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鳥的象徵意義 
第一節  鳥在繪畫上的定義 

 
畫本無分科目，但在日漸興盛後，漸有人物、山水、花鳥……等等之分。《圖畫

見聞志》將畫科分為人物、傳寫、山水、花鳥、雜畫五門；《畫繼》將畫科分為仙佛

鬼神、人物傳寫、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獸蟲魚、屋木舟東、蔬菜藥草、小景雜

畫八門；《聖朝名畫評》分為人物、山水、林木、畜獸、花木、翎毛、鬼神、屋木六

門；《宣和畫譜》分為道釋人物、宮室、番族、龍魚、山水、畜獸、花鳥、墨竹、蔬

果十門。1
  

翎毛一詞指鳥類之屬，爾雅中云：「二足而羽謂之禽」。然而草木樹石為多數鳥

類活動棲身之處，因此畫鳥禽時不免添加花木樹石，以增氣氛，故常通稱為花鳥畫。

然而花鳥作為藝術創作的元素，並不專指某類花卉、或某一種鳥，而是被昇華後的

象徵或圖騰。大自然中的花鳥和人類的生活有著緊密的聯繫，其優美生動的形象除

了給人視覺美的感受外，同時也是心靈精神的寄托。 
藝術本來就是在表現人生，以繪畫訴說人生經驗，自我內在本質的自然呈現，

賦予作品精神存在的真正意義。在內的本質永遠高於外在的，表面的形式，各種藝

術都能利用它們的媒介，以最好的方式，表達它們所要傳達的。
2
中國花鳥畫便是畫

家經過意識的中介，再現出來的情景。
3
我國花鳥繪畫的發展比山水還來得早，南北

朝謝赫所著的「古畫品錄」中已經記述顧駿之和丁光都以蟬雀知名。可以說自古以

來，名家輩出，在形式、風格、內涵的表現上豐富多樣、美不勝收，如黃荃的富麗

工細，徐熙的野逸瀟灑，揚州八怪的奇放，徐渭的狂怪，八大的奇簡，趙之謙、吳

昌碩的書法筆意，……這些花鳥畫的畫家們所創造的美術風格，令人讚嘆不已，而
他們的作品中所展現的生命力，更是令人感動不已。為什麼花鳥畫會如此深受畫家

們喜愛，借她們來抒發心靈的寄託呢？正因花鳥具有－.自然性，如北雁南飛的自然
性格；二.神秘性，如鵬鵰遠�、鶴鳥高鳴，甚而神格化的現象；三.生活性格，花鳥
與人類互為依存，「千山鳥飛絕」的自然景象，為生活上的實景與習慣；四.擬人性
格，高鳥遠矚，百花傳音，都屬人性寄寓，朱雀四靈事實上已融入人的性格之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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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黃光男著＜花鳥與中國文化＞《文化掠影》（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1），頁 15。 



第二節  鳥的圖騰藝術 
 

圖騰藝術為原始藝術之一部份，一切藝術都是人類社會經濟生活上的產物，其

所具有之內容及形式，必然是生產條件所決定。
5
考察古代世界民族的神話傳說與遺

留物品，都可發現圖騰制的痕跡。埃及初期的社會習俗，崇拜紅鶴（ibis）之風尤甚，
殺害之者，無論有意無意，概處死刑。

6  
埃及的國王慣用鷹為保護神，而自稱為鷹的子孫，也屬圖騰遺義，金字塔中得

見埃及國王的雕像，頭上戴著神鷹的王冠，正透露出這個消息。 
 

《隼神赫魯斯頭像》埃及  第六王朝  高 36.5公分 
  希耶拉康  波里斯出土  埃及國立博物館 

                                                 
5岑家梧著《圖騰藝術史》（台北：地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153。 
6同註 10，頁 7。 



