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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全文從比較神話學視野針對中國原母神神話作考察及觀念界域的釐清。全

文脈絡以女媧、西王母作為論述的中心，分別從神聖性（原始宗教視野的

原母神信仰）、母性（兩性文化視野的原母神形象）、巫術性（宗教儀式

視野的原母神崇拜）三方面分析母神原型及趨力所表現的女性創造精神，

及從原母神形象的演變發展看不同時期先民的思維進程。論述也試圖建立

原母神神話的理論基礎，並從大地女神、創世女神、先祖女神、救世女神

四方面探討母神神話的主題類型。原母神崇拜有關的經典傳說，表達先民

對宇宙、人生、民族起源等各方面的解釋，具有一定科學和哲學的意義。

而母神文化所表述的母性論述，關注人與自然宇宙的和諧面及生態環境，

母神的形象也被賦予了各個時代的歷史文化內涵，成為人類文明發展史的

綜合載體，因此對生命物種間的互相尊重，營造靈性提升的精神文明，是

原母神神話蘊含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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