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門上畫雞」探討動物門神的時空意象

陳惠文

提要：

「門上畫雞」是一項源遠流傳的文化遺產，迄今仍可發現「雞王鎮宅」的藝術象徵
符號。本文藉由門上賣雞的文化活動，來推斷先民運用門神禁制的空間保護，搭配雞為

陽物的避邪神力，所建構的一套家宅居室的心理安全。雞鳴和清晨的意象交織，門辦叉
與年畫概念相攝，於是遭難於門上，已經統攝了先民時空意象交錯的整體觀念。

關鍵字：門神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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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初民時期，先民相信天地萬物都附有神靈主宰，即使無生物、無機物，甚至人的器

物也不例外，「庶物崇拜」思想油然而生，若專就人工所為的器物而言，商朝已有正式

制訂肥典，封門、戶、井、娃、土地為「五耙」來祭拜，其中門神也由周天子和各諸侯
於秋季九月斬于祭耙禮。秋季九月正是五穀收穫的季節，農忙收割之後，為感念門神守

護一年辛苦所得、人們居處出入的安全之虞’報德祭紀是理所當然、人情所不能免的。
人們研申聖的集會場所或是居住地供奉的圖騰物（頭骨、仿製品、畫像、象徵物），就

是最初的「門神」。 1 門神的功能除了保護人畜平安、五穀豐收，以巍巍之姿趕妖驅魔、
阻撓鬼怪入侵之外，其後更加積極地指涉出人心所願。
關於門神種類，徐七冠認為大抵可分為武門神、文門神、門童和地方性的門神四
種，並將門神的功能定位於：

驅除蟲蛇起獸、通疫之鬼，漸漸演變成無兇熱、驅邪魔、衛家宅、保平安的功
能。後代沿用之，並街生出積極祥瑞的意義。．．．．．．在宗教上，有用作寺廟守護
神的意義。 2
武門J神如古神話中的神荼、鬱壘，三國時代的馬超、趙雲’漢朝名相蕭何、武將韓
信，唐朝的秦叔寶、尉遲恭、魏徵和鍾趟，楊家將中的穆桂英、楊延昭或〈封神榜〉中

的燃燈道人等，都屬武將出身，個個威嚴英勇，反映人們對未知世界的敬畏和逐鬼避邪

的心靈。丈門神則如天官賜福、狀元門神、和合二仙、招財童子、劉海喜神和送子娘娘

等，反映人們對加官進祿、富貴榮華和後代子孫、開枝散葉的美好願望。另外也有鎮守宗
教廟宇的四大天王（四大金剛）、哼哈二將和韋歇護法、伽藍護法等等。舉凡宮殿、城

門、寺廟甚至門宅、牲畜柵欄，處處可見豐富門神意義的藝術符號。除了這些人物形象

鮮明的文武門神之外，也衍生出其他非人物門神的支流，其中「動物門神」居於相當重
要的地位。「動物門神」的種類有虎、雞、牛和狗等，其中以虎和雞為最大宗。儘管歷

來人物門神搶盡風采，﹛由古董虎、貼畫如何可上的作法迄今仍可發現，是一項淵遠流傳
的重要文化遺產。

二、「門上畫雞」的文獻析論
漢代文獻資料中關於門神的來歷，便已提及動物門神的觀念，此時動物門神的代表

為「虎」，而虎處於門神之列的觀念，也不斷被後世治用、轉化，商周時流傳在門上董
老虎的風俗，而門上貼畫雞，也在漢朝之後興盛起來。及至南北朝之際，動物門畫漸漸

l 戚序：（心靈的渴求一一－淺論門神游流及其演化〉’（重慶師院學報｝ 2001 年第 3 期，頁 84 。
2 徐七冠：〈守護台灣廟宇一一神話、鬥神、潘鹽水〉’〈炎黃藝術﹜第 75 期（ 1996 年 3 月），頁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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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金雞 J 所取代，有所謂「雞王鎮宅」的風俗。相關文獻如下：
1.王充《論衡﹒訂鬼〉引《山海經〉「北方有鬼國」：