除了埃及有圖騰遺物及傳說外，民俗學者由現存習俗的研究，同樣地承認不列

顛諸民族中，亦曾有假托為天鵝的後代的傳說。其他如新幾內亞東南部謬路阿(murua)
人在獨木舟首雕蒼鷺及鸚鵡，說明此兩種鳥類為其圖騰；非洲北部接近地中海及大

西洋的巴巴利(barbary)柏柏土人(barberes)，承認鶴為其祖先；北美易路魁人(Iroquois)
有鹿、鷸、鷺、鷹四部族、威爾士太子島(Pr. of Wales I.)及沙羅德後島(Queen Charlotte 
I.)上之海達族(Haidas)，慢以大烏鴉為祖先；日本神話中，也殘留鳥圖騰的痕跡，日
本有鳥崇拜，可以從日本《古事記》一書找到。書云：神武天皇東征迷路，賴八趾

鳥放光引路，才取得了勝利。這是日本著名的大神社－茂賀神社的神話傳說。茂賀

又寫作加茂或「鴨」字，而八趾鳥同時又是一個古代部落酋長的名字，說明了日本

是有鳥圖騰崇拜的。 
日本人以鳥為姓名的也不少，如赤鶴吉成、鳥越憲三郎、鳥居龍藏、白鳥芳郎

等，都是日本有名的鳥姓。 
我們慣用「龍鳳文化」，來代表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龍文化盛行於北方，鳳文

化盛行於南方，兩者皆誕生於原始文化，龍與鳳（鳥王）是中國圖騰遺痕中最主要

的兩種圖騰。在北方，由於旱土對雨水的需求非常敏感，龍作為降雨之神，必然會

上升成為北方民族的主要圖騰神。在南方，人民傍水而居，上古時地廣人稀，人們

並不需要寸土必爭，不需要在缺水的地方開墾農田，對雨水的依賴遠沒有北方那麼

敏感。但是，正因為南方的無霜期長，日照期長，適合於各種不同季節作物的生長，

因此對季節的敏感大大超過了北方，對能報農時助耕作的鳥便大大的重視，儺鳥作

為報農時、知物候、助人耕種的天神使者，在此時其圖騰地位必然大大上升，會被

當作人們的衣食父母而受到崇拜，這就是龍、鳳為什麼上升為中國主要圖騰的重要

原因。 
我國自古以農立國，而不誤農時，在農業文化乃是關鍵中的關鍵，古人的天文

常識有限，識別季節多靠自然現象，能知農時的鳥自然便成了人類的寵物。我國把

布穀時啼叫的鳥叫做「布穀鳥」或「陽春鳥」，就是這個緣故。 
在古代的某一時期，古人不僅以鳥測定季節，而且又發展到以鳥定官職的地步。 
《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昭公十七年秋季，東夷族的後裔郯子來拜昭公，昭公在宴請他時問道：

「少皞氏以鳥名官，是什麼緣故呢？」郯子答道：「少皞氏是我的先祖，這

事我知道。從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以雲為官名；炎帝氏以火紀，

故為火師，以火為官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以水為官名；大皞氏

以龍紀，故為龍師，以龍為官名。我高祖少皞氏摯立國之時，正好遇上了

鳳鳥來儀，所以，便以鳥為紀，以鳥為官名。以鳳鳥氏為曆正的官，以玄



鳥氏為司分的官，以伯趙氏為司至的官，以青鳥氏為司啟的官，以丹鳥氏

為司閉的官，以祝鳩氏為司徒官，以鶩鳩氏為司馬官，以鳲鳩氏為司空，

以爽鳩氏為司寇，以� 鳩氏為司事，以五鳩管理人民，以五雉管理五工，
以利器用、正度量，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又以九扈為九農正，以督促人

