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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建築中的厭勝文化
●

一

張劍葳

厭勝的含義

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大類：「嫁禍
致災型」和「壓制求吉型」。

「厭勝」原是巫術的一種，即以詛
咒或其他道術傷害他人。例如以圖畫

（一）
「嫁禍致災型」

他人形象，或用木、泥、布等製成人
形，刺心釘眼、繫手縛足，據說可使

如《南齊書．祥瑞志》中所記：

受詛咒的人身受到損害。西方亦有此

「武進縣彭山，舊塋在焉。其山崗阜

術，稱之為「偶像傷害術」。「厭勝」又

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

稱「厭鎮」、「魘鎮」、「厭服」等等。

焉。宋明帝惡之，遣相墓工高靈文佔

「厭勝」的「厭」字：《廣韻》於葉

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云：

切，入葉，影；《集韻》乙甲切，入

『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

狎，影。此字應當讀作「壓」，意為

言。』帝意 不 已，遣 人 於墓左 右 校

「以迷信的方法，鎮服或驅避可能出

獵，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

現的災禍，或致災禍於人」1 。例如

為厭勝。」4

《史記．高祖本紀》：「秦始皇帝常曰東

又如《紅樓夢》中，趙姨娘請馬道

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

婆對偶人做法，用針刺偶人，咒寶玉

《漢書．郊祀志》中即有「厭勝」的

和鳳姐生病的故事5，書中稱此做法

記載：「勇之乃曰：粵俗有火災，復

為「魘鎮」，其實也是「嫁禍致災型」的

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

厭勝。

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
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2這

（二）
「壓制求吉型」

Â提到「用勝服之」，意即為厭勝3。
厭勝的具體用法是多種多樣的，

如《隋書．地理志》記載：「二郡

其形式也不斷衍變，史書多有記載。

又有牽S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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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

統建築式樣的建設工程中，皆能發現

傳。S初發動，皆有鼓節，群噪歌

與厭勝有關的建築文化人類學樣本。

謠，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用致
豐穰。」6
又如《白下瑣言》載：「
（南京）民
居稠密，屢罹火患，乾隆五十四年，

二

厭勝在傳統建築中
的運用

制軍高佳公書麟，創作水星鼎於聚寶
門城上，以鎮厭之，其患漸息。鼎為

（一）規劃層面的厭勝法

銅鑄。其形圓，底足皆鐵，通高四尺
有奇，上嵌八卦，十六乳，四周各有
篆書『水星』二字。」7

規劃層面的厭勝，首先指以厭勝
為主要目的（或目的之一）而興建工

兩大類的厭勝之術，針對具體需

程。例如前文提到的，漢武帝聽從越

要的不同，是可以變換出多種手段

巫的說法，大興土木造建章宮以厭勝

的。厭勝術在中國傳統建築中的運

火災的故事。

用，長久以來形成了一些相對固定的

又如《史記．高祖本紀》記載：

形式和做法，為《營造法式》等古代建

「蕭丞 相營 作 未央宮 ， 立東闕 、 北

築學文獻所記載、流傳。而民間建築

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

活動對此的記錄和運用更加豐富多

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

彩，在《魯班經》、《千鎮壓法經》、

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

《新鐫工師雕斫正式魯班木經匠家鏡》

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

等民間建築文獻中，可以找到與禁

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

忌、厭勝有關的許多詳細記載。直到

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

今天，在台灣傳統建築匠師中仍然有

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顏師古注：

「學工夫先學術」的說法8。如果留心

「未央殿雖南向，而當上書奏事謁見

觀察，無論海內外，只要是在中國傳

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
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有東門、
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
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
然乎？」
「按：北闕為正者，蓋像秦
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 閣 道絕漢抵營室。」
《史記 索隱》
注：「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
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
立也。」9
蕭何營未央，原則是「壯麗以重
天子威」，沒有明說採用了厭勝法。
後世顏師古、《史記索隱》都認為，未
央殿是朝南的，蕭何卻把正門定為北

