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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像與人類的生存密切相關，我們用眼睛看東西、用腦子想事情，我

們創造了許多視覺圖像來表達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直覺、認識、理解、幻想

和理想。世界本來就以圖像的形式呈現在我們的面前，語言可以用來交流

和傳達信息，但語言離不開形像作為基礎，當人類把視覺的造型與原始的

信仰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圖騰就產生了。圖騰是原始人類普遍存在的一種

原始信仰，圖騰逐漸演化為一種原始的意識形態，它深入到原始人類生活

的各個層面，它可謂是原始文化的基礎，構成現代人文化的原型。圖騰的

研究成果是二十世紀人類學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圖騰理論的發展給原始

文化的研究帶來極大的便利，過去，人們對岩畫、洞穴壁畫特徵的圖像無

法認識，對原始彩陶神秘圖案、青銅紋飾神秘的內涵無法理解，借由圖騰

理論，我們便可以進行視覺文化的分析了。世界各地，在諸多種類圖騰物

的崇拜中，以對太陽的崇拜最為普遍，所以這個章節，我們將從原始圖騰

的意象與美感談起，談到太陽圖騰的發展，再談到太陽信仰與祭祀舞蹈間

的關係，最後以太陽符號的發展與應用作為結束。 

 
 

第一節 原始圖騰 

一、 圖騰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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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騰的一個基本內涵在於它的可描寫性或可表現性。30原始民族常用

繪畫、雕刻等方式表現圖騰的形象，以此幻想為某種神秘力量的象徵，而

圖騰藝術大都以象徵符號(symbolism)的形式來表達生命的感受與需要。人

類最初的符號活動中，是由原始經驗構成的「象徵性」符號。因此，我們

可將圖騰藝術歸類為具有象徵意涵的符號之ㄧ。藝術是「一種表達意味的

符號，運用全球通用的形式，表現著情感經驗」31，換言之，圖騰藝術恰

巧將原始膜拜的情感體驗轉化為一種符號形式，從而象徵性地表達了生命

的感受，將人類的內在情感與圖騰形象連接為生命共同體。黑格爾

(Hegel,1770-1831)早就指出：「只有藝術才是最早對宗教觀念的形象翻譯」

32，圖騰藝術是最早使宗教信仰呈現出具體化的形態，藉由圖騰符號表達

了原始人類對神靈的崇仰意象。 

二、 「意」的延伸  

人們之所以在歷史演變中不厭其煩地反覆描摹一個圖形，不僅僅是因

為其具有審美意義的外形，而是在這些我們看得到的圖形符號的背後，往

往蘊藏著深層的象徵意義，圖形符號只是這些內在意義藉以表達的外在方

式，是一種「觀念的外化」。這些意義最初大多源於自然崇拜和宗教崇拜，

                                                 
30鄭元者著(1992)，《圖騰美學與現代人類》，上海：新華書店。頁 80。 
31同註 30。 
32佛洛伊德(1986)，《圖騰與禁忌》，北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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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衍生出期盼「生命繁衍，富貴康樂、祛災除禍」等吉祥象徵意義，正

是由於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企盼。就是因為人們對這種「意」的執著

追求，才使「形」得以代代相傳。換句話說，「意」的歷史延伸催生出了

「形」的歷史衍生。例如「日中有金烏」、「天命玄鳥，降而生商」的傳

說，是因為歷代人們對陽鳥圖騰的崇拜，使得中國傳統的鳥紋有了陽鳥—

朱雀—鳳鳥的歷史衍變，因此鳳鳥也就成為鳥的神化形態。 

三、 圖騰美感的本質 

所謂的「圖騰美感」是指原始人類在圖騰的神性外觀中表現出來的視

覺上的生動感與視覺感受上的愉悅感、振奮感。圖騰藝術是圖騰美感最為

主要、也是最為鮮明的體現者。圖騰是一種附有生命感的幻想存在物，圖

騰藝術是人類對生命感受的物化形式，原始人類在創造圖騰藝術時將會產

生直接的意象感受和審美知覺。因此，圖騰藝術在圖騰活動禮儀中最能激

發審美意象的神靈存在，並以神靈作為精神寄託與信仰。除此之外，圖騰

符號產生視覺上的直接效果和心理上的感受力，使審美意識與藝術創作漸

漸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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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太陽圖騰的崇拜與發展 

