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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上古史的研究者，每以神話傳說之上古帝王為中心，藉以還原神話並重

建古史；而諸子百家，動輒假託神話傳說中之人物，藉以為立說舉纛。

實則神話傳說的內涵，誠為時代文化的總體表現，包括了民族的特質、

社會結構、文明開展與思維模式，而神話傳說又不時存在著產生流變的

動因，使得神話傳說的研究，雖有其必要性，但同時也有其難以避免的

盲點危機；諸如原典的不完整性、定義的不確定性、內涵的不自主性，

乃至於研究方法運用上，關於古文字與考古實物使用上的迷思、田野採

集的可靠程度與溯源的可能性，以及神話傳說歷來被合理化、歷史化、

甚或再宗教化之後的詮釋角度等等問題，也都還有待一一解決。   基



於這樣的立場，本文希望能夠針對先秦到兩漢之間關於黃帝的種種說

法，站在現有的學術基礎上，作更深入通盤的討論，以窺測黃帝由神

話、宗教崇拜物、民族始祖、而走向人文學說的發展軌跡，並探求「黃

帝」所代表的真實意義。所以在方法上，首先注意到考證與訓詁的問

題，從而整理、吸收原始資料與前人成果，再推衍出結論來。在論述過

程當中，對於所謂「再詮釋」「再發現」的理論基礎，除運用常見的歷

史批評法、形式主義批評法、民俗學研究法，將側重在主題學研究法，

並以研究心得所衍繹出來的「神話傳播理論」作為貫穿全文的思考軸

線，藉以看出「黃帝」傳說在不同時代所呈現出來的不同面貌。   本

文結論將黃帝神話流變與形象嬗變情況，概分為八期：第一期，在先周

時期周人重農的思想下，產生了以姬水水神為崇拜物的黃帝；第二期，

以翦商為目標的周人，為因應政治現實而發展出以「德」為政權轉移考

量主軸的「天命說」，原來是水神的黃帝，逐漸具有「上帝」的神格，

遂與「皇天上帝」相混，二者並且終至等同；第三期，因周人政治勢力

的穩固，使原來以親子關係出現的姜、姬二姓，一變而為兄弟，並且因

異德而相擠，奠定黃帝炎帝戰爭的雛形；第四期，田氏為達成篡姜的政

治目的，與篡姜後的合理性目的，一方面稱祖黃帝，一方面利用姬姜的

衝突，發皇炎黃之戰，並擴及黃帝與蚩尤的戰爭，於是炎帝被賦予「失

德」形象，而蚩尤淪為神話中的亂神；第五期，以稷下學宮為核心是齊

學學說，突顯了黃帝的始祖地位，配合當時的崇古風氣，使黃帝出現於

諸子百家的說法中。主要的是黃帝與陰陽家的五行學說結合，再則黃帝

與老子並稱，「黃老」成為當時道家的代名詞；第六期，黃帝為方術之

士所假借，出現學仙升天的神仙傳說；第七期，司馬遷《史記》以黃帝

為中華民族共祖；第八期，黃老學風的轉變與讖緯之學的興起，黃帝成

為道教所稱的道祖。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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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神話研究途逕及其學術建構 第二節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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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起的原因 第二節 黃帝系譜的重建 第三節 稷下的黃老之學 第四節 稷

下黃老與楚地黃老 第六章 姜齊田齊政權更替對於黃帝神話的影響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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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第三節 神仙思想與黃帝神話傳說 第九章 結論一黃帝形象的嬗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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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呂品、湯文興：《河南漢代畫像磚》，台北：丹青圖書公司，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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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 胡厚宣：《甲骨學商史論叢》，台北：大通書局，民國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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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趙林：《文明形態論︱︱文明發生與形態嬗變》，台北：漢忠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民國八五年。 鄭志明：《台灣民間宗教

論集》，台北：學生書局，民國七七年。 歐崇敬：《從結構主義到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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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敬：《中國的知識論史觀》，台北： 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八

七年。 衛惠林：《社會人類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九

年。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七

九年。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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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湖北分會／編印，1986。 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

考》，濟南：齊魯書社，1985。 曲辰：《軒轅黃帝史跡之謎》，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1992。 吳光：《黃老之學通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余明光：《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 

