龜蛇為雌雄二物，不可分離。

                                                 
64趙元帥黑臉，全名趙公明；康元帥紅臉，名康毓，兩人奉玉帝旨意協助玄天上帝，見洪性榮等

編，《全國佛剎道觀總覽：玄天上帝專輯》，（台北市：樺林，1987），頁 88。 
65馬書田《中國寺廟 200 神》（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7），頁 208。又馬書田《華夏諸神

－道教卷》，（台北市：雲龍出版社，1993.10），頁 91。 



此外，民國六十一年（1972）中國考古工作隊在鎮江市發掘一東晉安

帝隆安二年（398）造的墓，墓室磚刻有玄帝的畫像，圖案是一條蛇

纏繞著一隻龜的樣子，可見這時的玄帝仍然延襲漢代的造型，並且將

之運用於日常生活之中。唐末道教雖然吸收玄帝為諸神之一，但衪在

道教神仙體系中的地位是老子的侍從（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

玄武），及修道人士的保護神，但在觀念上仍然是維持著北方星神、

龜蛇的形象66。玄武神終能從同伴之間脫穎而出，變成「真武大帝」

而與動物形體脫離，應該要歸功於宋真宗及其後諸帝王的推崇。 

 

宋代自真宗檀淵之盟後，朝廷主和派得勢，真宗趙恆急於以道教

神靈來安撫人心；除於大中祥符元年（1008）導演天降天書以外，並

於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仿傚唐朝以道教太上老君老子為始祖

，而創造了所謂「聖祖」－趙玄朗，並稱玉帝派來授天書的乃是此位

趙祖。除了虛構這位趙玄朗外，真宗並煞有介事的為避聖祖名諱於該

年改「玄武」為「真武」，並以其為宋朝的保護神67。天禧二年（1018

）京城附近的玄武祠出現泉水，相傳此水可治病，顯靈的事蹟又大大

提高祂的知名度，被朝廷封為「真武靈應真君」。宋仁宗時賜玄帝為

社稷家神，且立為「玄天上帝」，地位更為提高，這一名號自此以後

                                                 
66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主編，《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下冊），（台北市：中華道統出版社，2000.10），

頁 460-462。 
67李攸《宋朝事實》，（台北板橋：藝文印書館，1969），卷七。 



成為玄天上帝較普遍的名號，簡稱玄帝68。此時龜蛇已成為「部將」

，同樣也有有神殿和封號。明代道教編撰的《玄天上帝啟聖錄》是研

究玄帝信仰起源很重要的書籍，而該書是根據北宋仁宗宋庠所編《真

武啟聖記》而來，《真武啟聖記》的故事架構，應是宋庠收集當時流

行的真武傳說而編定，書中提到玄帝與魔王作戰時，「魔王以坎離二

氣，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帝以神威攝於足下」69。可見到了北

宋中葉玄帝已經成了人格之神，其形象已與龜蛇分離。也可看出皇帝

的推崇會擴大影響到社會各階層。以討伐西夏趙元昊和儂智高為最著

名的狄青（1008-1057）與敵軍作戰時所帶的銅面具，上面刻的是玄

帝神像。由此可知，宋朝時期玄帝一直受到軍方的奉祀70。 

 

元朝興起於北方，因此對武當玄帝相當重視，元世祖忽必烈下詔

建大昭應宮，以祀真武。元成宗時，加封真武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

」，為北方最高神，尤其元仁宗生日與玄武誕辰日相同，玄武信仰與

皇室的關係益加密切。根據元朝的〈五龍萬壽宮碑記〉文字內容，更

強調龜蛇並非玄天上帝本尊，而龜蛇歸順後，玉皇大帝封赤蛇為「天

關」，封號又稱「太玄火精、含陰將軍、赤靈尊神」；玄龜稱「地軸」

                                                 
68例如：董素皇於 1184 年編的玄武神傳記稱《玄帝實錄》，元．劉道明在《武當福地總真集》稱

祂為玄帝，有關的典籍則大多冠以玄天上帝之名，參考同註五，頁 481。 
69本文《玄天上帝啟聖錄》來自《正統道藏》第 32 冊，（台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77），頁 725。 
70同註五，頁 493。 

 



，封號為「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71。 

 