民勤耕無惰。」 
從郯子的這段話裡，我們可以看到，少皞氏所設的官，都是以神鳥（鳳鳥、玄

鳥、丹鳥）及農事有關的鳩，如布穀之類為官名，充分顯示了當時對農業的重視。

少皞氏之所以使用鳥作官名，便是因為農業生產的需要而崇拜鳥，並以鳥為神的，

如鳳鳥、玄鳥、丹鳥都是他們的神鳥。以鳥為神，即人類學家所謂的「圖騰崇拜」
7  

在中國古籍中，太陽、火與鳥是三位一體的，幾乎沒有什麼例外的說法，而「鳳」

據《鶡冠子‧度萬第八》云：「鳳凰者，鶉火之精，陽之精也」，《初學記》卷三十引

緯書《孔演圖》「鳳，火精」，因此，鳳凰也就是「陽鳥」，今日，我們所稱之南方朱

雀，實即丹鳳之別稱，因鳳凰是火精，故又稱「火鳳凰」。 
在古代，被稱為「鳳凰」的鳥類還有： 
《爾雅‧釋鳥》云：「鶠，鳳。」鶠，即燕，又稱玄鳥，故燕子也是鳳凰。 
《廣雅》云：「鵘鸃，鳳凰也。」而據《水經注‧浪水條》引《南越志》云：「增

城縣多鵘鸃，鵘鸃，山雞也，光彩鮮明，五色炫耀，利距善鬥。」可見山雞也是鳳

凰。 
《浮丘公相鶴經》云：「鶴者，陽鳥也」，故鶴也是鳳凰。 
此外，黃鸝也是鳳凰。《爾雅‧釋鳥》云：「黎黃，楚雀」，注云：「即倉庚也。」

《方言》：「鸝黃，自關而東謂之鶬鶊….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說文‧隹部》
云：「離黃，倉庚也。」據《周易‧說卦》云：「離為火，為日，為電。」故黃鸝即

太陽、火與電的象徵，也是陽鳥，而陽鳥亦即鳳凰。古時候，同音或近音字常可通

假，故黃鸝又有離黃、黎黃、鵹黃、黃鸝、鸝黃等稱，又因為地區習俗不同，而有

黃鳥、黃鶯、倉庚、鶬鶊、楚雀等別名。 
唐‧《藝文類聚》引《莊子》選文曰：「老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

似可證明中原人知道有鳳，來自南方的傳聞。因此，鳳不可能是中原民族的圖騰。 
漢字中又有「鸞」字，據《初學記》引《毛詩草蟲經》云：「雄曰鳳，雌曰凰，

其雛為鸞。」《說文》云：「亦神靈之精也，赤色五彩，雞形，鳴中有五音，訟聲作

則至，周成王時，氏羌獻鸞鳥。注，鸞似鳳，多青。」說法雖各各不同，但認為「鸞」

就是「鳳」這壹點卻是一致的。 
至於陽鳥圖騰為特徵的酬神還願活動，迄今為止，考古學發現中最早的實物見



證，首推湖南長沙的南托，它已有了 7100年以上的歷史。（儺史）其次是浙江餘姚
的河姆渡文次化，也已有 6900年以上的歷史了（儺史）。南托文化出土了一件非常
精美的彩繪雙耳陶罐，根據林河在《儺史》一書中轉述《長沙史志通訊》1980年第
3期刊載的黃綱正《長沙最早的人類活動遺跡》文中介紹道： 

特別珍貴的是發現了一件雙耳罐的殘件，白衣上繪黑彩，罐頭一圈窗

格紋圖案，兩耳部各有一四出花瓣，耳下及腹兩側，各畫一高冠長尾鳥，

鳥嘴含一樹枝，鳥頭前方高掛放射光芒的太陽，四鳥間各以一組樹冠圖案

分隔。總的看來，這些陶器的裝飾，內容既有抽象的寫意圖案，又有形象

的寫實性繪畫。表現手法細膩，紋飾精緻，布局嚴謹。沒有豐富的想像力

和敏銳的觀察力、嫻熟的技術和高度的工藝水平，是很難創造出這類產品

來的。
8 

 

中國儺文化 

7000年前的「儺祭圖」 

（湖南長沙南托出土） 
 
 

