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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本篇論文是企圖從《山海經》中的「神話之鳥」和「山神祭祀」之面

向，探討書中所蘊藏的倫理意涵。藉由人對「鳥」的描述記錄，暸解人

與其他動物的關係；由人對「山神祭祀」的祭祀記錄，瞭解人與自然的

關係；再依據以上兩面向與文本資料發展出第三個面向「天人關係」探

討《山海經》的倫理意涵。本文並依此為題，命名為〈論《山海經》中

的倫理意涵—由神話之鳥與山神祭祀論起〉。 本論文分為三個層面進行

探討。首先，針對《山海經》中「神話之鳥」的基本意涵開始討論，依

照其神異性、功能性、道德性來分析。這部分的研究乃企圖認識在

「鳥」神話中所潛藏的「倫理」與「內在意涵」；從人類對「鳥」的崇



拜現象，瞭解人類與其他生物之間的關係，並從神話中整理出所謂

「鳥」的模樣（條件、意象），進而探討其形象所表達的倫理意涵。 其

次，由《山海經》「山神祭禮」的角度討論書中所展現人與環境的關

係，以文本的論述與分析來探討現存於《山海經》中的「山神祭禮」意

涵與象徵。在《山海經》中對於先民生活居處環境記載最清楚的是《五

藏山經》，其中記載著山川河流、各種動物與植物、礦產外，還有那個

年代「存在」的各種山鬼神祇，並於經文末處記上當時先民對於山神的

祭拜。 在這些記載中，又以對山神的祭祀最能表現人與生活環境互動的

關係：祭祀中所使用的物品正是此「地區」的物產，採用的儀式或是禁

忌，也是此地「特有的」。祭祀展現自然環境與先民生活緊密相連的關

係。而祭禮內所使用的物品，各自有其代表的意涵，經由祭祀時傳達給

「自然」知道，同樣地，各種祭祀儀式也是如此，各自有著動作所代表

的意涵與功用，譬如樂舞以降神、獻血以吸引神透過氣味來到祭祀現

場。先民藉著「祭祀物品」與「祭祀儀式」傳達特定訊息給予「神」知

道彼此間的關係，或者說人是如此看待並界定與「神」的關係。 因此，

這部份的研究企圖認識在「山神祭禮」中所潛藏的「人」與「神」的關

係，從人類對「山神」之祭祀記載，瞭解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從文

本中整理出「山神」的模樣（條件、意象），進而探討其形象與當時先

民的關係。我們進入先民生活型態，在此確認「祭祀」正是人類「社會

經驗的反射」、「生活的投影」，在《山海經》找到人與「神」所展現

的倫理意涵，在於人認為人類社會生活經驗投射到自然的表現——「山

神祭禮」中。 最後，藉由前面兩面向的探討基礎上要討論的問題是《山

海經》裡的「天人關係」面貌究竟為何？除了將文本作一分析，並詢問

其中是否還展現了怎樣的倫理意涵？筆者並且對此提出兩個問題︰在

《山海經》內是否有「善」？「價值」是否存在？企圖從文本脈絡中，

建構「善」與「價值」的思想內容。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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