由此看來，玄天上帝信仰的興盛其實也是北宋以來的長期趨勢。

明朝崇信真武自太祖開始，由於玄武屬水，水能剋火，到了明代則強

調善除水火之患，所以御用的監、局、司、廠、庫等衙門中，幾乎都

建真武廟，設玄帝像，其旁多塑龜蛇二物，祂的職能，隨著社會日趨

複雜，不斷地在擴充72。 

                                                 
71元朝〈五龍萬壽宮碑記〉見《民間信仰神祇史考叢書－神祇列傳》，（台北市：全國寺廟整編委

員會，1993），頁 22。 
72關於玄武信仰的起源與發展相關的參考資料有：呂宗力、欒保群編《中國民間諸神》（上冊），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1），頁 88-89。楊立志，〈玄武－玄帝神格地位演變考略〉，《宗教研

究》，1993，頁 8-13。陳學霖〈「真武神，永樂像」傳說溯源〉，台北故宮《故宮學術季刊》，12

卷 3期，1995，頁 1-32。 



二、玄天上帝的形象 

 

玄天上帝信仰經歷千餘年的演變，由玄武至真武，最後成為玄天

上帝，在宋代以後成為人格神，原為主角的龜蛇，反而變成祂的部屬

。隨著時代演變，神格而產生變化，在此過程中神話傳說扮演重要的

角色。 

 

（一）淨樂國王子 

 

宋代初年的《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73說： 

 

昔有淨樂國王與善勝皇后，夢吞日光，覺而有娠。懷胎十四個月

，于開皇元年甲辰之歲三月建辰初三日午時，誕于王宮。生而神靈，

長而勇猛。不統王位，唯務修行，輔助玉帝，誓斷天下妖魔，救護群

品。日夜于王宮中發此誓願，父母不能禁制。遂舍家辭父母，入武當

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滿，白日登天。玉帝聞其勇猛，敕鎮北方

，攝真武之位，以斷天下妖邪…真武神將敬奉天尊教敕，乃披發跣足

                                                 
73朱越利考證該書撰於宋朝建立之初（960年）至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間。詳見朱越利，《《

道藏》與玄天上帝》， 

 



，踏螣蛇八卦神龜，部領三十萬神將、六丁六甲、五雷神兵，巨虯獅

子、毒龍猛獸前後導從，齊到下方。七日之內，天下妖魔一時收斷。

人鬼分離，冤魂解散，生人安泰，國土清平。真武神將與諸部眾，還

歸上元宮中朝見天尊。 

 

 

 

 

 

 

 

 

 

 



（二）元始的化生、太極的別體 

 

《玄帝實錄》74說〆 

 

玄武果先天始氣五靈玄老之化，乃元始化身，太極別體。上三皇

時下降為太始真人，中三皇時下降為太初真人，下三皇時下降為太素

真人。當黃帝時生淨樂國為王子，時道號潛雲子。 

 

元始指元始天尊，太極係形容天地未分之前的狀態，太極的別體

說明玄武的來源始於天地未分之前。 

 

《紫微大帝說玄武本傳經》稱紫微大帝答妙行真人說〆 

 

且玄元聖祖八十一次顯爲老君，八十二次變爲玄武。故知玄武者

，老君變化之身，武曲顯靈之驗，本虛危之二宿，交水火之兩精。或

挂甲而衣袍，或穿靴而跣足。常披紺發，每仗神鐸。聲震九天，威分

四部。擁之者，皂纛玄霧々躡之者，蒼龜巨蛇。神兵神將從之者，皆

                                                 
74同註 75。據朱越利考證董素皇為《玄帝實錄》作者，完成於宋孝宗淳熙十一年，也稱「降筆實

錄」。 

 



五千萬眾々金童玉女侍之者，各二十四行。授北帝之靈符，佩乾元之

寶印。驅之有雷兯電母，禦之有風伯雨師。衛前後則八煞將軍，隨左

右則六甲神將。天罡太一率於軀使之前，社仙城隍悉處指揮之下。有

妖皆剪，無善不扶。朝金闕而赴昆侖，開天門而閉地戶。杳冥恍惚，

審查窮通。居其壬癸之方，助有甲庚之將。或乘玄駿，或跨蒼虯。目

閃電光，眉橫雲陣。身長千丈，頂戴三台。其動也山水蒙，其靜也地

天泰。以茲顯化，故乃神通。 

 

楊立志在《武當道教史略》中，將《玄帝實錄》及其他經書所載

神話整理如下： 

 

