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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

本計畫係針對台灣之風土民俗與傳說
做初步之探討;除廣泛閱讀古典文獻與今
人田野調查資料外，主要在於問題與方法
提出。希藉此而揣摩「傳說學」的理論
模型，並與「台灣學」之熱潮，互相借鏡。
    就資料之分析歸納，本報告嘗試提出
三個議題：空間意識及其形式、地方風物
傳說圈與傳說類型、人物傳說與地方性的
離合；就資料與學理交叉印證，以明台灣
地方風物傳說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關鍵詞 台灣 民間文學  地方傳說 空間
        意識 傳說圈

Abstract
  This project is supposed to study the local
customs and folk legends of  Taiwan
extensivelyively.It  has researched ancient
literature works and present investigation in
first step. Then it is  tried to find some
questions and suggest some approaches to
set up the study model of the folk
legends.There are three topics to be
discussed: (1) the space conciousness and
forms (2) the influent circles and tpyes (3)
the open—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figures’ legends and regionalism of Taiwan
local legends.Finally it hopes to point out
the universality and characteristic of Taiwan
local leg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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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緣由與目的

    隨著本土意識的抬頭，台灣研究逐漸
受到學界的重視，俗文學、民間文學的領
域亦同。有關台灣民間文學的搜錄與研
究，約可區分為幾個著作類型：1 古典文
獻：指清人筆記詩乘與日據時期日人著作
2 今人札記漫談：指台彎光復後，宿儒文
士的隨筆漫談 3今人田野調查資料：指近
十年各地文化中心裡文史工作室所采集
之材料4 今人商業娛樂手冊： 指報刊出
版社為旅遊、猜謎等特定目的而印行之文
章書籍。除第4類再製作、改寫情形較多
之外，其餘大多可作為研究參考之用。然
這些資料仍屬原始素材須待進一步的分
析歸納，輔以學理的爬梳、界定，方能彰
顯其獨特的意義與價值。相對的，也可以
作為檢驗之用，修正理論模型。職是之
故，本計畫以三個議題來討論台灣地方風
物傳說的內容與結構(一) 空間意識與空
間形式(二)地方風物傳說圈與傳說類型
(三)人物傳說與地方性的離合；最後亦將
藉此對傳說若干研究方法加以對照探
討，提出心得與建議。

三  討論與結果
{ 一 }空間意識與空間形式
地方風物傳說可概分為地方{ 地形地

物等 }傳說、習俗傳說、與特產傳說等小
類；由於「地方風物」最能扣緊某個地區
{ 無論其小大} 的人、事、物，因此和地
方特色、本土意識可說最能互相呼應，也
最容易探測出鄉土情感與民俗文化的內
涵。
    是故，有別於一般以「時間」為主軸
的研究，「空間」因素在此更不容忽視。「空
間 」是個抽象概念，但它並非無中生有，
仍是特定社會結構下的產物。也就是說，
什麼樣的社會文化，就可能建構出什麼樣



2

的空間概念。而人們對空間的觀察、分
類、情感與價值判斷等，就形成了空間意
識與空間的文化形式。資料顯示，人們對
「台灣」這個島嶼的空間意識曾有過這樣
的轉變：從自然空間轉為社會空間，從移
民空間轉為殖民空間，由中原文化空間轉
為本土文化空間，由漢人文化空間轉為原
漢文化空間。台灣從遠古時代到歷經西
牙、荷蘭、明鄭時期，人們對它的空間意
識其實是相當模糊曖昧的，直到清朝時
期，透過文人的筆記詩乘，我們才能夠逐
漸挖掘其空間意識的形成。清代文士大多
因仕宦而渡海來台，平亂、治民、講學之
餘，援引翰墨，記載台灣山川地理與風土
民情，這類著作，多半寄寓經略天下、拯
治荒陬的思想，但其中對於台灣風物的記
述，仍顯現若干共通之處，那就是對台灣
氣候、地理、物產與習俗的驚異：黑水溝
[ 台灣海峽 ] 的驚濤駭浪、安平港的潮
湧、火燄山的奇景、颱風、地震、多蛇、
產鹿‧‧乃至於夾竹桃、柑子蜜等植物，
都讓這些內地士紳嘖嘖稱奇。而番社{ 原
住民} 的習俗更蔚為奇觀，甚至以為尚未
開化。類似這種觀察，可說體現了異域風
物的自然經驗，換言之，就是一種自然空
間的呈現。
    八景詩的出現，代表了空間意識的轉
變，亦即由自然空間轉為社會空間，或可
說是人文空間的展現。因為在士人的歌
詠，對台灣的風物，不僅是客觀的景物描
述，更隱含著賞愛、留連、眷念的情感色
彩。從較早的台灣八景，到鳳山八景、淡
水八景，從來台文士到本地貢生的歌吟，
八景詩逐漸形成詩歌的類型，而所吟詠的
範圍由總體而地方化，由外來客而本地
人，恰可證明此中空間意識的轉化，自然
景物沾染人文色彩，同時也脫離經略荒土
的政治教化之意味，而是以獨特的美感，
吸引文人學士的欣賞注意。
    第二個空間意識的轉變，係在台灣割
讓日本之後。日人在其殖民政策下，對台
灣風土民俗的調查研究。可說不遺餘力。
這類著作，有專家學者的專著，也有以期
刊雜誌形態出現。暫時撇下民族意識來

