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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太陽信仰探源 
 

太陽信仰可以說是世界性的文化現象，舉凡有文明的地方，就可以發

現人們崇拜太陽的蹤跡，英國人類學家愛德華‧泰勒也曾說過：「凡是有

陽光照耀的地方，就有太陽信仰的存在！」現今的社會生活中，太陽信仰

和太陽神形象仍以不同的表現形式出現，其中所展現的原始文化與歷史意

義，不言可喻。 

 

第一節 原始文化與太陽信仰 

原始先民因為對於神秘力量的恐懼、敬畏與依賴心理，所以有許多的

宗教崇拜儀式，他們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神秘力量所控制，而自己

的命運也取決於這些神秘力量，所以除了驅魔避邪之外，自己的生存就完

全依賴於各種神靈的庇祐。世界上眾多民族的原始文化都有此基本特徵，

在非洲，黑人有自己的守護神，他們用巫術喚起它，在路邊為它建造祠堂；

在亞洲，蒙古人也有自己的守護神；在羅馬人的社會裡，更將守護神的學

說與人類生活之哲學相結合7；人們甚至把這種保護神與自己祖先的神靈合

而為一，使其成為自己民族的圖騰象徵。在中國古代，人們同樣把自己生

存環境中的一切重要現象、景觀（諸如山、水、天象等），以及自己祖先

的誕生、族群的起落和國家的興亡都歸於神的創造。在那個時代，「萬物

                                                 
7泰勒著 連樹聲譯(1992)，《原始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頁 654-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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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靠神靈」並不是一句空泛的形容詞，而是無數非常真實而具體的生活

內容和文化環節，生活在這種文化環境之中，原始先民最看重的當然就是

隨時隨地竭力表達自己對神靈的無限崇拜、信仰、愛戴。8《左傳》中提到

「國之大事，在祀與左戎」，這裡的「祀」是指制度化的祭祀禮神儀式，

它之所以成為整個文化核心的原因，在於先民生活中對於神靈的仰賴與寄

託。春秋時魯國大夫展禽（B.C 720-B.C 621）9對此也說明得相當清楚：「社

稷山川之神皆有功烈於民者也；及天之三辰，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行，

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不在祀典。」這裏所

謂的“民所以瞻仰”而需要加以專門祭祀的「三辰」，即是日、月、星三辰。 

原始初民除了對掌管山川草木的各種神靈以及自己的祖先加以崇拜

外，還特別崇拜日月星辰，這在全世界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其原因無

外乎是先民對於日月星辰賜予的陽光、溫暖、自然界的生息律動等，所展

現出來的一種至高無上的敬畏之意，所以原始先民對於日月星辰的崇拜，

極具意義、甚至成為整個文化體系的核心。比如古埃及人、西亞人、墨西

哥人都建有巨大的金字塔、神廟、方尖碑等建築以表達他們對太陽的崇

拜。現代宗教學鼻祖、德國學者麥克斯‧繆勒（Friedrich Max Muller, 

1823-1900）對原始宗教中的太陽信仰亦有詳細的說明：「人們奇怪的是，

                                                 
8王毅(2003)，《萬物生長靠太陽與原始崇拜》，〈華夏文摘) 〉http://www.cnd.org/。96 年 5 月 20 日瀏

覽。 
9 即柳下惠，本姓展，名獲，字禽，中國春秋時期魯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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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雅利安(Aryan)人天天所講的、如此之多的古老神話都是關於太陽的，