《玄帝實錄》一書的問世，標誌著有關玄帝的神話已相對成熟，

形成了較規範的系統。據《玄帝實錄》和其它宋代經書記載，玄帝神

話大略是這樣的：玄帝是先天始氣五靈玄老之化，乃先天始氣、太極

別體。上、中、下三皇時俱曾下降為真人。黃帝時生淨樂國為王子，

是太上第八十二次化身。是時正當開皇元年甲午之歲三月初三日午時

，產母左脅，誕生于王宮。生而神靈，長而勇猛，不統王位，惟務修

行，輔助玉帝，誓斷天下妖魔，救護群品，日夜于王宮發此誓願，父

王不能抑志。年十五，辭父母出家學道，得玉清聖祖紫元君授其無極



上道，仙入武當山修道，棲於紫霄峰，四十二年，大得上道，功成飛

升。玉帝聞其勇猛，特拜太玄元帥領元和遷校府事，敕鎮北方，統攝

玄武之位，以斷天下妖邪。上天龍漢二年之時，下世洪水漸息，人民

始耕，生靈方足衣食々殷紂主世，淫心失道，矯侮上天。日造罪愆，

惡毒自橫，遂感六天魔王引諸鬼眾，肆諸凶釁，傷害眾生，毒氣盤結

，上沖太空。是時元始天尊說法於玉清聖境，天門震辟，下見惡氣衝

突，彌塞天光，乃命玉帝降詔北極紫微大帝，陽以周武伐紂，平治社

稷々陰以玄武收魔，間分人鬼。玄武奉敕，乃披髮跣足，金甲玄袍，

部領六丁六甲、五龍神兵及數十萬神兵齊到下方。七日之中，天下妖

魔，一時收斷，人鬼分離，冤魂解脫，黎民安泰，國土清平。在這次

收魔時，玄武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魔王以坎、離二氣變為蒼龜

巨蛇，化現方成，玄武以神力躡於足下，鎖魔王于酆都大洞。收魔即

畢，玄武凱還清都，面朝金闕。元始認為玄武歸根復位之時已到，於

是乃命玉帝宣降玉冊，拜玄武為鎮天玄武大將軍、三元都總管等職。

玉帝賜玄武自此之後可披髮跣足，躡踏龜蛇，建皂纛玄旗，躬披鎧甲

，位鎮坎宮，天稱元帥，世號福神々且命他每月下降，扶持社稷，普

福生靈。後更以感其功勞巨大，乃于上天真化四年正月十五日，拜玄

武為玉虛師相玄天上帝，簡稱玄帝。因其位鎮北方，世人又稱之為北

帝。凡遇每月三、七日（或稱三、六日），即下降人間，受人醮祭，



察人之善惡，斷滅不祥。玄帝神話到南宋時已基本定型，後人雖然又

編寫了許多玄帝故事，但基本上都是對原有神話的補充和完善。75 

 

 

 

 

                                                 
75王光德、楊立志，《武當道教史略》，出版社：華文出版社，北京市，1993，頁 81、82 



（三）金闕化身，蕩魔天尊 

 

玉皇大帝又稱昊天金闕至尊玉皇大帝，玄天上帝金闕化身蕩魔大

天尊的金闕是指玉皇大帝化身。 

 

《北遊記》76敘述玉帝凡心稍動，一縷真魂便下凡修煉、收妖的

故事，王平先生說： 

 

《北遊記》為了進一步突出上述功利目的，便徹底改變了玄武大

帝的出身，完全取消掉了其星宿與動物崇拜的來源。玄武大帝的前身

變成了玉皇大帝的三魂之一，投生到劉天君家為子。以後又輾轉化身

三次，隨斗母元君到武當山修行，屢經考驗，方得賦歸天界，封為玉

虛師北方玄天上帝。這時下界怨、妖二氣沖天，怨氣是因隋煬帝無道

而起，妖氣是因太陽宮諸天將作怪而起。玄天上帝受封為北方真武大

將軍，前往除邪滅妖。武當山有龜蛇二妖，系真武當日脫胎時所遺肚

、腸成精，貽害百姓，真武收伏二妖為水、火二將，又收伏了黑煞神

趙公明、黑虎精等等妖魔神怪，引以朝天，被玉帝封為玄天部將。永

                                                 
76明代余象斗撰，又名《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全傳》、《北遊玄帝出身傳》，凡四卷二十四