看，若干日人的著作，的確對早期台灣研
究有所貢獻；但例如安倍明義的《台灣地
名研究》談台灣住民，把日本人排在第一
順位，在漢人、山地人之前，反客為主，
顯然就有殖民意識。而據其書所述台灣地
名之沿革，日人刻意更改台灣地名，以加
強日本化，也不難想見，當時整個台灣已
是殖民地，在日人眼光下，就是一個殖民
空間其相關研究，在學術目的之外，都不
免具有殖民的利益考量。
    光復以後，在文化耆老宿儒的隨筆漫
談下，對台灣地方風物的觀察，又呈現另
一層轉變，那就是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空
間意識。例如林衡道的著作，在講述各地
風土人情、地方傳說之餘，經常會補述幾
句：這和大陸的情形是似的，可見台灣文
化與大陸文化的密切關係，如此云云。這
種想法與說法是有跡可循的，蓋台灣即使
經日人統治，民間對於漢文化、中原文化
的嚮往與思慕仍然是很濃厚的，因此自然
以中原文化為參考座標。這種空間意識在
大陸來台人士的著作中，如林藜《台灣民
間傳奇》亦時而可見。
    民國七十年以後，由於本土意識的覺
醒，各界大聲疾呼關懷鄉土。各縣市民間
文學的搜集整理，正是有力的回應。從各
文集的書前序言，我們可以感覺到一股新
的民間意識與力量，也就是強調本土的聲
音。隨後，八十年代，社會更加開放，多
族群、多元文化的論調又出；其中最值得
注意的便是原住民對其文化意識的呼
籲。如是，我們看到了由漢人文化空間而
原漢多元文化空間的伸展 。
    參照上述的空間意識之轉變，台灣地
方風物的空間形式具有幾種類型，可藉由
地形地物傳說，地名沿革與傳說規納分
析：一是神聖與世俗空間的差異，例如原
住民神話傳說自然山水的解釋，往往代表
其對自然之神的崇敬，屬於神聖空間，和
現實的世俗空間不同。二是官方與民間空
間的差異，此由地名沿革最易看出。無論
是日人或國民政府所改地名，皆有其政策
上的考量，與民間隨興的想像、命名，情
況不同，所形成的空間形式也不同。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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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與素民空間的差異，文士用語以雅為
原則，和素民的想法不同，也造成雅與俗
的空間對比。要言之，素民所塑造的空間
形式，以現實、實用、隨機、隨意、想像
與趣味為其原則。

{ 二 } 地方風物傳說圈與傳說類型
日人柳田國男在其《傳說論》提出「傳

說圈」的說法，謂同一傳說在不同地區流
傳，這些地區便構成了傳說圈。大陸學者
烏丙安〈論中國風物傳說圈〉則據此以研
究湖北咸寧地區的三國人物傳說及當地
人對此中人物的評價好惡。由此可見「傳
說圈」是個值得繼續推演的論題。台灣地
方風物傳說圈的形成，主要有兩種途逕，
一是以人物傳說為中心，二是以地區為中
心，發展出龐大的傳說群。前者例如鄭成
功傳說，從台灣南部到北部，都有相關傳
說。尤其北部的鶯歌石傳說、劍潭傳說，
雖與史實不符{ 鄭氏未至北部}，但仍不
減其可信性；也恰恰凸顯庶民百姓對鄭成
功的擁戴，因而有比附歷史名人的情形。
又，嘉慶君{ 清乾隆皇帝 }傳說，南起高
雄，北至鹿港，正好與台灣設縣最早的四
個轄區{ 台灣、鳳山、諸羅、彰化 }相符，
而衍生的傳說群，相關人物如李勇、王得
祿等 ]， 則大多反應「皇帝口封」的情
節與信仰 [如梳妝穴、竹山蕃薯傳﹞。
按，歷史上嘉慶君並不曾也不可能到台
灣，但諸多地方傳說與遺跡，卻使人不得
不「寧可信其有」，平添茶餘飯後之興味。
至於以地區為中心的，可以北部萬華{ 艋
胛 }一帶為例：台灣的開發，北部雖然較
晚，但由於各族群的匯集，因此產生的傳
說也頗為可觀。這些傳說可分為幾個類
型：因族群{漳泉}械鬥，因而衍生的，如
大龍硐的聚落形成；因移民而產生，如周
成過台灣；因經商而產生，如益興船頭行
創業者「馬悄哥」的軼事傳說傳說，這些
傳說群匯聚起來，便形成「商業圈」傳說，
反應出台灣早期北部開發經營的民生現
象。

