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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的定型 
 

莊蕙芷 

（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 

 

摘要  四神圖像與古代天文學有關，而代表北方的圖像則較多樣化。本文整理了史前～

漢的文物與文獻，認為北方圖案在西漢以前多為鹿形動物，即二十八宿中北宮的室宿與

壁宿。西漢武帝以後，可能受政治、讖緯等影響而逐漸定型為龜蛇纏繞的玄武，即虛宿

與危宿。 

關鍵詞：四象、玄武、二十八宿、中國天文學史 

 

「四象」即東、西、南、北四方，代表神獸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北

方玄武圖像在歷史上變化最大，有鹿、駱駝、魚、龜、蛇、龜蛇纏繞等，漢代以後才逐

漸統一為龜蛇圖像。目前的研究史中並未有學者提出其變化的理由，也未談到確切的轉

變時間。1此外，先秦文獻中亦有「麟鳳龜龍」的組合，而「麟」至今仍無先秦圖像可

對照，可見圖像與文獻的關係亦可作研究。為此，本文擬從圖像的角度出發，佐以文獻，

探討北方神獸的原形、定形的時代與可能轉變的原因。 

    

圖 1、王莽時期的四神瓦當，收藏於西安秦磚漢瓦博物館。 

 

一、文物 

四神並非一次性組合完成。河南仰韶文化墓葬中，2墓主頭朝南，其東側有一條以

蚌殼塑成的龍、西側則一隻虎，北方以蚌殼與人類腿骨組成一柄杓子。附近還有其他如

鹿等的蚌塑圖像，馮時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天象圖。3 

 

 
莊蕙芷，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電郵：carriechuang126@gmail.com 

 
1 研究史如倪潤安：〈論兩漢四靈的源流〉，《中原文物》1999 年第一期，頁 83-91；陳久金：〈從

北方神鹿到北方龜蛇觀念的演變—關於圖騰崇拜與四象觀念形成的補充研究〉，《自然科學史研

究》第 18 卷第 2 期，頁 115-120，1999；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頁 315-320；黃佩賢：〈漢代石闕上的四靈圖像〉，編委會：《中國漢畫學會第十屆年會》，2006 年

10 月，24-29 頁；牛天偉：〈漢代「四神」畫像論析〉，《南陽理工學院學報》第 5 卷第 2 期，頁

114-122，2013 年 3 月。此外還有許多，礙於篇幅不一一列舉。 
2 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1988 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9 年第 12 期，

頁 1057-1066。 
3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78-301。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5 期（2020 年 12 月） 

 

48 

 

 

 

 

 

 

 

圖 2、河南濮陽西水坡M45平面圖，引自馮時：《中國

天文考古學》頁 279 

 

2016 年陝西渭南澄城縣發現一枚西周玉印，上有疑似四神的銘文。4玉印縱軸 4、

橫軸 3.1、印通高 2.9 釐米，報導提到或為龍（或蜀）、鹿、虎、鷹四字；5周曉陸、王仁

湘、李零等幾位學者均發表過看法。殷墟婦好墓也曾出土一件與此相近的文物。除了李

零之外，多位先生認為此四紋飾可能代表四神。周曉陸認為：「四神的早期狀態，應當

是圖形文字。」6此外，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出土的銅鏡上也可看見青龍、朱雀、白虎與

鹿形動物（圖 5）。 

 

圖 3、陝西渭南澄城縣王莊鎮柳泉九溝發現的西周玉印，引自發掘簡報 

 

 

 

圖 4、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器蓋」，引自李

零：《婦好墓「龍紐石器蓋」、九溝西周墓

「龍紐玉印」及其他》 

 

   

 
4 渭南市文物旅遊局：〈陝西澄城縣柳泉村九溝西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第 2 期，

頁 3-9。 
5 引自王仁湘先生微信公眾號「器晤」2016 年 7 月 2 日發文。 
6 王仁湘：微信公眾號「器晤」： https://mp.weixin.qq.com/s/pRxTxHced8IUjul13cMurA，2016 年

7 月 2 日發表；周曉陸、同學猛：〈澄城出土西周玉質璽印初探〉，《考古與文物》2017 年第 2 期；

李零：〈婦好墓「龍紐石器蓋」、九溝西周墓「龍紐玉印」及其他〉，《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9