但是除了太陽還能是什麼？太陽的名稱是無窮的，關於太陽的故事也是無

窮的，人們永遠不能看到太陽的內心世界，既不能看到，也無法達到，可

是人們卻深信它，從不懷疑它，並且尊重它、熱愛它」。10如同繆勒所說

的：「太陽具有無數的能力，太陽能看到人們的對與錯，他巡視整個世界，

洞察人們的一切思想」11，他「可以看到一切，無論是善還是惡」。12  

太陽信仰主要發生在有農業文化、農耕文明的地方，而信仰太陽神的

主要民族和部落一般居住在農耕發達之地，如黃河流域、西亞兩河流域、

尼羅河流域以及美洲農耕地區。在我國雲南大理，有著太陽神驅除雲霧之

後莊稼才能成熟的傳說，也因此太陽神成為了當地的保護神。太陽神的崇

拜與原始社會人類的生存與生活環境息息相關，原始社會的生產力低，人

們的思想、認識能力極為簡單，對大自然和自然規律無從了解，所以認為

萬物皆有靈，其中又以太陽與原始初民的關係最為密切，人類的生存與繁

衍離不開太陽，太陽的起落、四季的交替、作物的生長都與太陽有關，於

是對其頂禮膜拜。我國阿昌族信奉太陽信仰，因為他們相信「有了太陽和

月亮，才有白天和黑夜、冷與暖，萬物才會生長，人才有吃有穿」；雲南

永寧納西族視太陽為大神，認為只有他的存在，萬物才能生長。13由此不

                                                 
10麥克斯‧繆勒著 金澤譯(1989)，《宗教的起源與發展》，上海：文藝出版社。頁 144-145、頁 187。 
11同註 10。 
12麥克斯‧繆勒著 金澤譯(1989)，《比較神話學—導言》，上海：文藝出版社。頁 16。 
13高福進(2002)，《太陽崇拜與太陽神話—一種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視》，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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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理解，在古代農耕民族的生活和神話傳說中，農業保護神的稱號加諸於

太陽神最為合適。我國內蒙古陰山、廣西寧明花山、四川、雲南等地均存

在著太陽神和太陽信仰的岩畫，畫中人們高舉雙手以祈求日出的景象，應

是人類祈求太陽神的一種儀式。美洲的印地安人把「太陽視為活的精靈」

14；斯圖亞特‧切茲(Stuart Chase, 1888-1985)在考察了中美洲古文明後，更

吃驚地發現這些五千年前的玉米文明部落都是太陽的崇拜者 15 ；普林尼 

(Gaius Plinius Secundus, 23-79) 16也說：「我們應該相信太陽是整個世界的生

命和靈魂，不僅如此，他還是自然的主宰，無論是看到的還是聽到的，他

都是最優秀最非凡的」17；於是，「太陽從一個發光的天體變成世界的創造

者、保護者和獎賞者，實際上變成了一個神、一個至高無上的神」。18

第二節 古代中國太陽信仰的發現 

太陽神信仰普遍存在於古代中國，大量古籍文獻如《淮南子》、《山海

經》、《楚辭》、《國語》等都有關於太陽神話的記載，而以太陽神信仰作為

自然神靈觀念的一種表現，也幾乎存於中國各少數民族中。在長江流域、

黃河流域及華南各地，大量新石器遺址和文物史料都發現了太陽神崇拜久

                                                 
14泰勒著 連樹聲譯(1992)，《原始文化》，上海：文藝出版社。頁 219。 
15轉引自 趙思運(2003)，〈大躍進民歌中的太陽崇拜〉http://www.guxiang.com/f/hot/036/16/10512.htm(故
鄉)。96 年 4 月 17 日瀏覽。 
16 常稱為老普林尼或大普林尼（拉丁文：Plinius Maior），古羅馬作家、科學家，以《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一書留名後世。 
17同註 15。 
18麥克斯‧繆勒著 金澤譯(1989)，《宗教的起源與發展》，上海：文藝出版社。頁 144-145、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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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的歷史，甚至於有人認為中國上古時代存在著唯一的太陽神信仰。19《山

海經‧大荒南經》中曾描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

女子名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山海經‧海

外東經》：「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北，居水中，有

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上述記載都顯示太陽被當成是有意志

的神靈來看待的事實。既然是神靈，就有祭祀活動的產生，甲骨卜辭中有

許多崇拜太陽神的記載。《禮記‧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夏後氏祭其暗，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暗。」可見夏至商周，

太陽神是被作為主宰上天的神來加以崇拜祭祀的。 

人們崇拜「太陽」最常見的方式就是把「太陽」的形像以及人們對之

膜拜的情景描繪出來，所以在上古彩陶中，太陽是一種相當普遍流行的圖

案，某些民族在建造房子時還刻意在房子上畫上太陽、月亮等圖案，認為

這是吉祥的象徵。比如在黃河流域上游與中遊的辛店文化和仰韶文化出土

的彩陶，以及青海、廣西、江蘇、內蒙古等地遺留下來的岩畫都有太陽圖

案或符號，說明了在原始社會各地先民普遍的自然崇拜中，太陽信仰的普

遍性。而古蜀人崇拜太陽的宗教情結，是其它任何地方、任何民族無法比

擬的，這從三星堆遺址和金沙遺址出土的考古文物中可以得到驗證。三星

堆遺址出土了太陽形器物與圖案等許多與太陽有關的考古文物，真實地反

                                                 
19劉道軍(2006)，《太陽神樹、太陽崇拜與太陽曆法》，四川：成都理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2 期。