一、 祭日岩畫 

世界上各原始民族廣泛存在太陽崇拜，而我國古

代書籍早已對太陽崇拜有所記載。對太陽的生命崇拜

也是初民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中國對

太陽的祭拜習俗在古籍中早有記載：殷墟卜辭中有類

似的「日出」、「日入」之祭。根據卜辭記載，我們知

道殷商人每天早、晚都有迎日出、送日入的禮拜儀式。

《禮記‧祭義》「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拜日的習

慣從原始岩畫中也可看見，內蒙陰山岩畫中有相當豐富的天體圖案，其中

有一幅祭日圖(如圖 3-1)33，禮拜者雙膝長跪，雙手上舉於頭頂合十，十分

虔誠恭敬，是一件難得的唯妙唯肖作品。 

圖 3-1 祭日圖 

二、 祭日禮器 

    

                                                

中原地區出土的史前彩陶上，據考古工作研究者認為「圖案最具代表

性的是與天體有關的日珥紋、太陽紋和飛鳥紋等，日珥紋圍在光芒四射的

太陽周邊、太陽紋有的直接將太陽畫作圓圈，周邊繪出射線，有的還在中

間加一圓點，有的將射線用陰紋表示」。圖案中有的主體太陽紋還以紅色

 
 

33圖片來源：陳榮富(1994)，《宗教禮儀與古代藝術》，江西：高校出版社。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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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並在周邊用深棕色繪出數道射線，以表示太陽的萬丈光芒。在西北

甘肅、青海、寧夏等地區出土的大量彩陶上，也有多種圓形日紋圖案，特

別是半山類型時期的螺旋紋已成為彩陶上的主要花紋，將強烈的旋動感表

現得十分突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河南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彩

陶，太陽的形象成為彩陶圖案紋飾中描繪的重要對象。 

在仰韶文化遺址中出土繪有太陽圖案紋

飾的彩陶(如圖 3-2)34，許多學者認為這是祭

日的禮器。發源於黃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很

可能就是炎帝族文化，他們曾以火為圖騰，

但一切火神的崇拜都起源於太陽的崇拜，火

常常被作為太陽的象徵35。《白虎通義‧五行》提到說：「炎帝者，太陽也。」

《風俗通義‧三皇》也說：「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上述彩陶中的

太陽圖案與許多地方岩畫中的太陽圖案幾乎完全一致。 

圖 3-2 太陽圖紋彩陶 

    三、 太陽與鳥的結合 

    炎帝族在東進時與向西發展的東夷族發生戰爭，史稱「蚩尤之亂」。

炎帝族以火為圖騰，東夷族以鳥為圖騰，戰爭之後產生兩種文化的交流與

融合，這種融合在仰韶文化中─廟底溝彩陶中得到反映，從彩陶碎片的紋

                                                 
34圖片來源：〈甘肅彩陶網〉http://www.gs.xinhuanet.com/gansucaitao/shouye.htm。 
35陳榮富(1994)，《宗教禮儀與古代藝術》，江西：高校出版社。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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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可看到太陽圖騰與鳥圖騰的結合。廟底溝紋飾正表現了這種日載於鳥、

日中有三足鳥的神話。陜西華縣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一件彩陶，繪有一隻

鳥展翅飛翔，背上背著一輪太陽，此亦是日載於鳥的描繪。《山海經‧太

荒東經》：「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鳥」。《淮南子‧精神篇》：「日中

有踆鳥。」高誘注:「踆，猶蹲也，謂三足烏。 」。

                                                