〈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地三千里，其枝
閩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茶，一曰鬱壘，主閩領萬
鬼。惡害之鬼，執以華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

門戶畫神茶、郁壘典虎，懸葦索以御。」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 3

2. 應劫〈風俗通義﹒耙典〉：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典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土，章桃

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禍害，荼與鬱壘縛以華索，執以食虎。於是縣
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皆追妓於前事，冀以衛曲也。．．．．．
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

飲之，擊其爪，亦能避惡，此其駿也。 4
3. 應劫《風俗遇義﹒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展開，杆難守目，禮賣報功，故門戶用難

也。
〈青史子書〉說：「難者，東方之牲也。歲將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
故以難把無也。 J

今人卒得鬼刺、癖悟，殺雄難以傅其心土之賊風者，作灘，散東門。雞頭可以

治蠱。由此言之，難主以禦死避惡也。 5

此處尚未提及門上貼畫雞之事。

4. 晉代王嘉〈拾遺記〉：

堯在位七十年，有驚離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載澤，無鷗逃於絕漠。有施文之國
獻重明之鳥，一名重睛，雙晴在目，狀如灘，鳴似鳳，時解羽毛肉翩而飛，能

進搏猛獸虎狼，使妖災群鬼不能為害。借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豆，

圓人莫不洒掃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籌金為此鳥之

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魎魅醜類自然退狀。令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

為難於騙上，蓋重睛之遺像也。 6
為模仿重明鳥的神性、形髓，此處正式指明「貼畫雞，百鬼畏」。

〔東漢〕王充：〈 論衡〉（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編〉’ 1985 年），卷 22 ，頁 241

~

〔東漢〕應勸：﹛ 風俗通義〉（畫北：臺灣中華書局，﹛四部備要﹜’ 1981 年）卷 8

•

•

5 同註 4.

G 王根林、黃益元、曹光甫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頁 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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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梁代宗懷〈荊楚歲時記〉載：
帖畫雞，或新鎮五采a 土難於戶上。進桃扭著戶，謂之仙木。繪二神貼戶左右，
在神茶，右鬱壘，俗謂之門神。注云：「按莊周云： r 有掛雞於戶，憩華索於其

上，插桃符於旁，百鬼畏之。』又魏時人問議郎董勛云： F 今正臘旦，門前作煙

火、桃神、紋索、松拍，殺雞著門戶，逐疫禮欺？』勛答曰：『禮，十二月索室
逐疫，釁門戶，碟雞燒火行，故作助行氣。桃，鬼所惡，畫作人首，可以有所

收縛不死之祥。又桃者五行之精，能制百怪，謂之仙木。』」 7

6.

（玄中記〉：

東南有桃都山，山上有大桃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難，日初

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難皆隨之鳴。下有二神，在名隆，右名

，并執葦

索，以伺不祥之鬼，得而然之。今人正朝作兩桃人力門旁，以雄雞毛置索中，

蓋遺像也。 8
動物門棘的最早記載應為《山餅的中「虎」與神荼鬱壘9的相關事蹟，經過輾轉
的撞事增華，不僅「桃樹」形象化為「鬥 J ’神荼、鬱壘和老虎也轉趨形象化為門神，
延續為漢代「畫虎於門」的風俗起源，老虎從負責最後懲罰的主動角色到積極避惡的被
動角色，漸漸脫輸申荼鬱壘而獨當一面。「雞」作為門神的方式不一，有「碟雞著門上 J

JO或「貼畫雞」之分，直到最後乃以貼畫雞方式站穩門神地位，於年畫藝術上獨樹一幟。
「雞」與朱雀（鳳凰）長久以來一直有模糊相似的神秘屬性，尤其朱雀為漢代四靈之一，
具有避邪驅祟和食鬼的本領，與金雞峻鬼有極大的聯想、空間。