頁 10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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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了殷商時期古蜀王國太陽崇拜祭祀活動的昌盛。尤其是青銅「太陽形器」

和青銅「太陽神樹」是三星堆文化所獨有的，其中青銅「太陽神樹」更與

《山海經》等文獻記載的「十太陽神話」、「金烏負日」等神話傳說相印證。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神樹，就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通天本領的神樹，

就像是十日神話傳說中扶桑與若木的形象。青銅神樹分為三層的樹枝上共

棲息著九隻神鳥，分明就是“九日居下枝＂的情景，在青銅神樹出土時已

斷裂的頂部，推測還應有象徵“一日居上枝＂的一隻神鳥。樹上的鳥皆融

合神性成為複合特徵的神鳥，也是古代蜀人想像中太陽精魂、日中金烏的

形象吧。三星堆文化中大量的出土文物都是「太陽信仰」和「太陽神崇拜」

等自然崇拜的直接有力證據。20

另外，在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姆渡遺址－出土文物中，也

有許多鳥及鳥與太陽結合的古物圖案，數量遠遠超過其他動物題材的作

品，考古學家認為這些鳥和太陽的影像反映了河姆渡人崇拜太陽神的觀

念。河姆渡人之所以崇拜太陽神，原因除了太陽所帶來的神秘感外，主要

是希望透過崇拜太陽神，祈盼農業豐收。由此推想，原始人類不惜花費大

量時間去製作「雙鳥朝陽」象牙雕刻蝶形器，是把它當作太陽神的化身器

具，作為祭祀之用。21

                                                 
20劉道軍(2006)，《太陽神樹、太陽崇拜與太陽曆法》，四川：成都理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2 期。

頁 102-107。 
21〈寧波文化網 河姆渡人的太陽神崇拜〉

http://202.107.212.147:82/gate/big5/www.nbwh.gov.cn/homepage/page02-01-01-01.php?id=1037858059&the
me=18&uptheme=true。96 年 4 月 20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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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地區的太陽信仰 

 

如同中國對太陽神的崇拜，世界上一些文化古老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太

陽神。世界各地環境不同，產生的原始文化也不盡相同，但對太陽神的創

作中卻有許多共同之處，如中南美洲瑪雅文化中的太陽神頭戴光箭的冠

冕，與「連體鳥」骨匕柄中的「太陽」的光冠十分相似；古希臘太陽神身

上長著一對翅膀，與「雙鳥朝陽」象牙蝶形器上的太陽有兩鳥拱護有雷同

之處。22

在歐洲，對後世影響甚巨的日爾曼民族，其太陽對羅馬帝國有著巨大

而深遠的影響。在北歐，古瑞典人崇拜太陽，稱太陽神為勝利之神。在充

滿藝術魅力的希臘神話中，太陽神雖非主神，但處處可見，其威力更是無

人能及。到了中世紀，歐洲仍保留著對太陽神的信奉，聖誕節時，人們齊

聲吟唱的詩歌與太陽有關，《聖經》中對於太陽的信仰與尊敬也隨處可見，

比如說「上帝的榮耀是太陽」，又比如聖誕節本來是太陽神的節日，後被

借為耶穌的誕生日。23

在非洲，埃及對太陽神的信仰最具代表性。太陽神在埃及的地位最為

突出，無論是哪一位均具有極高而特殊的地位。古埃及認為太陽神是創世

                                                 
22〈寧波文化網 河姆渡人的太陽神崇拜〉

http://202.107.212.147:82/gate/big5/www.nbwh.gov.cn/homepage/page02-01-01-01.php?id=1037858059&the
me=18&uptheme=true。96 年 4 月 20 日瀏覽。
23轉引自 趙思運(2003)，〈大躍進民歌中的太陽崇拜〉http://www.guxiang.com/f/hot/036/16/10512.htm(故
鄉)。96 年 4 月 17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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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神，法老們自視為太陽後裔，甚至以爭相做太陽神的親生兒子為榮，也