年第 6 期，頁 71-82。此外還有許多學者發表於網路，如吳鎮烽：〈中國最早的龍鈕玉璽〉：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2875 查詢日期：2020/9/24；歐佳：〈可謂四靈乎--陝西新

出商周龍鈕玉璽辨疑〉：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227 查詢日期：202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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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出土的四神銅

鏡，左圖引自 https://www.xuehua.us/a/ 

5eb81fa486ec4d601e4915af?lang=zh-tw，右

圖引自微信公眾號「器晤」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也有相似組合。7箱蓋中央書「斗」字以象北斗，周圍有

二十八宿名稱。相應星宿兩側各繪一龍一虎。側版中，與青龍相鄰一端繪太陽，8與白

虎相鄰一端為月亮。與北方七宿相鄰的側板繪有兩隻側立的鹿形動物、雲紋與星點；另

一面的側板無紋飾。 

圖 6、曾侯乙墓衣箱，引自發掘報告 

從以上幾件先秦時期的文物中可知：四神中，北方以鹿一類的動物為主，此時尚

未見到龜、蛇等圖像。 

西漢後，代表北方的圖像開始呈現多樣化。2014 年河南南陽出土的西漢漆棺，9以

及 1988 年西安東郊西漢墓出土的一件銅溫酒爐上，10都出現了龜蛇交纏的圖像。南陽的

墓葬為西漢早期，可能是目前大陸發現年代最早的四神圖像。漢陽陵旁的羅經石遺址出

土過兩件有龍、龜蛇纏繞圖像的空心磚，11年代可能在景帝、武帝間。12 

 

 
7 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354 頁。 
8 相關研究如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第 10 卷第三期，

頁 1-50 等。 
9 王鳳劍等：〈河南南陽百里奚路西漢墓〉，國家文物局編：《2014 年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

出版社，2015，76-79 頁。 
10 呼林貴等：〈西安东郊国棉五厂汉墓发掘简报〉，《文博》，1991 年第 4 期，頁 3-18。 
1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漢陽陵》，重慶出版社，2001。 
12 李零：〈說漢陽陵「羅經石」遺址的建築設計〉，《考古與文物》2002 年第六期，頁 51-60。 

圖 7、左為南陽百里奚路西

漢墓木槨，引自「雅昌藝

術網」https://news.artron.net/ 

20150423/n734091.html 

右為漢陽陵羅經石遺址出

土的玄武像，引自《漢陽

陵》，圖版一〇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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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東郊國棉五廠漢墓Ｍ6 為西漢早期。其溫酒爐通高 9.2、通長 14、體寬 8.2、

柄長 11、寬 28、足高 3.2 釐米。爐體四面鏤刻四神。玄武圖像在白虎之後，作龜蛇交纏

狀。山西朔縣等地也出土過多件同類文物。13 

 

圖 8、銅溫酒爐，左圖為西安東郊國棉五廠漢墓發掘簡報提供的線繪圖， 

右為山西朔縣的溫酒爐，兩件外型非常接近。 

 

武帝茂陵附近曾出土「四神玉舖首」，其右上方飾著一條蜿蜒的龍，下方可見鳳首；

左上則是著一條虎、左下方雲紋中則有一龜一蛇。 

   

圖 9、茂陵四神玉舖首，圖像引自 https://www.sohu.com/a/246713626_488371 

 

除了龜、蛇之外，此時還有另外幾種代表北方的圖像。武帝時期的河南芒碭山柿

園漢墓主室室頂出土了一幅知名的壁畫。此圖以紅色為底，中央繪著青龍、白虎、朱雀

以及一隻白色長條狀的「小龍」。14蛇、龍形似，又是構成龜蛇交纏的主要紋飾之一。其

意義是否與北方玄武有關？值得玩味。 

 

 

 

 

圖 10、柿園漢墓出土的「雲氣四神圖」，現

存河南博物院。引自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

壁畫全集・河南卷》，科學出版社，2011。 

 

 
13 編委會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 12 秦漢》，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七七、

七八。 
14 此依《中國出土壁畫全集・河南卷》中的圖版解說。賀西林從《山海經》記載，認為這是「魚

婦」，見氏著：《古墓丹青—漢代墓室壁畫的發現與研究》，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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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滿城漢墓竇綰墓出土的四神博山爐，筆者製圖，底圖引自

https://www.xuehua.us/a/5eb9d4ab86ec4d7f4cf54c4f?lang=zh-tw 

 