則，記述玉皇大帝下凡收妖的故事，道光十年（1830 年）合成四遊記。 

 



樂三年（1405），真武率部將幫助明王朝擊敗敵軍，明成祖因下詔於

武當山建三十六殿、七十二宮祭祀真武。真武大帝便成為降妖伏魔、

袪邪除惡的北方大神。77 

 

 

 

 

 

 

 

 

                                                 
77詳見《《西遊記》與民間信仰－兼論神魔小說的文化心理依據》 

 

 



三、玄天上帝的神格 

 

（一）伏魔之神 

 

玄天上帝主要神格為降妖伏魔，乃是從道經中北帝的神格轉變而

來。唐代人們相信玄武具有武力，故被視為保護神。到了宋代，降魔

成為玄天上帝傳說最重要的情節，相關傳記大都以降妖伏魔為主要事

跡。 

 

《太上說紫微神兵護國消魔經》記載〆 

是時，天尊另真武于酆都山降伏鬼魔。…真武與六洞鬼魔大戰于

洞陰之野，…鎖鬼眾送于酆都大洞。 

 

《玄帝實錄》亦記載〆 

太玄元帥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鎖鬼眾于酆都大洞。 

 

酆都山又名羅酆山，是道教傳說中治理鬼神的地方，《武當福地

總真集》記載玄武降伏妖魔的遺跡有伏魔峰、鹽池及金鎮峰等三處，



都在武當山中。78 

 

（二）五嶽陰間神 

 

宋付《太清金闕玉華仚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秘文》說〆 

五嶽之下，地仚所職者北方真武真君。生伏塵世，祖積陰功。幼

慕真風，少習道業。精達造化之源流，深測神變之妙理。遇玉其中玉

清君即元始天尊，玄天上帝主宰五嶽之下的陰間，是靠祖先的陰功和

自己的修習而從凡人變為神。79 

 

（三）水神 

 

《玄天上帝啟聖錄》提到玄天上帝腳下的龜與蛇是六天魔王以坎

、離二氣化成，被玄天上帝收服後，成為其部將。龜稱為「地軸」，

被封為太玄水精、育陽將軍、黑靈尊神，坎為水，所以龜也成為水神

；蛇稱為「天關」，被封為太玄火精、含陰將軍、赤靈尊神，離為火

，所以蛇也成為火神。玄天上帝位居北方為水位，水可以剋火，所以

也具備安鎮水火災的作用，在明代，政府的建築都建有真武祠，以避

                                                 
78莊宏誼，〈道教的玄武信仰與傳說演變〉，《海峽兩岸武當文化論壇論文集》，2005，頁 40。 
79詳《《道藏》與玄天上帝》。 



免水火災。 

 

據最近實地調查報告謂，北平內外九城元明以來所建的真武廟，

約有三四十所之多，而全市一百一十餘所道觀中，沒有不供真武的，

可見真武的信仰，以全國論，當以北平一地為最盛。而且這裡有一特

點為一般人所忽略的，就是明代御用的監、局、廠、庫等衙門中，百

分之百都建真武廟，設玄帝像，其旁多塑龜蛇二物，這究竟有什麼意

義？據劉效祖萬曆八年所撰的重修真武廟碑記說： 

 

國朝設立監、局、司、廠等衙門，多設北極真武廟於內，塑像其

中而祀之者，何也〇緣內府乃造作上用錢糧之所，密邇宮禁之地，真

武則神威顯赫，祛邪衛正，善除水火之患，成祖靖難時，陰助之功居

多，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不建廟而祀之… 

 

起初我對於這個問題，也不甚了解等到發現劉氏所撰的這幢碑文

後，才恍然大悟，蓋御用衙門。既造作珍品，又密邇宮禁，故對於水

火二物，自然謹慎，但因昔時科學不發達，人們對於一切災禍，都無

法預防，只好事前向有關的神祇，慇勤祈禱，冀以消災避禍於無形，

玄武屬水，水能勝火，故廟祀玄武，實為預防水火之災的最妥善辦法



。80 

 

（四）海神 

 

在沿海地區，漁民及航海者以玄武判定方位，故在閩南地區也將

玄武視為海神。清付袁枚（1716-1797）有紙馬救難的說法〆 

 