因為如此，埃及人創造了許多與太陽神有關的作品，金字塔便是其中最著

名的傑作之ㄧ。 

在美洲，幾乎所有的印地安部落都十分崇敬太陽神，可以說太陽神在

美洲的崇高地位是其他文化或國家所無法比擬的。在南美洲，著名的印加

帝國（今日的秘魯）是世界上著名的「太陽帝國」，舉國均篤信太陽教，

印加人稱自己是太陽的子孫，印加國王本人則被視為太陽神的化身。至

今，在祕魯民間地區，古老的太陽信仰遺跡仍到處可見。總之，在古代以

及近代的美洲，太陽神重要的地位是無法被取代的，太陽在這些民族的心

目中占著相當重要的地位，而對於太陽的崇拜也是這些民族文化及人們精

神生活的重心。 

在亞洲其他國家，太陽神的地位也特別顯著，這從當代遺跡中可以看

出一些端倪。日本天皇認為他們是太陽神的後裔，日本國旗正中央的太陽

正巧說明了這項事實。古代朝鮮、蒙古均存在著太陽崇拜信仰，它們的國

旗上也有太陽，而朝鮮國名意謂著「朝日鮮紅」。在印度，太陽神可謂是

不計其數，其法力無邊，並能消除惡夢與疾病。在東南亞，太陽神在一些

早期的部落和民族中備受崇拜，從前的印尼王室成員認為太陽是他們的天

神，而他們都是太陽神的後代。在伊朗地區，早期的火祭儀式和生殖崇拜

均與太陽有關；波斯的太陽神則被視為世界及人類的保護者。考古資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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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在巴基斯坦及阿拉伯地區，太陽信仰在正式國家產生前即廣泛存在

著，不僅如此，太陽神還是地位非常崇高的神靈。24

在台灣的原住民文化裡，也不難發現太陽崇拜的蹤跡，其中又以魯凱

族和排灣族最為大家所熟悉。魯凱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可分為自然崇拜

與祖靈崇拜，自然崇拜中以崇拜太陽、月亮與百步蛇為主，太陽在族人的

心目中不僅是生命的源泉，更是崇敬的生命之神。在族裡貴族的雕刻或服

飾上的裝飾，也都有太陽紋和人首蛇身、兩蛇相對的文樣，顯示貴族是太

陽以及靈蛇組成的榮耀。排灣族和魯凱族一樣，也崇拜自然，山有山神，

溪流有水神，森林、山谷也都有神祇，屬多神論觀念。傳說太陽是排灣族

人的祖靈，化身成陶壺，在百步蛇的看顧下孵化了排灣族的先民，因此尊

稱太陽、陶壺、百步蛇為祖靈。近期在台東縣太麻里海邊舊香蘭遺址出土

的文物中充滿了百步蛇和太陽圖騰，這也是台灣考古遺址中，首次出現原

住民信仰的圖騰，根據國立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研究員李坤修表示，百步

蛇是魯凱族和排灣族原住民的圖騰，而在舊香蘭遺址發現的陶器、石器及

骨器上都出現百步蛇紋飾，或許說明了史前人類就是原住民老祖宗外，也

間接證明了史前人類的太陽信仰。25另外，現今居住於蘭嶼的達悟族（原

雅美族），其最負盛名的漁船上，有以白底加上紅、黑兩色構成的太陽紋、

人形紋及鋸齒紋彩繪，雖簡潔卻具有雅美族人精神的象徵。所謂的「太陽

                                                 
24高福進(2002)，《太陽崇拜與太陽神話—一種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視》，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7-20。 
25〈大紀元 考古學者：史前人類可能是原住民老祖宗〉

http://www.epochtimes.com/b5/7/3/23/n1655643.htm。96 年 4 月 25 日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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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是刻在船隻上的放射狀紋樣同心圓，又稱為「船眼」，可以保佑出海

平安，也指引船隻到魚群多的海域。太陽紋刻在船首就跟人的眼睛一樣，

它是祖傳下來的紋飾，象徵神聖的語言，也代表著吉祥意涵。26

第四節 太陽信仰的意義與價值 

太陽信仰的發展起初只具有純粹的自然特徵，伴隨著它不斷地發展演

進，這一信仰逐漸展現出多重社會寓意，如創世意義、生存意義、倫理意

義、文化特徵等等，太陽神也由原來的自然神轉變為行而上的倫理神，而

太陽信仰及神話也因此越來越顯出其豐富的文化色彩和抽象寓意。 

在中國，有些學者認為皇帝為太陽神的化身。在崇尚太陽神的其他民

族中，作為創世神的太陽不僅創造了宇宙大地，還創造了人類萬物，太陽

神及其信仰中所包含的創世意義，一方面說明了太陽神信仰具有某種簡樸

的自然特徵，如創造過程中與自然現象的互動；另一方面，說明了人類思

維初步的進化。27

從太陽信仰與農業文明的關係上，我們不難體會出此一信仰背後所隱

含的生存意義。太陽信仰與農業文明之所以緊密結合，主要是定居的農耕

民族或部落比較容易意識到太陽運行的規律性以及太陽與四季的關聯，也

認識到賴以生存的農作物的生長離不開陽光，所以人類的祖先視太陽為生

                                                 
26〈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數位人才培育與學習子計畫，補充資料-原住民圖騰篇〉