虎和難為動物門辦的先後盟主，從文獻資料上觀察，二者的起源、事件和演變，都
提供了類似情境。首先是發生地點的一致，滄海之中孤寂的「度朔山」’慢慢變型為「桃

都山」 II ，永恆高聳著一棵盤鋸遼闊的桃樹，樹下兩名檢閱萬鬼的門神始祖一一神荼、
鬱壘，最後由虎或雞來消滅惡鬼。無論是「其枝閩東北日鬼鬥’萬鬼所出入也」，還是

「於樹東北，有大穴，眾鬼皆出入此穴 J ’桃樹都提供了一個「門」的質料和進出通道
的概念，儘管只是神話中的鬼門，經過原始初民的設身處境，門與門神的觀念已深植人

心。其次是虎雞皆為陽物之厲，虎能執搏挫銳，噬吞鬼魅﹔雞能驅邪治蠱，食諸惡鬼。

但是經歷由虎而雞，動物門神方式開始轉變，畫虎於門，象徵的含義較大﹔雞則更進一

7 王攝榮：〈荊楚歲時記校注﹜（畫北：文津出版社， 1988 年），頁 23 .
“郭璞〈玄中記﹜，參考自李劍圍：〈唐前志怪小說輯釋﹜（畫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7 年），頁 200.
•J 此段文字今本《山海經﹜已無，見《論衡﹒訂鬼〉所引﹒
。﹛宋書﹜：「當時歲且，常設葦索桃棍，碟雞於宮及百寺門，以讓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

卯’無碟雞，案明帝，大修讀禮，故何晏融祭議祭，據雞牲供讀釁之事，碟雞宜起於魏也﹒」（北京，
中華書局， 1993 年 ），第 2 冊，頁 342.
II 何新：（神樹扶彙輿宇宙觀念〉﹛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哈爾演：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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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為祭記供品，難頭雞血也派上用場。與雞的機牲方式相同的還有「狗」’如《風俗通

義〉卷八「殺狗碟芭四門 J 一條提到：「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碟色四門，以禦蠱苗，
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12

1.桃都山或桃樹

不論是桃都山或桃樹，都與早晨和東方的意象交錯，而桃在文化演變中主要有三種

意涵特徵：鎮凶除邪、置鬼於死、長生不老。長生不老想當然爾地是被西王母贈仙桃事

件、攝桃會等渲染開來，蝠桃便成為延年益壽的標誌。而鎮凶除邪則可查於﹛禮記﹒檀

弓〉一則資料：「﹔君臨巨喪，以巫祝桃封執曳，惡之也。」鄭玄注云：「為有凶邪之氣
在側，君閣大夫之喪，去無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鉤。桃，鬼所惡，

夠，甚苔，可增不祥。 J 13鄭玄點出泉鬼惡桃，君王所到之處可先用桃列去不祥之物，
其原因乃在於「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壓仗邪氣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門，和j 百鬼，故

今作桃人提著門以壓邪，此仙本也。」 14生在鬼門、僧尼鬼可說是延續桃都山上鬼畏桃
校的意涵。而歷代人們本著桃木避鬼的要旨，在使用方式上有新的衍生和變化，但實質

是沒有改變的。如桃樹枝、桃板、桃符，桃木湯、桃子、桃仁、桃人等都衍生成為避鬼
驅邪的有力武器。的
批枝除了能使鬼畏，進一步也能置之於死地。如〈准南子﹒詮雷訓〉：「羿死於桃捨」

許↑真注云：「格，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猶是已來，鬼畏桃也。」 16桃與羿之
間存在著某種對立的關係’並以羿的射日斬獸神功，最後卻亡於徒弟的制格下，益顯
桃材申威。桃樹本是居於光明黑暗分界的神樹，力抗黑暗與雞迎日，當然容不下射日英

雄羿’相爭相戰必成二者宿命。桃是光明和生制9象徵’是結束黑暗與死亡、開啟光明
與生命的具有太陽神性的神樹，所以被用作避邪驅鬼的讀災的神符，用作男女間愛情的

信物而被相互說贈，用作常受的象徵被人們喜愛和求取。 17
2.1神荼鬱壘
歷來關於門神起誨的文獻，神荼、鬱壘有不同名稱，但都多半僅是聲轉韻換，

所差無幾。在桃都山神話中，神荼鬱壘的出現本來是與虎同在，演變成「上有天雞，

下有二神」’儼然退位，但一樣執行將惡鬼繩之於法的任務。
3.葦索
葦索即葦妾，一種用蘆葦相交、編結而成的繩。在桃都山神話中，原是神荼鬱壘的
執法工具，束縛制止罪惡駒擴大，帶給人類身家性命的保障，和免於異類環伺的恐懼。
12 同註 5 。

”李學動主編：《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9 年），上冊，頁 275 .