《廣雅‧釋天》：「日名輝

靈，………亦名陽烏。」《春秋元命苞》：「烏者日中之禽」《藝文類聚》卷

九二引：「烏者陽之精」由此可見，所謂三足烏、踆鳥、陽烏、陽精、日

精、日禽、火烏、朱烏等等均指的是金烏。36因為只有鳥類能夠飛達人所

不能及的地方，所以在古人的觀念當中，日出日落就是靠著鳥類飛行搬運

的結果，太陽的運行因此和鳥類有著密切的關連，到了後來，兩者甚至合

為一體。兩漢時期，民間有種常見的神話題材—金烏負日，就是典型的太

陽與鳥合體圖。漢畫中凡以金烏負日為主體的圖像，常伴以月亮、星宿和

雲氣，雖然表現是各種天象，但在天人合一符命觀暢行時代，此種圖像代

表的意涵是天象與人事相互感應的具體表現。有關金烏的種種離奇傳說在

漢代十分盛行，儘管這類神話已經過神仙家、方士等的不斷加工改造，但

依然保留某些原始成分。無論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資料，均表明金烏神話

出自於遠久的古史傳說。37神話本身就有變異性，它可以隨著時代發展、

物質條件的改變以及各種社會思潮的漲落而有所改變。 

 
36李錦山( 2001)，《故宮文物月刊第 19 卷─金烏圖像及其神話》，台北：故宮出版。頁 88。 
37同註 36。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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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考古彩陶圖案上的變體飛鳥紋，有著紅色的頭，

展拓著長翼在空中飛翔，畫面充滿了陽光般的熱烈氣氛，使人油然聯想到

關於太陽神鳥的遠古傳說。結合古代傳說來看，在漢代的帛畫、石刻等文

物中這種寓鳥于日的圖像屢見不鮮，而許多日中金烏與廟底溝類型彩陶上

的正面鳥紋都畫成三足，如果這不是巧合的話，彩陶上的鳥與太陽結合的

花紋可能是崇拜太陽的鳥為圖騰的氏族的圖騰紋樣在彩陶上的反映。還有

學者認為，仰韶文化彩陶中，有的鳥紋背上有太陽紋，像鳥背負著太陽而

飛，同時還有以幾何形變體花紋組合的許多形式。這說明古代太陽鳥的神

話傳說，早就存在於彩陶文化時代。38

 
       

第三節  崇拜儀式與原始舞蹈 

    原始初民是生活在原始主義和儀式世界裡

的，原始思維把所有事物都看成神怪。生活中沒

有任何事能與宗教無關，凡是所有重大活動都要

舉行一定的宗教儀式，儀式對原始部族來說是一

種把部族成員集結起來進行集體行動和社交行動

的一種方式。祭神的儀式除了獻祭、禮拜、祈禱、占卜之外，無不以歌舞

為主要內容。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曾指出：古代社會，存在「舞蹈

圖 3-3 舞蹈紋陶盆 

                                                 
38轉引自黃建華，〈太陽神鳥的絕唱〉http://big5.huaxia.com/jxtf/bswh/00213264.html。96 年 6 月 13 日瀏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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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崇拜形式」39。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也指出：原始社

會「各部落各有其正規的節日和一定的崇拜形式，即舞蹈和競技，舞蹈尤

其是一切宗教祭典的主要組成部分。」40 1973年發現的新石器彩陶盆中的

舞蹈圖案(圖3-3)41是歌舞形式最早的寫照。音樂及舞蹈被認為是一種淨化

感情的藝術，但這種淨化感情的藝術最初只是一種神秘的祭祀活動或表

演。遍及世界各地的原始音樂、舞蹈，都曾經是宗教禮儀的一部分，是原

始宗教禮儀的一部分。由此亦可證，崇拜儀式促進了原始歌舞的發展。 

「日」的甲骨文寫作☉，《說文解字》中提到「○」象徵太陽的輪廓，

「‧」則象徵太陽盈而不虧。張華先生曾經提到，甲骨文的「○」也可以

象徵為舞蹈隊形中的圓圈，中間的「‧」象徵圓圈舞蹈中的營火。營火舞

是人類最普遍、最原始的一種集體舞蹈形式，圍著營火運動的圓圈，是人

類最基本、最單純的舞蹈隊形。從原始的圓形舞蹈皆具有逆時針的特性來

看，圓圈舞蹈多半與太陽崇拜有關。42 圓圈迴旋自由的特殊形式，亦可象

徵為日之圓、宇宙之圓、甚至是生命之圓。在原始生活中，這些象徵成為

了人類心靈信仰的寄託，也體現了天地兼容並蓄的深意。 

 
 