鍾敬文〈中國的地方傳說〉曾提出十
個傳說的情節類型，張紫晨《中國古代傳
說》則提出三十一個。這是對應於民間故

事的A T 分類法而擬定的，可惜的是很多
學者並不太注意，亟須更深入拓展這方面
的論述。在台灣地方風物傳說的類型上，
我們大約可得幾類：神話想像型，例如原
民對自然山水的解釋，係出於神話式的想
像描述，有些幾乎與創世神話相交集；宗
教信仰型，如環繞媽祖與媽祖廟、土地公
與土地廟的傳說，這都是在其信仰下所衍
生的傳說，趣味之外，重要的是加強其顯
聖的神蹟，以鞏固其信仰；史事軼聞型，
如朱一貴有鴨母王傳說，林道乾有託妹藏
金傳說，這些傳說經常集中在民間反清人
物的身上，表現其質樸憨戇的形象；移民
型傳說，除上文指出之周成傳說，林投姐
傳說亦為人熟知，這類傳說以「癡心女子
負心漢」、「千里尋夫」為原型，但又有別
於傳統的才子佳人，顯現移民台灣所產生
的社會問題與民情。

{ 三 } 人物傳說與地方性的離合
人物傳說是傳說的一支，而人物的活

動往往與地方產生關聯，因此人物傳說和
地方風物傳說的交集，乃至重疊的情況可
說相當多。例如前述鄭成功、嘉慶君傳
說，每一傳說都和地方風物產生關聯，由
這些單獨的小點，而後方能構成線、傳說
圈。但值得注意的是，此中人物雖不曾到
達某地，某地卻也有其相關傳說的現象。
鄭成功的影響是全台灣的，所以他的事蹟
可以經過渲染、附會，而致傳說也遍及全
台灣。嘉慶君是另一種情形，一個始終未
踏上台灣土地的帝王，卻能揚名於南臺
灣；這其中當然有通俗文學的推波助瀾，
電視開播後，連續劇的傳播力量更不可忽
視。由此可知，所謂史實與可信性，在民
間傳說是相反相成的，與史實相符者，固
然可以博得庶民百姓的信任擁戴，與史實
不符者，亦不減損其津津樂道的興味。於
此，只有一個心理因素可以解釋，那就是
「地方感」的滋生與茁壯。所謂地方感，
是一種地方意識的顯現，表現對某個區域
的認同與歸屬；這個區域大多是其生長的
家鄉，如果有一個傳說與之相關，便樂於
傳誦，使人人知曉，特別是歷史名人，更
使其「與有榮焉」；進一步的，也可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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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集體意識、榮譽感等。除歷史名人
之外，民間的小人物傳說，也具有類似的
功能。北部的廖添丁，南部的賣鹽順仔，
都成為當地人樂於稱道的典型人物；即使
是丘罔舍、白賊七這類喜愛惡作劇，耍小
聰明的人物，也讓人印象深刻，在道德教
訓之外，其滑稽突梯的幽默趣味，正是人
們所津津樂道的。

總括而言，人物傳說與地方性的離
合，其實具有非常弔詭的邏輯。是否真實
發生於此地並不是構成離、合的因素，使
二者密合的關鍵，是「地方感」的作用。
當人們致力於傳誦人物與當地的密切關
係時，就其比附於歷史名人而言，係出於
崇敬的心理，欲藉此以提升本地歷史悠
久，名人光臨的光輝形象；就比附於小人
物而言，則充份體現本土的草根性，呈現
親切的情味。

四  計畫成果自評與建議
經由實際研究所得，我們獲得以下幾

點心得與建議：
1 釐清空間意識的轉化，有助於台灣

研究的主體性，尤其發展為原漢多元文化
空間意識，更與現今社會潮流呼應，也促
使我們的研究態度更開放。

2 空間形式的界定，在聖與俗的二元
對立之外，尚有其它對照組合，值得注
意。

3 傳說圈、傳說類型、傳說的情節類
型等理論方法，有助於分析資料，但仍有
繼續深入研發之必要。

4 所有的俗文學、民間文學之研究，
最後終將指向庶民文化之研究，此在上文
{三  }的論述可略窺一二。

5 然研究資料仍有所不足：早期婁子
匡等編著的中山大學民俗叢書，今人已較
少注意，而各縣市文化中心所采錄者，以
歌謠為多見，故事類者較少。

6 資料分散各縣市，購閱不便，以及
未能即時應用之問題：應建立一個資料彙
整中心( 或網站) 使各地所搜錄之田野資
料互通有無，方便學者研究。

7本計畫以漢人傳說為主，可繼續擴

大，將原住民各族傳說納入討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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