海洋舟中，必虔奉之，遇風濤不測，呼之則應。有甲馬三，一畫

冕旒秉圭，一畫常服，一畫披髮跣足仗劍而立。每遇危急，焚冕旒者

輒應，焚常服者則無不應，若焚至披髮仗劍之幅而猶不應，則舟不可

救矣。81 

 

文中雖未明指紙馬是何神明，但依所描述之形象，可知是玄天上

帝無疑。82 

 

（五）生殖之神 

 

蛇是生殖和繁衍的象徵，玄武為龜蛇合體，被古人視為雌雄交

                                                 
80許道齡，《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考》，史學集刊，第五期，頁 235-236。 
81詳見（清）袁枚，《續子不語》，出版社：岳麓書社，長沙市，1986，頁 8。 
82詳見陳器文，《玄武神話、傳說與信仰》，出版社：麗文文化，高雄市，2001，頁 115。 



配、生殖繁衍的象徵。 

 

東漢魏伯陽在《周易參同契》以龜蛇交纏說明陰陽必頇配合〆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孤 

居。玄武龜蛇，糾盤相扶。以明牝牡，畢竟相胥。 

 

三、玄天上帝的造型 

 

元〃趙道－《歷世真仚體道通鑑》卷五十三〈林靈蘁〉頁八云〆 

「（宋徽宗政和七年，西元一一一七）十二月奉修佑聖殿。帝曰

〆『願見真武聖像。』先生曰〆『容臣同虛靜天師奏請。』宿殿致齋，

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蒼龜、巨蛇，塞於殿下，

帝祝香再拜，告曰〆『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

，但見一巨足塞於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〆『伏願玄元聖祖，應化

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頇臾遂現，身長丈餘，

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

，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徽宗）自能寫真，更宣畫院寫成，間忽

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〆『切恐真君未易降於人間，昔日太

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用匣御封，藏於閣下，群臣皆不



許見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奉聖旨宣取，太宗御封尚在，折展

看，與今來現本一同，更無差殊。帝愈悅。」（《正統道藏〃洞真部〃

記傳類〃潛字號》） 

 

以上宋人所說的真武的形貌，都是披髮跣足，頂有圓光，仗劍，

踏龜蛇；大抵自宋以來，便被定型為如此。后世玄天上帝神像造型常

見形式為右手拿七星劍，代表掌管北方七宿，握斬魔大權，左手之印

訣為一指向天，代表圓道之意。常見之形象為黑衣、披髮、跣足、腳

踏龜蛇，但歷經長久演變，也演變出多種造型。 

 

（一）帝王(圖七) 

 

據真武本傳神咒妙經記〆「真武昇天後，三清仙玉帝親行典儀，

當亞帝真號（亞，次也，即指真武帝君的地位僅次於玉帝），玉帝遂

詔真武登七寶瓊台之上，賜帝瓊旌寶，即九龍玉輦々其冠則通天十二

旒々其服玄袞上施日月山龍物象，皆與世間天子者同々圭以玄玉々履

以紅舄。」 

 

故各地的玄天上帝坐像，亦有以玄袍加身，頂戴旒冠以明帝位之



尊。聖顏則慈藹煦和，黑髯垂胸，溫文中又隱現威嚴，但其足下亦伏

龜蛇各一。 

 

武當山紫霄宮的泥塑玄天上帝像，為武當山現存最大的明代泥塑

玄天上帝像。頭戴冕旒，冕板前後各垂九旒，著帝王之服，雙手捧圭

版，神情肅穆，衣飾華麗。 

 

（二）武身(圖八) 

 

玄天上帝以降妖除魔著稱，髮型為披頭散髮，全身著鎧甲，一手

指天，另一手持七星寶劍，龜蛇二將跟隨其左右，龜蛇二將通常被腳

踏著，但有時盤繞在玄天上帝的手上，推究其含意，可能是會表現借

助蛇將的法力。 

（三）文身(圖九 圖十) 

 

常見於表現在武當山修道的玄天上帝，髮型較為平順，兩手平放

於膝蓋，神情怡然自得的樣子，潛心修道。龜蛇二將在其腳下，潛心

修鍊，此造型龜蛇沒有被玄天上帝踏著。 

 



台灣常見的玄天上帝通常為帝王裝扮，雖能表現玄天上帝之尊貴

，但卻喪失原有造形之趣味性，此外，亦有立像以展現玄天上之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