H

〔宋〕李助等撰： ﹛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卷 967.

的鄭曉江主搞：〈中國避邪文化大觀﹜（廣州：花城出版社， 1994 年），下冊，頁 385.

16 張雙棟：﹛准南子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頁 1469 、 1472.
17 張開張：〈崇桃風俗與桃之神性〉’﹛煙台師範學院學報） 1995 年第 3 期，頁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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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葦索同樣可以植物蘆葦的強盛生機，來比況人類子孫綿延，象徵意義頗大， r 葦者，

欲人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華葦，美者交蜀，陰陽代興也。」 18在這則避鬼除邪的
神話體系中，葦索也在逐漸轉移代表意義。

4.雞

構成桃都山神話的種種物件，普遍存在著名異質問的現象。天雞”、金雞、玉雞、

石雞”、重明鳥等眾雞，因為資料過少，無法推知眾雞意涵的差異性，也由於桃都山神
話的類似情境，造成眾雞的同質性相當高。而〈神異經﹜的扶桑山，從玉雞、金雞、石

雞到天下之雞，隱隱約約透露一種層次分明的秩序感，包括時間累進和空間開闊的豁然
開朗。

→、「門上畫雞」的時空意象
（一）家宅建築和門神的空間意象
空間觀念向來難以掌握，供人生活其中、俯仰其中，大家共同意識到、經驗到和感

受到的存在客體，關華山在〈談畫灣傳統民宅所表現的空間觀念） 21 對於空崗的詮釋極
佳，他認為大體上人的空閑觀念可分為兩類：一個來自大尺度的宇宙觀，其中尤其著重
人對自然的詮釋﹔男一類來自尺度較小的空間，無限世界裡有限的部分是人生活的舞
台，人常常將這些身外的空間賦予相當的「社會、文化」意義。在大尺度的宇宙觀中，
中國古f切特首呈現的是混沌的宇宙觀，因為天堂、人閩、冥界自上而下，相互垂直街接。

原始神話中的三界觀一一天堂、人間和冥界，三界之別絕非井然有序，尤其人界之
中叉特別容易竊斷絲迪、熱鬧繁雜，可以與神同在，亦可受鬼窺探，甚至神鬼交征，不

遑多讓。當人們眼界回歸自身周圍時，也就是回歸最小的社會單位一一「家 J ’人所居
住的真實環境，家宅建築的設計便預示了人的空問意象，根據〈中國風俗概觀〉所歸納
的中國傳統建築佈局有以下幾點特色：
第一，中國建築絕大多數為平房，而且一個院落追著一個院落，平面向縱深鋪
開，深深的庭院擁抱著大地。
第二，中國院落式建築’房子在四周，中問為庭院。

IS
1'1

同註 4

0

（金樓子﹜卷五：「東南有桃都山，山有大批樹，上有天難，日初出照此桃天難即鳴，天下之難感之而
鳴。樹下有兩鬼， 對樹持葦索，取不祥之鬼食之。令人正且，作兩桃人，以索中置雄雞，法乎此也。」

收入﹛仲長統論 （及其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叢書集成初緝〉本， 1985 年），頁 91 °
20

《神異經﹒東荒經〉：「大荒之東糧，至鬼府山、臂訣椒山，腳巨洋海中，升載海 日 ﹒蓋扶桑山有玉雞，

玉雞鳴則金雞鳴， 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潮水應之矣﹒」王根林、黃益元、曹光
甫校點：〈漠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頁 50 °

21 關華山：（談臺灣傳統民宅所衰現的空間觀念〉 ’《民居與社會、文化〉（華北：明文書局， 1989 年 10 月），
頁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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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無論什麼類型的建築’也無論面積多大，最外邊一定有圍牆圍著，裡面