河北滿城漢墓（武帝）出土一座四神博山爐，15頂部為山

形，周身飾龍、虎、鳥與駱駝（圖 11 白色圈起處）。駱駝圖像在

古代歐亞大陸很受歡迎。武帝以前，駱駝又稱橐駝，《史記・匈

奴列傳》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其奇畜則橐

駝、驢。」作為「北方奇獸」、從馬部，又與鹿同為偶蹄目動物，

作為紋飾時外型上也頗有相似之處，以此替代亦不難理解。 

武帝後以龜蛇（玄武）代表北方神獸的文物增多，礙於篇幅，本文僅舉下方幾例：

河南南陽唐河針織廠漢墓（圖 12）、16麒麟崗東漢畫像石墓（圖 13）、17山東沂南漢墓（圖

14）等都有龜蛇與其他三神搭配的圖像。18其中麒麟崗墓的圖像較特別：是一隻長角的

爬行動物，無蛇。這與河南永城柿園漢墓中有蛇無龜的圖像恰好與此相反。 

 

 
 
 

圖 12、河南南陽唐河針織廠漢墓室頂的四神，引自《中
國畫像石全集 6河南卷》圖板二〇 

 

 

圖 13、南陽麒麟崗

漢畫像石墓室頂，引

自《中國畫像石全集

6河南卷》圖板一二

八 

 
 

 
 
 
 
 
 
 

圖 14、左起山東沂南漢墓前室北壁西側、中柱、

東側等畫像，引自山東省沂南漢墓博物館編：《山

東沂南漢畫像石》，齊魯書社，2001，頁 22-23。

筆者製圖。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 
16 南陽漢畫館：《南陽漢畫像石墓發掘報告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圖像引自《中國畫像

石全集 6 河南卷》，圖版二〇。 
17 黃雅峰主編，《南陽麒麟崗漢畫像石墓》，三秦出版社，2008。 
18 山東省沂南漢墓博物館編：《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齊魯書社，2001，2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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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時認為四象的東、西起源與天象圖有關，且青龍、白虎、朱雀的型態都能與各

宮內的部分星官圖像做比對，那麼，北方的圖像是否也與天象相關？事實上，有許多做

出土天象圖的漢代墓葬都值得探討。19筆者曾整理過漢代二十八宿圖像，20北方七宿中

的虛宿與危宿常一起被繪成有龜有蛇，或有蛇無龜的圖像（圖 15），21圖有題記：龜為

虛宿、蛇為危宿。室宿與壁宿四星則連成一個方形，其中常有兩隻鹿形動物，題記各為

東壁、營室（圖 16）。 

     

圖 15、虛宿與危宿，左起出自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 

陝西定邊郝灘漢墓、陝西靖邊渠樹壕東漢墓。 

 

 

圖 16、室宿與壁宿，左起出自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 

陝西定邊郝灘漢墓、陝西靖邊渠樹壕東漢墓。 

 

正如西方七宿中的觜宿、參宿被當作白虎圖像的原形，原來龜、蛇圖像者是將虛

宿、危宿當作北方神獸的原形；而鹿形動物（鹿或駱駝）者，則是以室宿、壁宿為原形。

北方神獸圖像從先秦時代的鹿形動物，到西漢之後逐漸定型成龜、蛇圖像，即是將代表

的星官從室、壁二宿轉變成虛、危二宿罷了。唯此轉變在文獻如《史記・天官書》中未

曾提及，故後人察覺四神獸有不同組合方式時便感到困惑。拜考古學之賜，今日從出土

的壁畫中還能完整得知原來當時還有另一層的圖像意義。整理相關圖像之後，此問題便

迎刃而解。此外，將以上文物做時代排序後還可發現：武帝前後最有可能是圖像轉變的

時間點。以下，我們再從文獻來尋找相關資訊。 

 

二、文獻 

文獻雖有未逮之處，但若有圖像輔助，亦能互補。以下焦點放在鹿形動物與龜蛇

這兩組圖像的考察。 

 
19 值得探討者如：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西安交通大學西漢壁畫墓》，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

1991。陝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定邊縣郝灘發現東漢壁畫墓〉，《文物》

2004 年第 5 期。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定邊縣四十里舖東漢壁畫墓〉，《中國考古學年鑑 2004 年》，

文物出版社，2005，380 頁。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靖邊縣文物管理辦：〈陝西靖邊縣楊橋畔渠樹