                                                                                                                                                 
7林河著《儺史：中國儺文化概論》（台北，東大發行，1994年）頁 16-170。 
8同註 12，頁 156。 



 
「儺祭圖」古意：南方人民，傍水而居，春暖花開，風和日麗。天

降神儺（鳥），賜我嘉禾，教我耕種，感謝儺神，趕快耕耘！ 

 

 

 

六千九百年前的儺祭圖 

儺鳥和嘉禾紋（考古學家認為是「魚藻紋」） 



 

儺鳥與儺面紋 
河姆渡文化中的圖象符號的作畫規律，我們還可以在晚於它 4000年的商周甲骨

文的造字規律中找到它的遺痕。例如甲骨文上的「奔」字，上面畫的是一個奔跑的

人形，下面則畫上三個足印，表示這個人在地面上奔跑。這與河姆渡文化圖象符號

中畫上許許多多的鳥足印，以表示鳥在耘田，都是人們在相同的思維方式下產生的

相同表現手法。 
 

中

國的 新石器

時代 水稻文

化初 期，人類

顯然 是以鳥

為他 們的圖

騰崇 拜物，因

為民 以食為

天， 而收成

的好壞有無，又決定於報農時、知物候、助人耕種的鳥，原始人以鳥為圖騰神來加

以祭祀，就不難理解了。這種依靠鳥類來耕作的水田，便稱之為鳥田了。其古籍中

記載的情形如下： 
《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大越濱海之民，獨以鳥田。」 
《吳越春秋‧越王無餘外傳》：「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為民田」，「人

民山居，有鳥田之利」，「安集鳥田之端」。 
《水經注‧浙江水》條：「有鳥來為之耘，春撥草根，秋啄其穗。是以縣言：禁



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論衡‧書虛篇》：「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

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佑之也。」王充力辨其非，曰：「實者，蒼梧多象之地，

會稽眾鳥所居……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
之。」 
晉‧張華《博物志》：「海陵縣（今江蘇秦縣）扶江接海，多糜獸。千百為群，掘

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田。民人隨此而種稻，不耕而獲其利，所收百倍。」 
由此可知：原始農業社會時期，人們還不懂耕種之術，水田的耕耘，是利用鳥

獸覓食時清除了雜草，踩融了泥土，然後在稀泥上播種的。在原始時代，鳥獸眾多

而人民稀少，完全可以利用鳥獸來完成「耕耘」，但當人民多了，田土越來越多，這

種天然的耕作技術便不能滿足於人們的需求了。元代王禎《農書‧農器圖譜集之四》

云：「耘爪，耕田器也，即古所謂鳥耘者。」他認為用小竹管或小鐵管做成的「耘爪」

套在手上耕田，以免損壞指甲，是「猶鳥之用爪也」。這說明了後世水田擴大了，沒

那麼多鳥來為之耘，故發明了「耘爪」用來代替「鳥耘」。9 美洲印第安人的宗教習
俗，也有許多與中國陽鳥崇拜的習俗相似，印第安人祭祀太陽神所立的「太陽柱」，

即「圖騰柱」，這種柱子上，刻著部落的圖騰和其他祖神像，其最主要的圖騰是鳥，

有時候還要給圖騰柱雕上一雙翅膀。以下附圖為阿茲特克文化中鳥的圖騰及中美兩

方之比較圖。 

                                                 
9林河著《儺史：中國儺文化概論》（台北，東大發行，1994年）頁 149。 



阿茲特克鳳鳥 
龍鳳‧首領‧阿茲特克文化‧墨西哥普韋布拉喬魯拉考古遺址石碑淺浮雕，從

圖中可以看到印第安王族首領俱以鳳為至上。 
 



 

 
左：心祭人首蛇身鷹鳥太陽神‧阿茲特克文化 
右：凱察爾柯特爾‧阿茲特克文化 
上面二圖是根據美洲印第安人的文明之一－阿茲特克文化的遺跡所繪製的，可

以看出鳥的圖騰符號。 



 



