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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本論文以民間故事中的狐妻故事做為主題，探討中日狐妻故事的起源和

故事類型，並從文化面來分析中日狐妻故事中所呈現出的故事差異及特

色。 民間故事為大眾所共同創作的口頭文學，其取材多來自貼近市井小

民的生活，講述內容雖帶著虛幻性，但每則故事都有特定構成要素和中

心思想。每一則民間故事中所出現的特定要素和中心思想，並不會隨著



人、事、時、地、物而有所變動，因此民間故事所傳達的內容，是一種

跨越時間和空間的思想。當深入研究各民族間廣為流傳的民間故事時，

便成為一種探討民族共通思想的方法。 中國與日本都流傳著人類娶狐妻

的異類婚戀故事，雖然同樣都是狐妻故事，隨著兩地風俗民情的不同，

在狐妻的形象和故事結尾上也產生了差異。中國和日本雖然同樣都將狐

妻人格化，但卻各自塑造出的不同的狐妻形象。中國的狐妻幾乎以人為

的手法，將狐妻改造成適合生活在人類家庭中的妻子，因此狐妻有機會

和人類修成正果；而日本的狐妻雖有著人類的外表和疼惜家人的慈愛之

心，但最後終究離開人類，回歸大自然。中日狐妻的形象不同，反映出

兩個民族間對於自然的不同觀感，因此即使同樣以狐妻做為主題，但所

呈現出的故事也不盡相同。 關鍵字:民間故事、異類婚、狐妻、中日文

化、中日比較 

摘要

(英) 

The major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fox-wife story in folk tales, explore 

its story origin & type, and analyze dif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x-wife 

presented in China & Japan from culture perspective. Basically, folk tales are oral 

literature created by the public and drawn from their life. That makes them more 

close to civilian’s daily living. Folk tales always come with illusions. But every 

story has the specific elements and the central idea. These specific elements and 

the central idea of each folk tale are not affected and limited by people, events, 

time, locations, and subjects. In other words, the presentations of folk tales are one 

type of thought which could cross time & space. It becomes a methodology to 

investigate the common thinking of each race through the study of wide-spread 

folk tales. The man married fox-wife stories, the cross-species romance, are wide 

spared in China and Japan. But, the similar fox-wife stories come up with different 

endings and fox-wife’s images due to the diversity of environment and cultur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character of fox-wife is personified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but the fox-wife’s imag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The 

Chinese fox-wife is considered with social common senses, therefore suitable for 

living in the human family. She also has opportunity to grow old together with 

human. Japanese fox-wife has a human appearance and kind heart of loving 

family, but she would leave human society and return to nature, eventually. The 

diversity of fox-wife images represents the difference of nature views between 

Chinese & Japanese races. It also results in the different fox-wife stories even 

under the same story frame. Keywords: Folk tales, Cross-species marriage, Fox-

wife,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China and Japan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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