各院落之間也有院牆和房子相隔。
第四，中國群體建集中，每個個體建築之間有高矮之分，主次之別，等級之差。

中國傳統家宅多半以厚實的牆院團成一個閉合空間，鳥轍居宅方方正正，追求秩序
和安全，基於封閉性和保護性的考量，只留下一道門，藉以溝通內外也區別內外空間，

形成觸目聳立的「門限意義」。門是兩扇的大門，多是指有室堂庭結構單位之外門，「門」

是所有建築物的出入口，具有豐富的社會意義，其意義至少可從以下三方面來理解。第
一，門是不同空間的界線與通道。第二，由於所劃分的空間各自代表不同的社會範圈，

因此門不但是空間的界線，也是人倫關係的界線。第三，門不但是具有分割空間與人群

的作用，有時也是空間與人群的表徵。”
就空間結構而言，七會（室、堂、庭、門、巷、街、野）是中國古代空間最具
體的形象，在這種由內而外，層次分明的空間結構中，層層的門戶具有分界與

通貫的雙重作用，因此門是空間控制與社會控制的重要措施。 M
家中門檻如同空間界面，以一種立即的、具體的方式，指出了空間的連續性的中斷，

整體均是 r 過渡」的象徵。指示人界與冥界之間的距離，區分兩個世界，也是儷荳兩個
世界對立的邊界，容許矛盾衝突並存和交流的特殊場域。甚至傳統觀念中認為門檻是家
神憑依之處，嚴禁在這樣的神聖空間有任何坐踏或站立的動作，而民間婚俗中也有新娘

進門必須小心跨過門檻’否則會被視為對長輩不敬而遭詬病。這都是對門檻謹慎敬重的

體俗，都是空間內／外、人／鬼意涵的轉移。
對於前工業時代的居民尤其是鄉村民眾而言，由一幢幢家宅組合起來的村慕不

會是一個層於 F 內群』『內部世界』。它代表著文化、文明和安寧的生活。它的
四周被陌生而恐怖的外部空間所環繞，那裡有野獸出沒，有鬼魂遊蕩，是一切
病疫和災害的淵載。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不可能完全隔離，它們之間存在者物
質同信息的交流。故此，外部空間的惡靈就會時常潛入已落之中，威脅到個人

與社會的生存。為了防止這類危險的發生和蔓延，我們的祖先發明了五花八門
的鎮宅奇數。 25
因區域風俗之異而有不同作法，眾所皆知的鎮宅奇尚有「設影壁 J .. r 掛鏡子」、「石
敢當」和各種鎮宅符、鎮宅面具、吞口等等。

時間的特徵是永恆的持續，但持續之中有可以分成許多時刻和時段。空間的特

22 楊存由：﹛中國風俗概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年），頁 110-111 °

23 自由j增貴：（門戶與中國古f組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68 本， 第 4 分（ 1997 年），頁

818 °
2~ 同註 21 ，頁 817 。

25 郭淨：﹛中國面具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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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是不斷的延伸，但延伸之中也包含著許多點位和區域。這種現象說明，無論

時間和宣悶，都是連續性與間斷性的對立統一。連續性是絕對的，間斷性是相

對的，絕對的連續性存在於相對的間斷性之中。 26
門限觀念的可引伸為兩種空間的轉換關鍵，具備連貫的意義，也有禁忌的意味。
但光是桃木門的設置是不夠的，必須搭配門辦的藝術象徵符號，構成雙重護衛火力。「不
棋擬對象，而是以象徵觀念，互滲心裡威覺、理解、幻想為基礎，即以特殊視覺觀念

造成的「心象」和以意念造像的「意象」’運用民間視覺符號「隨意」造型，使它超越

客體對象27 。 J 門紳符號系統的背後是一整套的集體性的象徵意象，支持並支配著門
神的角色扮演，也就是說，儘管門神種類眾多，演變繁雜，造型隨意，為人所用，但
驅妖避邪是門神最早的、共同不變的出發點。通過門神的形式展示心靈的渴求，表達