10  

                                                 
10林河著《儺史：中國儺文化概論》（台北，東大發行，1994年）頁 313。 



 

中國文化與美洲印第安文化中四方神比較表11  

 
 

                                                 
11林河著《儺史：中國儺文化概論》（台北，東大發行，1994年）頁 323。 



 

 
12  

                                                 
12林河著《儺史：中國儺文化概論》（台北，東大發行，1994年）頁 314。 



中國人自稱為龍的傳人，然而由前述我們知另一圖騰符號「鳳鳥」，也是中國東

方集團所頂禮崇拜的對象。 
 關於鳳的傳說也不少如《詩經‧商頌》云：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竹書紀年‧殷商成湯》： 
⋯⋯初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曰，從帝祀郊媒，與

其妹浴於玄丘之上。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之以二

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胸剖而生契。長為堯司徒，成功於民，後封

商⋯⋯ 

《史記‧秦本紀》：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

生了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莘，生大費……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
實鳥俗名。……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 
我們暫且不論玄鳥、鳳凰是否真有其體，但在神話或傳說中，記載詳實，若無

其鳥，亦必有其事，可能也是美化類似鳥禽的象徵圖象。13  

關於鳥的圖騰的文獻材料，是豐富而確定。如： 
鳳，神鳥也。天老曰，鳳之象也：鴻前麟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

龍文龜背，燕頜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說文》） 
大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山海經‧大荒北

經》） 
有五彩之鳥，……惟帝俊下友，帝下兩壇，彩鳥是司。（《山海經‧大

荒東經》） 
 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尚書》 

……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竹
書紀年‧帝嚳》 
師曠援琴鼓一奏，有玄鶴集於門廓；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史記》 
「人面鳥身」、「五彩之鳥」、「鸞鳥之歌、鳳鳥自舞」，在《山海經》中亦多見。

郭沫若指出：「玄鳥就是鳳凰」，『五彩之鳥』大約就是卜辭中的鳳。正如「龍」是蛇

的誇張、增補和神化一樣，「鳳」也是這種鳥的神化形態。它們不是現實的對象，而

是幻想的對象、觀念的產物和巫術禮儀的圖騰。14到了秦漢之時，對於鳥禽的描繪，

更有彩雀、鸞鳥、赤鳥、鵬、鳷間各種神鳥出現，其形狀都類似鳳凰的形體。 

                                                 
13同註 4，頁 18。 
14李澤厚著＜龍飛鳳舞＞《美的歷程》（台北：三民書局，1996），頁 12-130。 



 