谷生旺／編：《軒轅黃帝的傳說》，北京：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9。 柏明、李穎科：《黃帝與黃帝陵》，西北大學出版社，1990。 陳

放／編：《炎帝與炎帝文化》，漢口：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 曾凡

華、李德祿：《神農架之野》，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0。 劉儒主編：

《黃帝故城行》，華齡出版社，1996。 湖北省隨州市厲山炎帝神農紀念

館：《炎帝》，漢口：長江文藝出版社，1991。 （２）哲學思想 牟鍾

鑒、胡孚琛、王葆玹：《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齊魯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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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學史》，北京：學林出版社，1996。 胡家聰：《管子新探》，中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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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88 年影印。 金景芳：《古史論集》，濟南：齊魯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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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陳戌國：《先秦禮制研究》，武漢：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1。 瞿兌之：《漢代風俗制度史》，上海：上海文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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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教育出版社，牛津大     學出版社，1998。 顧頡剛：《顧頡剛

古史論文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      （４）神

話主題 《神仙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印，1990。 中國山

海經學術研討會／編：《山海經新探》，成都：四川社科院，1986。 丁

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1988。 王小

盾：《原始信仰與中國古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王增

勇：《神話與民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李揚：《中國民

間故事形態研究》，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 冷德熙：《超越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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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出版社，1991。 袁珂主編：《中國神話》，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

版社，1987。 馬曉宏：《天、神、人》，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 馬

昌儀編：《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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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憲：《神祇與英雄──中國古代神話的母題》，北京：三聯書店，

1994。 陸思賢：《神話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葉舒憲：

《中國神話哲學》（待查） 葉舒憲：《英雄與太陽──中國上古史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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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移動論》（李寶瑄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36 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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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富蘭：《中國民俗流變》，香港：中華書局，1989。 任繼愈／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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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直解》，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葉春生：《簡明文間文藝學

教程》，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葛兆先：《道教與中國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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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出版社，1995。 窪德忠：《道教諸神》（蕭坤華譯），成都：四川

人民出版社，1990。 ３日本漢學 大林太良：《稻作の神話》，弘文

堂，1973。 中缽雅量：《中國の祭祀と文學》，創文社，1989。 出石誠

彥：《中國神話傳說の研究》，中央公論社，1943。 吉田敦彥：《日本

神話の源流》，東京：講談社，1976。 武田祐吉／校註：《日本書

紀》，朝日新聞社編刊。 起智重明：《戰國秦漢史研究》，中國書店，

1988。 御手洗勝：《古代中國の神神》，創文社，1984。 Mircea 

Eliade：《大地．農耕．女性》（堀一郎譯），未來社，1968。 （二）

論文 １臺灣地區學位論文 王明珂：〈中國古代姜、羌、氐羌之研

究〉，台灣師範大學史研所碩士論文，民     國七二年。 朱曉

海：〈黃帝四經的考辨〉，台大中研所碩士論文，民國六六年。 吳賢

俊；〈黃老評議〉，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文，民國七七年。 高

祥：〈戰國末秦漢之際黃老學說之探討〉，台灣師範大學國研所碩士論

文，民     國七七年。 張大春：〈西漢文學環境〉，《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二     年。 ２臺灣地區期刊

論文 丁原明：〈楚學與漢初黃老之學〉，台北：文史哲第 4 期，1992。 

王叔岷：〈黃老考〉，《東方文化》13(2)，民國六三年。 王仲孚：〈神

農氏傳說試析〉，《趙鐵寒紀念文集》，民國六七年。 王孝廉：〈中國

神話研究的興起︱︱從古史到神話〉，台北：民俗曲藝 王孝廉：〈從古

史到神話︱︱顧頡剛的思想形成、神話研究以及和富永仲基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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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古時代儀式生活的若干資料〉，《中研院民族所集刊》九期，     

民國四九年。 張光直：〈中國南部的史前文化〉，《中研院史語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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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院學報》1995：2。 湘潭師院歷史系赴炎陵社會實踐營：〈民間祭

祀炎帝神農氏民俗研究〉，《湘潭     學刊民俗學專輯》，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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