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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國上古幽冥神話研究》中企圖討論的內容，可以大致分為四個

部分來看： 一、幽冥觀念的形成：先由「幽冥」二字的本義來尋找幽冥

的原始意義，然後據此從原始初民的角度來思考，從對於未知的死亡、

漆黑的自然環境、夜晚的各種危險等方面，找出黑夜與死亡、危險、威

脅等的關連，並且與太陽運行每日軌跡與規律相結合，進而產生光明與



黑暗兩個概念的世界觀。幽冥的觀念形成後進一步擴大，然後出現了幽

冥屬性的方位、顏色、環境、神祇、國家等。 二、幽冥世界的位置：在

不同的神話空間階段與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幽冥世界各有不同的所在位

置，但是經過歸納整理後，大致可以將幽冥世界的位置分為下方或北方

兩處。認為幽冥世界位於下方的原因，多是根據太陽運行的軌跡而產生

太陽落下沈入地底的想法，因而將下方視為是黑暗世界，也就是幽冥世

界。而因為方位系統的平行與垂直模式相通，進而可以發現下方亦為北

方，而且北方在實際的自然環境中的表現與幽冥世界的形象相符，更加

強了北方是幽冥世界的印象。下方與北方的觀念相較之下，又以北方較

具有體系架構，所以認為北方的觀念比下方的觀念更重要。 三、顓頊：

在中國幽冥神話出現的神祇中，又以顓頊最為重要，除了顓頊本身具備

的北方統治者、絕地天通、死而復甦的神話事蹟外，在《淮南子》中更

是將顓頊視為北方大帝，以顓頊為中心產生了一個北方幽冥的體系，如

玄冥、玄武等神祇都在顓頊的系統當中。玄冥的概念形成與顓頊相似，

都與黑暗、死亡、冰冷有關，而玄武的概念則是從北方星宿中產生。雖

然顓頊、玄冥、玄武三者的名稱不同，但是在內容概念上，有學者認為

三者其實都是同一概念的分化而已。但若由後起的演變來看，玄武逐漸

取代顓頊與玄冥在北方的象徵性，最後成為民間信仰中北方的代表。 

四、幽冥世界的內容：幽冥世界中的神祇，除了以顓頊為中心的體系

外，還是存有一些本身具有幽冥特質的神祇存在，如夸父、燭龍、噎

等，都可以從他們的神話系譜、神格屬性、神話事蹟以及居處的位置等

角度，找出與幽冥世界之間的關連性。當然在幽冥世界當中，除了各式

各樣的神祇之外，也有許多國家、人種、動物存在，這樣對象可能是在

名稱或是特徵上都具有幽冥屬性，因而也被視為是幽冥世界的一份子，

擴大了幽冥世界的內容表現。 本論文試著藉由幽冥觀念的形成、幽冥世

界的位置與幽冥世界中的神祇等三個部分，來找出原始初民表現於神話

中對於死亡世界的認識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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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點閱

次數 

0000030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0/8/19 

轉檔

日期 
2010/08/31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5016105 2010.8.19 2:21 124.11.192.219 new 01 495016105 2010.8.19 2:21 

124.11.192.219 new 02 495016105 2010.8.19 2:21 124.11.192.219 new 03 

495016105 2010.8.19 2:21 124.11.192.219 new 04 495016105 2010.8.19 2:21 

124.11.192.219 new 05 495016105 2010.8.19 2:21 124.11.192.219 new 06 

495016105 2010.8.19 2:22 124.11.192.219 new 07 495016105 2010.8.19 2:22 

124.11.192.219 new 08 495016105 2010.8.19 2:22 124.11.192.219 new 09 

495016105 2010.8.19 2:22 124.11.192.219 new 10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1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2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3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4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5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6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7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8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09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del 10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new 01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new 02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new 03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new 04 

495016105 2010.8.19 14:03 124.11.192.154 new 05 495016105 2010.8.19 14:04 

124.11.192.154 new 06 495016105 2010.8.19 14:05 124.11.192.154 new 07 

495016105 2010.8.19 14:05 124.11.192.154 new 08 495016105 2010.8.19 14:05 



124.11.192.154 new 09 495016105 2010.8.19 14:05 124.11.192.154 new 10 

495016105 2010.8.19 14:15 124.11.192.154 del 03 495016105 2010.8.19 14:15 

124.11.192.154 new 3 495016105 2010.8.19 14:15 124.11.192.154 del 3 

495016105 2010.8.19 14:15 124.11.192.154 new 03 

異動

記錄 

C 495016105 Y2010.M8.D19 2:12 124.11.192.219 M 495016105 Y2010.M8.D19 

2:19 124.11.192.219 M 495016105 Y2010.M8.D19 2:19 124.11.192.219 M 

chin3272 Y2010.M8.D19 2:24 124.11.192.219 M 495016105 Y2010.M8.D19 2:26 

124.11.192.219 M 495016105 Y2010.M8.D19 2:26 124.11.192.219 M 495016105 

Y2010.M8.D19 2:34 124.11.192.219 M 495016105 Y2010.M8.D19 14:07 

124.11.192.154 M 495016105 Y2010.M8.D19 14:16 124.11.192.154 M chin3272 

Y2010.M8.D31 12:04 140.136.117.50 M chin3272 Y2010.M8.D31 12:04 

140.136.117.50 M chin3272 Y2010.M8.D31 12:05 140.136.117.50 M 030540 

Y2010.M8.D31 13:18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8.D31 13:18 

140.136.209.41 I 030540 Y2010.M8.D31 13:20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