上面四圖均為秦漢時期的鳥紋藝術品。
15  

                                                 
15同註 9，頁 18。 



此外，台灣蕃族，每一蕃社，必有他們祖先起源的歷史傳說，鳥蛇化身而為其

社祖者甚多。萬大社的傳說云： 
古代台灣北部山中，有周比 (Chibe) 鳥，棲息於河畔，欲渡河的對岸。

時有一烏鴉飛入水中，周比繼之而泳。中途，烏鴉溺斃，周比獨得生渡。

然而再欲返回原岸時，已無烏鴉作伴了。周比忽然變形為一男一女，產生

子孫，繁殖而成一族。凡屬周比鳥所生的子孫，今日繼續的，都名曰萬大

社。
16
  

藝術圖象符號是一種具象徵的抽象或者是說一種抽象性的具象。
17  

從原始遙遠的鳥圖騰中，似乎可以窺得，其實仰韶、馬家�的某些幾何紋樣，
即是動物形象的寫實而逐漸變為抽象化、符號化的。如＜附圖＞鳥紋圖案是從寫實

到寫意到象徵。由再現（模擬）到表現（抽象化），由寫實到符號化，這正是一個由

內容到形式的積澱過程，也正是美作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式過程。即是說，

在後世看來似乎只是「美觀」、「裝飾」而並無具涵義和內容的抽象幾何紋樣，其實

在當年卻有著非常重要的內容和涵義，可見，抽象幾何紋飾並非某種形式美，而是

抽象形式中有內容，感官感受中有觀念。18  

鳥紋圖案是由寫實到寫意，表現鳥的幾種不同的動態到象徵，如下圖19 

 
根據分析，廟底溝彩陶的幾何花紋是由鳥紋演變而來的，馬家�文化屬於分別

以鳥和蛙為圖騰的兩個氏族部落。
20
在我國古代的神話傳說中，有許多關於鳥和蛙的

故事，其中許多可能和圖騰崇拜有關。後來，鳥的形象逐漸演變為代表太陽的金鳥，

蛙的形象則逐漸演變為代表月亮的蟾蜍……。21
從近代出土的長沙馬王堆的漢墓中，

即存在著畫著金鳥、蟾蜍圖象的 T型帛畫（圖一、二、三、四）。由寫實的、生動
的、多樣化的動物形象演化成抽象的、符號的、規範的幾何紋飾，這種從再現到表

                                                 
16同註 10，頁 29。 
17余秋雨著《藝術創造工程》（台北：允晨文化出版，1990），頁 232。 
18同註 14，頁 21。 
19同註 14，頁 26。 
20李澤厚《美的歷程》（台北：三民書局，1996），頁 23。 
21同上，頁 27。 



現，從寫實到象徵，從形到線的歷史過程中，人們不自覺地創造了和培育了比較純

粹的美的形式和審美的形式感。22除紋飾外，陶器造型亦似鳥狀（圖五），但它的形

象並非模擬或寫實（動物四足，鳥類兩足），而是源於生活實用基礎而創造。此亦代

表著形式一經擺脫模擬、寫實，便使自己取得了獨立的性格和前進的道路。23  

鳥和蛙為圖騰的兩個氏族部落之圖騰表現 

                                                 
22同註 14，頁 31。 
23同註 14，頁 31。 





 



圖一：湖南省博館 T型帛畫 



 
圖二：湖南省博館 T型帛畫；局部 

 

圖三：湖南省博館 T型帛畫；局部 
 



 
圖四：湖南省博館 T型帛畫；局部 



圖五：中國史博館 



創作是人的天性。一般而言，原始藝術源自神靈崇拜、祖先神話、祭祀儀式、

驅邪祈福以及生活慶典等與生活密切關聯的產物，其表現的形象，變形、誇張、簡

化、象徵為其特點，其想表現的「心」與生命、信仰、觀念合而為一，這種注入內

在生命形象所彰顯的感人力量，不僅是生物性的感動，更是靈魂的震撼。這種說服

力的表現，正是我輩學習藝術者，想要達成的境界。 
 



第三節  鳥的象徵性 
 

鳥除了具有自然屬性的性質，也具備人文生態的寄情，含明確的象徵意義。其

表現在文學藝術上的作品非常豐富，如： 
關關錐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國風‧周南》）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詩經‧商頌》） 
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史記‧周本紀》） 
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茞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

（《楚辭‧九歌‧湘夫人》） 
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渤海，有鳥焉，其狀

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凰……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
大安寧。（《山海經‧南次三經》）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論語‧子罕篇》） 

神鳥幽遠，群禽高翔，在虛實交集的情景中，人類一則遐思，一則欽羨，尤其

從真實的鳥禽上，看到五彩鮮活羽衣，如雞、孔雀、鸚鵡、錦雞等，便有彩冠為尊

的高貴感；又目睹他們來去自如，或躍或飛，逍遙無礙，若在朝陽喔啼，則謂之錦

衣迎日，必是瑞祥之兆，若在高空嚶嚶，則稱銀鈴聲降，亦是風調雨順之徵，反之

烏鴉啼叫則是兇禍示警。如此景象，所造成的聯想，已有數千年之久，人類比之在

人間世，加上轉換、直覺與擬情的過程，鳥禽的人格化，在日常生活中與文藝創作

上，事實上已和人類的思緒渾然一體。
24  

在現實的世界裡，鳥所具的象徵，是來自環境與人性交集的心理因素。在黃永

武教授《詩與美》一書中，對鳥的象徵寫到：「鳥象徵著內心需求的自由的呼聲」，

乃用鳥來作為突破牢籠的象徵。 
詩經邶風柏舟：「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任何精神上的苦悶局限，都使人想