 

                                                 
39馬克思恩格斯(196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頁 436。 
40馬克思恩格斯(199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 第 4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頁 88。  
41 圖片來源：〈歷史頻道〉http://www.cctv.com/history/special/C13382/01/index.shtml。 
42張華(1992)，《中國民間舞與農耕信仰》，吉林：教育出版社。頁 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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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太陽符號的發現與應用 

從符號學和紋章學的角度來看，考古發掘的「十」字圖紋及其變體、

日紋和日崇拜岩畫，包括石窟畫，均反映了太陽崇拜為人類早期的一種信

仰。43 據我國考古發現,在新石器時代的眾多文化遺址中，「十」字紋形狀

十分普遍：仰韶型、屈家嶺型、馬家窯型、半坡型、青銅器銘文型等，尤

其是仰韶文化遺址，都有大量「十」字紋的文物被發現。青海東部地區馬

家窯文化出土的彩陶圖案中，以「十」字紋和「卍」字紋為主題紋飾的構

圖特別多 (圖 3-4)44、(圖 3-5) 45、(圖 3-6)46、(圖 3-7)47 。 

     「卍」字形實為「十」字形「太陽紋」符號的發展；「十」字和「卍」

字圖案是火和太陽崇拜的象徵；「十」和「卍」是相通的，它們都是太陽

的象徵，而且都是以旋轉光燄表示太陽崇拜。我國最早出現的七千多年前

長江流域河姆渡文化陶盤中心以鳥喙為象徵的四鳥呈「卍」字形圜天旋

轉，以及圓形紡輪中心的太陽「十」字和太陽光燄圜天旋轉符號，都是人

類共通的生生不息生命意識的表象符號。學者丁山(1901-1952)曾指出十字

                                                 
43高福進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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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44圖片來源：石家莊(1989)《中華文明史第一卷》，河北：河北教育出版社。1972 年在河南鄭州出土，距

今約 5000 年的仰韶文化遺物，圖案表達出當時人們對太陽的觀察認知。 
45圖片來源：〈中國陶瓷博物館〉

http://www.kepu.net.cn/gb/civilization/chinaware/kernel/tao/200212190044.html 。96 年 5 月 17 日瀏覽。 
46圖片來源：〈甘肅彩陶網〉 http://www.gs.xinhuanet.com/gansucaitao/shouye.htm。半山類型的彩陶，是

在馬家窯的基礎上發展起來的，比馬家窯更豐富；它的繁榮昌盛、雍榮華貴的風格是由飽滿器型上的旋

動結構的紋飾，黑紅相間的色彩，線條的粗細變化，及鋸齒紋、三角紋的配合，大圖案裡套小圖案形成

的。旋轉而連續的結構，使幾個大圓圈一反一正，互相背靠，互相連結，有前呼後應、魚貫而行、連綿

不斷的效果，顯示一種融合、纏綿的氣勢。半山期是我國彩陶文化的高峰階段，顯示博大、成熟和完美

的特色。96 年 5 月 17 日瀏覽。 
47 同註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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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陽神的象徵，這是他對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詳考後的一大結論。48「十」

字象徵著太陽神，這種象徵具有普遍性。世界其他各地民族中均有十字日

神的例證。不論是「十」字紋或「卍」字紋，都體現了原始最簡潔的意義 

：十字是陽光四射的簡化符號形式，代表東、南、西、北四個方向，它與

晝夜及四季更替有著直接的關係，再現太陽崇拜的自然特徵。 

 

 
圖 3-4 彩陶太陽紋圖案 

  
圖 3-5 半山型日紋 圖 3-6 馬家窯類型圓形十字紋 圖 3-7 馬家窯類型卍字紋彩陶長頸壺 

 

                                                 
48丁山著(1988)，《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上海：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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