《千鎮壓法經》

《繪圖魯班經》

中國傳統建築中的厭勝文化

闕，這是因為厭勝的緣故。秦舊都在

亭，而眼見目前殘敗景象，悲感交

渭水以北，而漢長安在渭水以南，蕭

集，常欲恢復昇平時的曲江風貌。然

何規劃的目的是為了朝M渭北秦咸陽

而此時國家財力有限，大舉興修工程

城的方向豎立高大建築，用門闕乃至

未免不大合適。太和九年（835），大

整組宮殿厭勝秦都舊地的「天子氣」，

臣鄭注觀察天象，「言秦中有災，宜

故而以北闕為正門。

興土功厭之」bp，為文宗找到了大興土

又如明永樂年間營建紫禁城時堆

木的正當理由，於是有了唐代後期最

築的萬歲山，清《日下舊聞考》引明

大規模的曲江園林修復活動。當下常

《西元集》：「萬歲山在子城東北玄武

聞某縣連續興建功能重複的辦公大樓

門外，為大內之鎮山，高百餘丈，周

或其 他 政績工 程 ，其 緣起 或在「壓

回二里許。」bk清《宸垣識略》：「景山

災」、或在壓制超過前任父母官所興

一名萬歲山，在神武門北，為大內之

大樓。可知厭勝作為規劃的理由，是

鎮山。」bl據考古勘查發掘證實，於景

古今皆有且屢試不爽的。

山北半部（壽皇殿區域）發現了「元大都
中軸線上的大道的一部分」bm，而「萬

（二）建築構件本身的厭勝法

歲山的中央主峰正好壓在元宮城內
主要宮殿之一延春閣的基址上。」bn可

中國傳統建築中一些裝飾性較強

見，明初營建紫禁城時，考慮到鎮壓

的構件亦常具有厭勝的意義，形成中

元朝「王氣」的需要，特別在元大都中

國傳統建築美學的顯著特徵。這類構

軸線上，元宮殿遺址上堆築高百餘丈

件包括鴟尾、懸魚、惹草、藻井、鋪

的萬歲山，以為大內「鎮山」。

首、屋頂翼角走獸等，以下將作簡單

據《日下舊聞考》載，明末明軍與
清軍交戰不利，認為地處北京房山的

介紹。
（1）鴟尾

金朝陵墓與清（後金）之王氣有關，遂

鴟尾是安在正脊兩端以保護屋脊

挖斷其地脈，後來又再加摧毀，並建

交接處的瓦製或琉璃製構件，被賦予

立關帝廟以厭勝之。清代作者對此嘲

厭勝火災的意義。《營造法式》總釋下

諷曰：「夫不達天命之有歸，而謬委靈

鴟尾條引《漢紀》：「柏梁殿災後越巫

於風水，移災於林木，何其誕也！」bo

言海中有魚ù尾似鴟，激浪即降雨，

這些都屬於以厭勝為目的的建設

遂作其象於屋上以厭火祥」；又引《譚

工程，前三個具體例子，是以大體量

實錄》：「東海有魚ù尾似鴟，鼓浪即

建築來厭勝，屬於「壓制求吉型」厭勝

降雨，遂設象於屋脊。」bq
（2）懸魚

法。
而有些建設工程雖然號稱以「厭

懸魚的原本作用是加固建築山面

勝」為目的，但其實只是為統治者大

搏風板的中央結合部，遮擋縫隙。它

興土木找的一個萬能理由罷了。例如

在被美化的同時也被賦予了防火的精

據《舊唐書》
〈文宗紀〉及〈鄭注傳〉記

神內涵。懸魚即「垂魚」，魚屬水性，

載，文宗即位後，常賜宴群臣於曲江

用以厭勝火災（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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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也都有明確等級規定的，見於
《新唐書．車服志》、《明史．輿服志》
等文獻bt。可見厭勝手段的使用權利
也成為等級劃分的一種表現形式了。
厭勝之術的構件化，是古代特定
的思想文化在建築中的具象化，同時
也是封建等級制度在建築上的體現，
而對建築構件也產生了美化的效果。
圖1