起鳥來，羨慕飛鳥能自由來去。 
「鳥可以安慰那對遠方希冀的夢」人總喜歡寄情於渺渺的遠方，因這遠方起乎

於現實之外，經想像美化，總希望無窮。「但欲附高鳥，安敢攀飛龍。⋯人願天豈從！」 

「鳥的困境常比況孤獨或疲憊」鳥既代表對遠方的希望，但在漫長遼闊的天空

裡，獨飛追尋那遙遠目標，自然在情緒上是顯得孤獨、身心疲憊的。 

「鳥的棲宿往往象徵權位的高低」以棲宿代表居位，在詩經中有「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鴥彼晨風、鬱彼北林」離騷中有「鷙鳥之不庠兮，自前世而固然」曹操

作歌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也是這種聯想。 

                                                 
24同註 9，頁 18 。 



「鳥是象徵清高與卑俗最好的題材」離騷中說：「鳳凰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

翼」又說「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以鳳凰的高尚與鳩鳥的卑俗來比擬清高

與卑俗。另外「鳥在純景物的描寫中往往代表內心的歡愉」「鳥的歸飛是易牽動鄉愁」
25
  

以鳥禽為素材，表現在文學上的實例不勝枚舉，鳥禽種繁，色彩各異，鳴聲清

脆，體態輕盈，飛躍自如，加上族群相濟，與人類社會生活相仿，除能點綴宇宙之

沉靜外，更能點化人類心靈更借鳥禽的飛翔，飄散錮禁的視覺感受。 
花鳥畫的流傳，與中國的文化有關，當以花鳥作為畫題時，必是畫家心性的投

射。鳥的種類繁多，習性各異，畫家可以依其特性、寄情或獨立性格，或嚶嚶自鳴，

或意志表徵，可表達不同情況之畫面；鳥類羽毛綺麗，天性尊貴，最具視覺感官之

美；鳥類活潑靈巧，能造成畫面動勢與造型之平衡。26  

畫家作畫，來自社會意識的覺醒，即他必須能掌握時代的脈動，以及環境的影

響，將個人的情思表達出來而得到大眾共鳴，在中國花鳥畫上如北宋王凝的＜子母

雞圖＞（圖一）、崔白的＜雙喜圖＞（圖二）、宋徽宗＜蠟梅山禽圖＞（圖三）、南宋

林樁的＜十全報喜圖＞（圖四）、牧谿＜叭叭鳥圖＞（圖五）、明姚綬＜寒林�鵒圖
＞（圖六）、林良＜秋鷹圖＞（圖七）、八大山人＜楊柳浴禽圖＞（圖八）……等等。
或寄情繪出人世間希望，或寄語人情冷暖，寫心性的無奈與反諷，其借物寄意的表

現與文學詩詞的表達是相似的。 

                                                 
25黃永武著《詩與美》（台北：洪範書局，1984），頁257-2740。） 
26黃光男《宋代花鳥畫風格之研究》（台北：復文出版，1985），頁 350。 



圖一：王凝＜子母雞圖＞ 



圖二：崔白＜雙喜圖＞ 





圖三：徽宗＜蠟梅山禽＞ 



圖四：林樁＜十全報喜圖＞ 



圖五：牧谿＜叭叭鳥＞ 





圖六：明姚綬＜寒林�鵒圖＞ 





圖七：林良＜秋鷹圖＞ 



圖八：八大山人＜楊柳浴禽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