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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

字(英)  

摘要

(中) 

《楚帛書》的內容由〈四時〉、〈天象〉、〈月忌〉三篇文字及十二月

神像所構成，而三篇文字之間的內容互相聯繫，在圖文之間形成循環往

復的宇宙架構；而帛書神話體系的研究，必須以〈四時篇〉創世神話發

展絡為中心，連繫於〈天象〉、〈月忌〉篇所陳述的天象變化及宜忌規

則。而運用「神話體系」概念中的三個層次：時空結構、屬性結構、存

在結構，分析帛書神話體系的特質，發覺其創世神話是以雹戲、女皇

（炅、寒二氣）──四季神祇──自然萬物為主軸，進而構成四季、四

方時空混同宇宙結構，在此一宇宙架構中，包含了四時之辰、群神五正

的運行，有五行起源的涵義。而在此時空混同模式中，含有四隅植物枝



葉、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棈、十二神祇複合動物神像等元

素，以植物生命為蓋天宇宙，異於女媧「斷鼇足以立四極」（《淮南

子》）的獸形宇宙模式。這是因為帛書涵有早期的五行（月令）宇宙圖

式的概念，四季神祇用五木之棈（楨），支撐起「蓋天」式的宇宙，職

掌奠定三天、四極的秩序；此種架構突顯帛書創世神話的特質，在於以

雹戲支使（熱）、倉（寒）二氣為基礎，而後以五木、四時之間的聯繫

建立五行宇宙模式，並且以十二月忌為信仰。將《楚帛書》置於楚文化

的角度做比較思考，以與之時代相近的屈賦為例，即戰國中、晚時期，

兩者所代表的楚文化特徵。宏觀地說，屈賦各篇的神話體系不同，與帛

書相較，〈遠遊〉的四方時空概念為：「四方神界──南疑：炎神、祝

融。西方：蓐收、西皇。北方寒門：顓頊、玄冥。東方：句芒、太

皓」，雖然皆有明堂圖結構的涵義，但是〈遠遊〉是以主神／佐神的概

念組成四方時空架構，較貼近於《月令》形式；帛書則以四季神祇與五

木建立五行宇宙模式，且蘊涵了創世神話開天闢地的涵義。從屈賦〈離

騷〉、〈九歌〉、〈天問〉、〈遠遊〉的神話體系，探究《楚帛書》神

話體系所表現出的楚文化特質，得知兩者皆屬於「多系統」的神話體

系，例如神譜結構包含了其它文化成分，與楚族歷史發展的背景相關；

所以，涵有殷商、華夏、周文化因子，並且將之與楚地固有的文化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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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136.97.23 del 04 493016096 2009.1.15 14:40 140.136.97.23 new 01 

493016096 2009.1.15 14:40 140.136.97.23 new 02 493016096 2009.1.15 14:41 



140.136.97.23 new 03 493016096 2009.1.15 14:41 140.136.97.23 new 04 

493016096 2009.1.15 14:42 140.136.97.23 new 05 493016096 2009.1.15 14:43 

140.136.97.23 new 06 493016096 2009.1.15 14:44 140.136.97.23 new 07 

493016096 2009.1.15 14:44 140.136.97.23 del 07 493016096 2009.1.15 14:44 

140.136.97.23 new 07 493016096 2009.1.15 14:45 140.136.97.23 new 08 

493016096 2009.1.15 14:45 140.136.97.23 new 09 493016096 2009.1.15 14:46 

140.136.97.23 new 10 493016096 2009.1.15 14:47 140.136.97.23 del 09 

493016096 2009.1.15 14:49 140.136.97.23 del 10 493016096 2009.1.15 14:49 

140.136.97.23 new 09 493016096 2009.1.15 14:49 140.136.97.23 new 10 

493016096 2009.1.15 14:50 140.136.97.23 new 11 

異動

記錄 

C 493016096 Y2009.M1.D12 17:19 118.165.21.8 M 493016096 Y2009.M1.D12 

17:23 118.165.21.8 M 493016096 Y2009.M1.D12 17:24 118.165.21.8 M 

493016096 Y2009.M1.D12 17:25 118.165.21.8 M 493016096 Y2009.M1.D14 

15:20 118.165.20.133 M 493016096 Y2009.M1.D14 16:02 118.165.20.133 M 

493016096 Y2009.M1.D14 16:04 118.165.20.133 M 493016096 Y2009.M1.D14 

16:38 118.165.20.13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4:39 140.136.97.23 M 

chin3272 Y2009.M1.D15 14:51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4:53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4:55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4:55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4:59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5:00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5:03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5:08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5:12 140.136.97.23 M 

493016096 Y2009.M1.D15 15:14 140.136.117.49 M chin3272 Y2009.M1.D16 

9:51 140.136.209.54 M chin3272 Y2009.M1.D16 9:51 140.136.209.54 I 030540 

Y2009.M1.D16 10:23 140.136.209.54 M 030540 Y2010.M5.D4 15:02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