http://dlm.ntu.edu.tw/CIDC/94/006/web/word/%E8%A3%9C%E5%85%85%E8%B3%87%E6%96%99-%E5
%8E%9F%E4%BD%8F%E6%B0%91%E7%AF%87.doc。96 年 4 月 27 日瀏覽。
27高福進(2002)，《太陽崇拜與太陽神話—一種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視》，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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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之神、農業豐收之神。而太陽和天文曆法的關係，也同樣說明了太陽信

仰與農業生產密不可分的事實。早在距今五千多年前，古埃及人就有了太

陽曆法和太陽神信仰；而在上古時代，中國天文曆法就相當發達，其以天

干作為紀年的太陽曆法也幾乎與埃及一樣悠久。在具有太陽信仰的民族

中，太陽觀測所取得的天文曆法知識有利於農業文明的進步，而藉由觀

測、祭拜太陽認識到太陽運行軌道及黃道十二宮，進而提高曆法水準，也

反映了古代科學的發展，突顯太陽信仰所隱含的生存意義。28

研究探討後可發現，人類的太陽信仰其實是對光明與良善追求的表

現，而這種倫理意識早在太陽信仰形成之初便已存在。在古老的創世神話

裡，中外不少民族存在著將太陽神視為眼睛的傳說，他們認為太陽神能看

透人間善惡之事，為人間帶來光明與幸福。伴隨著太陽信仰的進一步發

展，太陽所展現的美德更加多元。在太陽信仰發達的古埃及，太陽神除了

具有保護意義外，又兼具公道、正義等倫理意義。在中國，太陽信仰所展

現的倫理寓意也逐漸地迎合了封建社會的傳統道德思想。伏羲作八卦，「以

通神明之德，以類萬物之情」，此「德」與「情」道出了中國傳統的美德。

在一切神祇的智慧裡，太陽的智慧似乎最為顯要。而在其他民族的太陽信

仰或神話裡，只要透過系統性的歸納與整理，不難找到其中蘊藏豐富的倫

理思想。 

                                                 
28高福進(2002)，《太陽崇拜與太陽神話—一種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視》，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122-126。 

 20



                                                                     第二章  太陽信仰探源 

除了自然特徵之外，太陽信仰有著豐富的抽象意義。古老的先民除了

具有基本的物質需要外，還有著對於精神世界的無限想像，其中靈魂不滅

的觀念最為明顯。譬如在古希臘，人們把祖先崇拜與自然崇拜相結合，把

對自然神的崇拜（尤其是對天神與太陽神的崇拜）置於第一位；而在世界

其他民族，自然神信仰與靈魂不滅、祖先崇拜的觀念幾乎是同步發展，如

印加人、中國少數民族以及近代歐洲、非洲、南亞等地的土著民族。 

    信仰是藉由超越現實的幻想與力量來支配人們的日常生活，最終目的

是祈告和求助於這種異己力量來解決自身所不能解決的問題。人與動物的

顯著區別之一，就是人有自我意識，能夠探究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探究

人與周圍世界的關係，探究人自身的生命意義。原始信仰所追求的就是人

與自然的和諧關係，雖然是以人的生命形態去創造神靈的存在形象，但是

不自覺地對生命萬物產生畏懼與崇拜之情。以自然神靈作為人與自然交感

的精神核心，對人具有主宰與威力的作用，支配與決定了人的吉凶禍福。

自然崇拜大多出於早期先民有意的或無意的對生態環境進行保護的目

的。它反映並注重人與自然之間的利弊關係，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宗

教崇拜的神靈名義要求人們關注大自然，行使生態調適的功能。自然崇拜

的產生並得到系統化和發展，反映了先民在最初由於不了解自然規律，破

壞了生態環境，而遭到自然力的報復之後的理性反思；體現了人們了解自

然，把握自然的主觀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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