壕東漢壁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 年第 1 期，頁 3-28。 
20 莊蕙芷：〈漢代二十八宿圖像研究〉，《科學史通訊》第 43 期，2019 年 12 月，頁 25-50。 
21 筆者個人認為，蛇的形象應是室宿、壁宿間的「螣蛇」，從形狀或意義上而言，都比危宿更為

適合。但螣蛇並未被列入二十八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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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文獻中四神的組合情形比較混亂。《周禮・考工記》：「龍旗九斿，以象大火也。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參宿）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22《吳

子・治兵》：「……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六韜・五音》：「角聲應

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

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等。以上均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的組合方式。

但也有不同的情況，如《禮記・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禮記・曲禮》：「前朱

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以上有幾個小問題：1、《六韜・

五音》、《禮記・曲禮》中搭配了中央圖像的「勾陳」、「招搖」，成為五行系統中「五方」

的一員。此為受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2、《禮記・禮運》中的四靈並無白虎，是麒麟、

朱雀（或鳳凰）、龜與龍，亦未提及神獸與方向的關係。3、《考工記》中，各方對應的

星宿為：東－大火（心宿二）、南—鶉火（柳宿）、西－伐（屬參宿）、北－營室（室宿）。

但如本文前述，北方營室的圖像應為鹿形動物，在此卻以「龜蛇」做為象徵，可見其混

亂。其實不止《考工記》本身，就連圖像已經定型為龜蛇的東漢晚期，鄭玄注《考工記》

時也受影響：「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兩者有的問題。 

從《禮記・禮運》看，麟鳳龜龍得以並置，而《考工記》又將青龍－大火、朱雀

—鶉火、白虎—伐與龜蛇—營室並置，在此，「龜蛇」與「麟」就出現了互相取代的問

題。前文談到「龜蛇」應為虛、危二宿，而營室（室宿）的圖像是鹿形動物，那麼鹿形

動物是否是「麟」？ 

「麟」即麒麟。《左傳》、《穀梁傳》中均載魯哀公獲麟之事。23《說文解字・鹿部》：

「麟，大牝鹿野。從鹿粦聲」。也作「騏驎」。《說苑・辨物》：「麒麟麇身、牛尾，圓頂

一角」。東漢畫像石中有自銘為「騏驎」者。24可見出現在室、壁二宿中的鹿形動物即是

麒麟。麒麟作為北方神獸的時間很早，圖、文都可互證。 

   

 

 

 

 

圖 17、漢畫像石中的麒麟，左出自江蘇邳州尤

村、右出自山東嘉祥武梁祠 

 

下面再談麒麟與玄武間互相取代的情形。以大數據庫查詢兩漢文獻「麟」一詞，

顯示有兩百多條。進一步分析之後發現：雖然先秦時代文獻中「麟」還與其他神獸並列，

但兩漢以後，隨著時代愈往後走，「麟」出現的語境逐漸獨立。25僅有三條載為「麟、鳳、

 
22 考工記可能成書於戰國初期，見聞人軍：〈《考工記》成書年代新考〉，《文史》第 23 輯，1984。 
23 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以「西狩獲麟」四字結束《春秋》。 
24 武梁祠者榜題為「不刳胎殘少則至」，而《呂氏春秋・應同》、《淮南子・本經訓》等均有類似

的句子，此獸即為麒麟。 
25 本文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zh 網站為大數據文獻檢索資料庫。「麟」的

相關文獻大致有 1.單純描述一種動物，如獲麟，指瑞獸，如註 24。2.祥瑞徵兆，常與鳳凰、鳳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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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龍」，但並未用來指名方位，僅以示祥瑞。26相反的，查閱「玄武」時，27文獻中與

其他三神搭配的情形，從漢代起逐漸增加了，且出現四神排序統一的情形。28文獻的時

代分佈所呈現的情形，正巧與文物出土的情況相近。 

 

