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課程計劃表
一、課程科目：中國神話專題研究

二、任課教師：鍾宗憲

三、開課年級：博碩士班（選）

四、學分數：4（上 2，下 2）

五、教學目標：

1. 以本國人文學科發展為核心，藉由中國神話學的各項專題，熟悉並運用

相關理論與研究成果，開拓學術視野，探求文化基礎價值。

2. 整理傳統文獻典籍、百年來出土資料以及新近田野報告，建立中國神話

文本與論述範式，架構中國神話體系。

3. 解析並詮釋中國神話內涵，以「思維啟蒙」與「文化復原」為兩大前提，

從而反省語文表達、行為模式的現實意義和藝術化過程，同時進行「還

原」、「創新」的思辨與論述。

4. 體認神話與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社會乃至於天文等相關學科的關

係，在民俗反映與知識造說之間，回歸以「人」為根本的基本關懷。

5. 開發心靈世界，呼應神話中的宇宙觀與世界觀，以同情、理解的態度面

對差異性文化，培養宏觀、包容的人文素養。

六、教學理念：

1. 重視理論、原典的切實閱讀，同時強調田野考察、考古新知、學術思潮

與典籍文本的相互參照，藉以落實學術研究工作，展現神話學科的特殊屬

性。

2. 對於「神話」的基本認知，建立於「原始思維」與「原始語言」的融合

構成：神話是人文思考的最初表現，兼具理性與感性的傾向，而成為文化

的重要起源之一。

3. 「文化」是以有機形態（organic morphologye）所構成的整體，包括實體

的、與非實體的各個單元。文化不應該只視為族群性（ethnicity）的表現，

應該回歸到自我的（self）、個別的（personal）主體。

4. 神話的產生，主要在於由個體而集體主觀意念的「類比」與「認同」的

認識過程，所形成的文化記憶與話語。而人文學術的基礎，則在於文化記

憶與價值的認同。因記憶而信以為真，因價值而趨於現實。

5. 綜合上述理念，課程以「思維」的解析與「文化」的理解作為研究中國

神話的基礎要件。教學以資料蒐集為本，以師生對話為主要方式，進而針

對各專題進行討論。

七、教學方式：

1. 課程進行方式包括演講式授課與開放式討論：演講式授課以中西學術發

展、基礎文本導讀與治學基本方法介紹為主；開放式討論以知識運用、思

辨訓練與表達邏輯為主。



2. 作業寫作與指導區分為二：其一，為各教學單元作業；其二，以單一學

年為限，由教師指定範圍，研究生分工完成，於學年期末彙整發表。

八、課程進度及綱要：

第一學期

第一單元 中國神話學導論

討論主題：1.本課程相關授課規定與作業寫作說明；

2.基本參考書目介紹；

3.當代中國神話學術成果；

4.世界各大文明區的神話現象分佈介紹。

基本書目：

鍾宗憲：《中國神話的基礎研究》，台北：洪葉文化公司，2006。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世界》（上下），台北：洪葉文化公司，2005。

蕭兵：《神話學引論》，台北：文津出版社，2001。

馬昌儀（編）：《中國神話學文論選萃》（上下），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

版社，1994。

賀學君、櫻井龍彥（編）：《中日學者中國神話研究論著目錄總匯》，名

古屋：名古屋大學大學院國際開發研究科，1999。

袁珂、周明（編）：《中國神話資料萃編》，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

版社，1985。

尹建中（編）：《台灣山胞各族傳統神話故事與傳說文獻編纂研究》，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1994。