驅邪逐鬼和祈福納吉的人之所欲。門的空間範園，從大家族的宅門逐次縮小，到每個小
家族的門、廳、二門、內室，逐次衍化成「大門避邪、二門祈福」的精神意義。
（二）「門上畫雞」的時空意象
透過直覺直觀方式，交融象徵意義、類化意象和集體表象，整個神話意象呈現出原
始民族的認知和情緒。於是藉助最初的神話意象，即使離開物件對象本身，腦中依可清

晰地掌握客體的輪廓、外貌和大概的印象，在想做日記憶中，仍然保有曾經的存在。如
鄧啟耀所言：
由於神話的思維主要藉助於類化意象的形式因素或形象直觀的語言符號來進行

思維，依靠具象性、幻想性很強的象徵來進行表述和暗示，所以往往得籍助於
直覺來傳成和領悟，進行認識和思維活動：通過直覺來把握物象，形成類化意
象和集體表象﹔通過直覺使象徵的意義和類化意象、集體表象融合在一起﹔並

在直覺中把某種情緒反應、情~態度同類化意象與集體表象的形象結合在一
起，通過後者加以表現。原始民族正是以這種原始直覺，模糊R掌脆地進行認識

和思維活動，認識和把握世界並使自己和世界形成一個統一艘。 28
在上古神話時空觀裡’四季的春夏秋冬、四時的晨午子夜與空間的東南西北具有對
應性和同一性，人類和自然界也時時刻刻、畢恭畢敬地遵守這恆久不渝的寰宇規律。關

於門神時空意象的討論多半以眾類門神的共性為基礎，接下來便以動物門神中的「雞」
來探究其特殊性，而全體關照「雞 J 門神的時空意象。
葉舒憲在「神話的時空哲學 J 29章節中有詳盡探討，首先作者以〈荊楚歲時記〉中

董勛〈問禮俗〉所記載：「正月一日為難，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

六日為鳥，七日 為 人。正旦畫難為門，七日貼人於帳。 J 展開一系列的創世草帽苦和空

26 吳文英：〈中國古代的時空觀念﹜（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0 年），頁 121

•

27 張憲昌：（年直是藝衛符號〉’《聊城師範學校學報） 2000 年第 4 期，頁 119 。
釗鄧啟耀：《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成都：重慶出版社， 1996 年），頁 215 。
m 葉舒憲：〈中國神話哲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年），頁 24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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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解讀，意引如下：
第一，為雞便是造雞，正月前七日的創造實際上乃是對原初創世工作的一種模擬性紀

念。
第二，正月一日太陽東昇之際所進行的巫術避邪活動，透露出雞的特殊功用，以及雞同
東方、新春的潛在聯繫。

第三，雞的睹中實際表達出時間與空間的雙重開始，也將表層敘述中的動物起源故事
轉化成創世神話。

第四，「雞為積陽，南方之象」’雞在各地民俗中成為避邪的神鳥、陽鳥。
〈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田饒為魯哀公白，夫難平頭戴冠者，文也﹔足
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門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 30

雞為五德之禽，為祭品犧牲，乃人與神、人與聖的溝通媒介。雞何至如此之神力？
古往今來，雞鳴與太陽東昇的偶合，難被注入了太陽的神格，從而使先民由鳥
信仰擴展到太陽信仰的歷程中，又被綜合為一體的太陽鳥一一難信仰所代替。

所以，在難信仰的深層，潛藏的依然是太陽鳥信仰，原始初民稚拙濃烈，情~
滋生的太陽鳥信仰，在現實的眼光探尋下逐步由虛擬組合的自然景物，移情到

渾然一體的天然生物一一雞身上。人們對太陽鳥的愛戴典崇敬，漸漸由雞來取
代與享受。難成了太陽鳥的化身，成了宇宙萬物緣起的根由，人神形成的始祖。

太陽鳥信仰，乃是以鳥為原型構成的太陽與鳥複合體信仰，太陽運轉時間與鳥生活習

性，相隨相形，在原始初民的互滲思維中，漸漸合成一體，享有不離不棄的共同原始意

象。在古人心目中，雞為陽物，雞鳴天明，劃破晝夜。自畫為陽世沸膽活動的時間，日
落是陰間鬼魂遊蕩的幽暗，故雞鳴兼具時間和空間的置換。迎接晨光，光是空間變化和
感受最為強烈的質量，報曉破夢，啼聲也代表劉國社群公共生活的時間秩序，空間上宣
告陰魂鬼魅猖頓的結束，雞成了驅邪逐鬼的祥物，如宋《太平御覽》卷九一八引〈神異