三、變因 

圖像轉變的原因多且複雜，且動物圖像在中國一向有各種的意義，難以全面掌握

變因。在此，本文嘗試再以天象圖上的星官位置、文獻中的大事紀等兩方面入手作詮釋。 

西漢早、中期，北宮代表圖像逐漸以北宮中央的虛、危二宿代替先秦以來慣用、

位於北宮尾部的室、壁二宿，這可能受漢初以來一直存在的「正位」問題的影響：即王

朝定位問題。五行終始說中，各朝有相生、相克關係。秦滅火德的周，故定為水德。但

秦時間太短且不得民心，故漢初一直反覆討論承接周、或承接秦的問題，29一直醞釀至

武帝，才頒布一連串的「正位」做法，如定為土德（克水）、正服色為黃、獨尊儒術、

太初改曆等。因此太史公寫《史記・天官書》時，也以「正位」概念描述天象。不單以

四神獸為代表，而是寫作東宮蒼龍、南宮朱鳥（權、衡），西宮咸池，北宮玄武。30尤其

西宮並非以象徵白虎的觜、參二宿代表，而是位於西方天象中央的咸池。此情況下，原

位於北宮尾端，卻被當作北宮代表的的室、壁二宿，很可能也被位置更恰當的虛、危二

宿取代。（圖 18） 

 

 

 

 

 

 

 

圖 18、二十八宿星圖，底圖引自馮時：《天文學

史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頁 49。筆者製圖。 

 

 
配對。3.人名。4.服飾名詞。分析時已去除人名、地名、服飾名以及可能傳抄自先秦文獻者，如

《孔子家語・禮運》、《禮運》篇引文相似，可能是古人寫書傳抄引用的結果。 
26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漢書・翟方進傳》、《漢書・王莽傳》幾則將麟、鳳、龜、龍

並置，列作祥瑞，方向無關。 
27 以《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先秦兩漢時代查詢「玄武」，除去名詞等不相干者之外，共出現

35 條。其中僅 5 條屬先秦：《吳子・治兵》、《六韜・五音》、《禮記・曲禮》以及兩段楚辭。其中，

楚辭中的「玄武」一詞為獨出。兩漢時期相關文獻 30 條，包括 8 條屬西漢，22 條屬東漢。 
28 如《淮南子》中，不論是《天文訓》或《兵略訓》等，出現四神組合時，用詞皆統一為青龍、

白虎、朱雀、玄武。《史記》中亦然，「麒麟」一詞不再與其他四神搭配。 
29 漢初承秦制而定水德、尚黑；但陸賈、賈誼均把秦亡的原因歸咎於不仁不義。賈誼認為漢不

應是秦水德的延續，而應是克水、為土德。但文帝並未採納。 
30 《史記・天官書》中各段描述如下：「東宮蒼龍，房、心」、「南宮朱鳥，權、衡」、「西宮咸池，

曰天五潢」、「北宮玄武，虛、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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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漢武帝獲麟。武帝元狩元年冬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司馬

遷《史記》也止於此。漢人重視天人感應、各種徵兆，麒麟出現是祥瑞徵兆。武帝也在

此後提出了史上第一個年號。此時麒麟已獨立於其他四神之外。只是從文獻中麒麟常與

鳳鳥並列的情況下，仍可見早期當作北方代表、常與南方鳳鳥應對的舊俗。 

 

 

 

 

 

圖 19、海昏侯墓出土的麟趾金，引自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首都博物館編：《五色炫耀—南昌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

果》，江西人民初版社，2016年版，頁 121。 

 

此外還有一點：後世常將麒麟作為代表中央的神獸。這在漢代是不存在的。漢代

文獻中，代表「中央」的神獸有各種名稱，如風伯、雨師、陽燧、蚩尤、黃龍、勾陳、

太一、招搖、北斗等，但未有麒麟。31 

 

四、小結 

考古新發現為過去的疑惑提供新證據、新的思路。本文以考古出土圖像解決了長

久以來代表北宮的圖像的問題：早期北方所代表的圖像為麒麟，即二十八宿中室、壁二

宿的圖像。漢朝建立後，可能由於正位問題、武帝獲麟等原因，逐漸從麒麟轉變成龜、

蛇所代表的虛、危二宿。之後，麒麟逐漸脫離四神的語境，不再表示方位而獨立成為一

種祥瑞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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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 About the Mythological Creature 

of the North: From the Deer to the Black 

Tortoise 

 

Chuang Huichih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The four mythological creatures of China are the symbols of four directions. They came 

from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y. After organized the culture relics and the literature,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e creature of the north was a deer before the West-Han Dynasty. This 

creature came from the 2 mansions in the north part of the 28 mansions.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s and superstitions, it became to another creature combined by a turtle and a snake, 

which came from another 2 mansions in the sky at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West-Han Dynasty.  

 

Keyword: The fore mythological creatures of China, Xuan-wu（玄武）, 28 mansions, ancient 

Chinese Astr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