單元作業：請針對「神話」一詞加以定義，並請舉出一則中國神話做為例

證。（字數不可低於 2000 字）

第二單元 神話的定義與中國神話學的歷程

討論主題：1.何謂「神話」？中國神話有何特性？

2.「神話」與民間文學的關係為何？

3.中國神話研究的起因

4.「神話」形成的背景為何？

主要參考書目：

顧頡剛等：《古史辨》（七冊），台北：藍燈文化公司，1987。

潛明茲：《神話學的歷程》，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89。

潛明茲：《中國神話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4。

古添洪、陳慧樺（編）：《從比較神話到文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77。

袁珂：〈中國神話研究史〉（上下，袁珂：《中國神話史》，台北：時報文

化公司，1991）頁 373-430。

下一單元指定閱讀資料：

林惠祥：《神話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7 月臺 1 版 1 刷，



1995 年 6 月臺 2 版 1 刷。

（日）大林太良：《神話學入門》，林相泰、賈福水譯，北京：中國民間

文藝出版社，1989。

單元作業：指定閱讀資料其中一本的內容摘要，字數不可低於 2000 字。

第三單元 近代西方神話學的觀點與神話文本建構

討論主題：1.西方神話學術的歷程；

2.中國神話學術與西方神話學術的關係；

3.有哪些重要的神話研究觀念與方法？

4.如何判定「神話」文本？「神話」如何表現？

5.如何看待袁珂《中國神話史》？

主要參考書目：

林惠祥：《文化人類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34 年 7 月初版，

1993 年 4 月臺 1 版 8 刷。

（英）弗雷澤：《金枝》（上下），汪培基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1。

（美）喬瑟夫．坎伯：《千面英雄》，朱侃如譯，台北：立緒文化公司，

1997。

聞一多：《神話與詩》，台北：藍燈文化公司，1975。（台北里仁書局另

出版有《聞一多全集》）

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涂元濟、涂石：《神話、民俗與文學》，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

下一單元指定閱讀資料：

（法）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丁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英）馬林諾夫斯基：《文化論》，費孝通等譯，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

版社，1987。

單元作業：做出「原始思維」定義；繳交《文化論》內容摘要，字數不可

低於 2000 字。

第四單元 原始思維與神話產生

討論主題：1.何謂「原始思維」？

2.從神話研究的角度，「原始思維」如何表現出來？

3.民俗文化的諸多現象，與「原始思維」有何關聯？與「神話」

有何關聯？

4.自然神話的產生背景與思維方式。

主要參考書目：

（德）恩斯特．卡西勒：《神話思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英）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李安宅譯，北京：中國

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 年 5 月。

鄧啟耀：《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葉舒憲：《中國神話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劉錫誠：《中國原始藝術》，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張曉凌：《中國原始藝術精神》，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

陸思賢：《神話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台北：立緒文化公司，1998。

趙沛霖：《先秦神話思想史論》，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8。

下一單元指定閱讀資料：

（德）恩斯特．卡西勒：《語言與神話》，于曉等譯，台北：久大文化公

司、桂冠圖書公司，1990。

單元作業：內容摘要，字數不可低於 2000 字。

第五單元 語言、符號與原始思維（神話與文學理論的關係）

討論主題：1.「宗教」的基本概念為何？

2.行動、語言、圖像、文字與「符號」觀念如何結合？

3.「傳播」的動機對於神話研究有何影響？

4.作者個人意識與社群集體意識的體現方式如何判別？

5.「歷史」、「小說」與神話的差異及其演變的過程為何？

6.何謂「象徵」？何謂「譬喻」？何謂「神話」？

7.文學語言與神話的關係。

主要參考書目：

胡志毅：《神話與儀式：戲劇的原型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2001。

張志剛：《宗教學是什麼？》，台北：揚智文化公司，2003。

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埃利亞代：《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2001。

楊知勇：《宗教．神話．民俗》，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1。

（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楊東蒓、馬雍、馬巨譯，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梅新林：《仙話》，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羅永麟：《中國仙話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鄭有土、陳曉勤（編）：《中國仙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鄭土有：〈中國古代神話仙話化的演變軌迹〉，《民間文學論壇》1992 年

1 月第 1 期【總第 54 期】，頁 3-13。

林辰：《神怪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日）小南一郎：《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孫昌武譯，北京：中華