經〉：「東方有人長七丈，頭戴雞，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名黃父，又名食邪，以

鬼為鈕，以霧為漿。 J 32頭戴雞，利用神雞的鎮鬼魔力，才能朝暮吞鬼。而且雞鳴一聲
天下白，雞叉成了能使太陽復出的神鳥。歲月更送，晝夜交替，雞儼然是自然時間和人
文秩序的最高指揮，叉是重要的祭耙牲品，其地位絕對不輸桃都山下的神荼鬱壘。虞萬
里認為：「可能後來正因為＃、灘的風俗與桃符同日，難又能醫治 r 鬼刺癖 ν 能厭癢氣，

於是它與桃符便越來越接近，乃至合為一說。它的剋鬼功能也日益上升。」 33
「雞」結合「春 」 、「太陽 」 、「東方 」 、「陽物 」 34等概念， 正如同其餘的狗、豬、羊、

”〔宋〕李助等撰： 〈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卷 918 ，頁 4072 °
”陳動建：〈中國鳥文化一一關於鳥化宇宙觀的思考﹜（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6 年），頁 96 °
u 同註 11 ，頁 4072 °

” 虞萬里：（桃符風俗激流考〉，﹛中國民間文化﹜ 1995 年第 1 期，頁 144 。
”

〈太平御覽〉引〈春秋說解辭﹜：「難為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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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馬搭配一連串方位、季節和屬性，似乎可探查出漢代興盛的一整套陰陽五行思想、系

統，當然其中不乏人們在思考進程中追尋理性、秩序和支配慾望。
在原始民族的思維中，由於心與物那不分化的一體裁和神秘渾沌性，物象和觀
念往往合而為一。他們總是借用某些具體的物象來晴示某些特徵上相似或相聯

繫的觀念。要表述較複雜的內容也只有靠「象」的組合，從中產生超出『象』

本身所直接具有的「意」。他不僅使物象和觀念融為一種，而且使想象和事實融
為一艦。 35

先民從太陽的位移中意識到、體會到時間的新L動，也就是說，「太陽」的意象概念結合
了先民的空間意識和時間意識，但最初的時空意識是混傲不分、不易區別的，因為時間

的原則是「變化」’而變化唯有在空間中才深刻。雞鳴和清晨的意象交織，門神叉與年
畫概念相攝，於是運如令門上，除了有年節上除舊佈新的時間意涵，也運用雞為陽物屬

性的禁制空間功能，先民也許沒預料到，但「門上賣雞」已經統攝時空意象交錯的整體
觀念。

四、結論

神話絕非出自隨意的捏造，是原始初民藉以認識大千世界、詮釋繽紛寰宇的方式，
而這樣一種深層的隱喻結構，可以跨越宇宙、歷史、種族的鴻溝，呈現人類互古以來神

話心靈的變與不變。先民把各路英雄和動物鬥神「供請 J 於門上，似乎透露著親近眾

神的渴望，這些非文字的象徵符號，代表著守護和賜福的祈求禱告。動物門神的虎、
雞最早的同質性乃「陽物以剋陰」的關鍵，時至今日，這層意義可能因年代久遠或已
沈入人們的潛意識中而乏人問津，但文化記憶卻依然保留，筆者認為最有可能的原因，

在於虎和雞的門神文化，也隨著文宮門神的祈福功能出現而轉變型態。聲音的聯想、性
延續了虎和雞的門辦意象，虎取「福 J 音，雞取「吉 J 音，門神由人而設，必須承載

人心願望、反應人心所欲，如此才能存續至今。

見《太平御覽﹜’ 卷 918 ， 頁 4070 .
35 鄧啟耀：﹛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卜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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