書局，1993。

下一單元指定閱讀資料：

（德）麥克斯．繆勒：《比較神話學》，金澤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9。

單元繳交作業：1.《比較神話學》內容摘要，字數不可低於 2000 字；



2.自選世界各民族「創世神話」或「人類起源神話」一則，

並加以分析，字數不限；

3.「學年作業」題目、提要與關鍵詞。

第二學期

第六單元 主題討論：中國神話的研究方法

討論主題：1.如何從事中國神話研究？

2.田野採集的方法為何？限制為何？

3.文獻資料研究與田野採集研究如何應用？

4.訓詁學方法的可行性及其侷限性；

5.比較神話學的概念；

6.民俗學的研究方法；

7.文學的研究態度。

主要參考書目：

芮克里夫‧布朗：《社會人類學方法》，夏建中譯，台北：久大文化公司、

桂冠圖書公司聯合出版，1991。

蕭兵：《黑馬》（代序：〈新還原論──我怎樣寫《楚辭與神話》〉，台北：

時報文化公司，1991。

蕭兵：《中國文化的精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9。（台北桂冠

圖書公司另有出版）

呂微：《神話何為》（第一章：〈方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1。

下次繳交作業：「學年作業」大綱（章節分佈）。

第七單元 創世與造人神話專題

討論主題：1.世界各主要民族「創世神話」或「人類起源神話」內容為何？

2.可以從哪些角度研究「創世神話」、「造人神話」？

3.洪水神話與兄妹婚的思維方式與意義為何？

4.「神」、「人」的關係如何和諧？

主要參考書目：

袁珂：《古神話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台北長安出版

社另有出版）

劉城淮：《中國上古神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

印順：《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91。

鹿憶鹿：《洪水神話－以中國南方民族與台灣原住民為中心》，台北：里

仁書局，2002。

第八單元 報告討論：神話的空間觀與時間觀專題

綜合討論：「學年作業」個別報告與指導

討論主題：1.「他界」存在的意義為何？

2.神話反映出來的宇宙觀與世界觀為何？



3.「神」的世界與「人」的世界有何關聯？

4.如何看待《山海經》一書的內容？

5.何謂「圓形的時間觀」？如何反映在神話中？

6.歷史時間與神話時間如何重疊？

7.個別「學年作業」大綱檢討與問題討論。

主要參考書目：

呂微：〈「昆侖」語義釋源〉，北京：《民間文學論壇》，1987 年第 5 期。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

徐顯之：《山海經探原》，武漢：武漢出版社，1991。

邱宜文：《山海經的神話思維》，台北：文津出版社，2002。

（法）埃利亞代：《宇宙與歷史：永恆回歸的神話》，楊儒賓譯，台北：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關永中：《神話與時間》，台北：台灣書店，1997。

第九單元 神話、圖騰與歷史專題（感生、變形神話專題）

討論主題：1.「戰爭神話」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2.二元思維對於神話所產生的影響；

3.神話系譜與歷史系譜的關係；

4.上古史如何建構？

5.「感生」神話與「政治」神話的關係；

6.「變形」的意義、種類與運用；

7.何謂「圖騰」？圖騰理論如何運用在神話研究？

主要參考書目：

鍾宗憲：《炎帝神農信仰》, 北京: 學苑出版社, 1994。

鍾宗憲：〈《管錐編》對於「變形」的相關論述與思辨〉，香港大學中文

系：錢鍾書與 20 世紀中國學術國際研討會，2002 年 10 月 11－12 日。

樂蘅軍：〈中國原始變形神話試探〉，《古典小說散論》，台北：純文學出

版社，1984，初版 4 刷，頁 1-38。

徐志平：〈「人化異類」的故事從先秦神話到唐代傳奇之間的轉變〉，台

北：《台大中文學報》第六期，1994 年 6 月，頁 357-397。

（蘇）A.E.海通：《圖騰崇拜》，何星亮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

佛洛伊德：《圖騰與禁忌》，楊庸一譯，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 年初

版，2000 年 6 月重排版。

何星亮：《中國圖騰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1 版，

1996 年 4 月 2 版。

柯靈烏（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何兆武、張文杰譯，北京：商務

印書館，1997。

下次繳交作業：學年作業

下次準備器材：投影機



第十單元 神話圖像與造型專題（漢畫像石研究專題）

討論主題：1.出土文物與神話研究的關係；

2.「畫像石」、「畫像磚」、「岩畫」、「壁畫」的文化意義；

3.從神話研究的角度，如何運用「畫像石」？

4.「徐州漢畫像石」簡介；

5.期末檢討與教學評量。

主要參考書目：

王建中：《漢代畫像石通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

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吳曾德：《漢代畫像石》，台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6 年 3 月台 1

版。

武利華：《徐州漢畫像石》，北京：線裝書局，2001。

陳江風：〈漢畫像神話與民俗學〉，北京：《民間文學論壇》1989 年 1 月

第 1 期【總第 36 期】，頁 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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