既有精神文化內涵又有形式美感的構

香港仿唐建築

志蓮淨苑藥師殿檐下

件，豐富了傳統建築美學。這進一步

之懸魚、惹草，可以

顯示了中國建築美學的重要特點：結

看出它們對檁條的保

構性、裝飾性、精神性三者有機結

護作用，同時也豐富

合。可以用一個簡圖來表示：

了建築山面檐下的藝
術效果，還具有厭勝

結構性

的精神內涵。

三者結合：美的、
（3）藻井

裝飾性

功能的構件

《營造法式》卷第二總釋下引《風
俗通義》：「殿堂像東井形，刻作荷

有文化內涵和結構

精神性

蔆。蔆，水物也，所以厭火。」引沈
約《宋書》：「殿屋之為圜泉方井兼荷

（三）建築附加物中的厭勝法

華者以厭火祥。」br
（4）鋪首

首先，在這類厭勝法中，最為原

《說文》曰：「鋪首，附M門上，

始的應屬密藏偶像詛咒物了，這是典

用以銜環者。」其原始作用是銜門環

型的「嫁禍致災型」厭勝。明《西墅雜

的底座，門環是活動的，可以用之叩

紀》記錄了以下故事：一家莫姓大戶

門、啟閉門戶，兩環之間還可以用鎖

人家，每到深夜房間Â便有角力摔打

鎖定大門。相傳龍生九子，第五子為

的聲音傳出，家中人多次驅邪禳災均

椒圖，形狀似螺蚌，性好閉，鋪首銜

不見效。後來房宅轉賣他人，拆了以

環是其形象。在大門上安放此物，精

後才發現，梁間有木刻小人兩個，裸

神作用是厭勝妖邪之氣，使其無法從

體披髮正在摔跤，這是木匠對東家不

大門入內。

滿而偷偷安放的。另一個故事講韓氏

以上幾種厭勝構件，因為《營造

營造房宅後，死喪不絕，四十多年後

法式》等文獻有明確記載，故建築史

風雨毀壞了院牆，在牆Â發現藏有一

論著中亦多有提及其厭勝之作用。值

塊孝巾，以磚牟之。這顯然是瓦工咒

得指出的是：南北朝時期，鴟尾的使

宅主死喪的做法。拿掉孝巾以後，家

用就已明確規定了等級，除宮殿外只

中從此太平ck。

有「三公黃閣聽事置鴟尾」，一般官僚

此類故事在民俗學論著中頗為常

非經特許不得僭用bs。懸魚、鋪首的

見。究其原因，多為工匠與東家之間產

中國傳統建築中的厭勝文化

生了矛盾，而工匠地位卑微，沒有別的

《大泉圖錄》有云：「光緒通寶錢

辦法與東家抗爭，唯有採用這種手段

幕文作八卦。案年遇修葺各宮殿，上

來報復。因為有這樣的故事，便不難

梁時安置寶合，合中皆貯此錢。」co

理解為甚麼舊時凡僱匠築室者，對待

清咸豐元年（1851），福州重建的

工匠往往禮遇優厚，飲食也一定豐盛。

孔子聖廟正殿於十二月初四日舉行上

即使建設工程的
「東家」
貴為天子，

梁典禮儀式。為此，當地專門鑄造了

遇上這樣的厭勝術，也不得不重新考

分別仿王莽布幣和刀幣性質的兩種上

慮房屋的可居住性了。明初朱元璋營

梁厭勝錢cp。

建中都數年，宮室規制宏麗，但卻半
途放棄，其原因就有可能是工匠在建

厭勝錢鎮庫、埋地、上梁的做
法，都屬於「壓制求吉型」厭勝。

造宮殿過程中使用了「厭鎮法」，使這

第三，在建築正脊筒中央置放寶

位篤信天命鬼神的大明皇帝不想在此

匣的厭勝法。古建築安裝正脊時，由

居住，並因此誅殺了大批工匠cl。

大脊兩端向中間壘砌脊筒，正中一塊

第二，在建築中用厭勝錢亦頗為

脊筒要等其他工程項目完工後最後安

常見。厭勝錢，亦稱「壓勝錢」或「花

放，同時放入一個盛放鎮物的寶匣，

錢」。鑄成錢幣形式的吉利品或避邪

並密封起來。脊筒正中的位置叫「龍

品，自漢以來即有鑄造。有的錢幣正

口」，安放寶匣的過程稱為「合龍」或

面有文字和各種吉祥語，如「千秋萬

「合龍口」。合龍標誌M一座建築的落

歲」、「天下太平」、「去殃除凶」等；

成，通常還要舉行相應的祭祀儀式。

背面則有各種圖案，如星斗、雙魚、

故宮許多建築都有寶匣，如太和

龍鳳、鬥劍、龜蛇等。厭勝錢不是貨

殿、保和殿、武英殿、奉先殿、樂壽

幣，僅供佩戴玩賞。在建築中厭勝錢

堂、慈寧宮、壽安宮、永壽宮、凝道

的厭勝之法包括：厭勝錢鎮庫、埋地

殿、東南崇樓、協和門、內務府、漱

與厭勝錢上梁。

芳齋、敬事房等處。頤和園皇家建築

鎮庫錢在南朝即已出現。宋人洪

中也發現有寶匣。

遵《泉志》釋「台主衣庫錢」引南朝梁人

寶匣一般為銅質、錫質或木質。

顧語有云：「中王之錢，台主衣庫今

Â面盛放的鎮物，以太和殿為例，包

有此錢，徑四寸重八兩，面文曰中王

括：金錁、銀錁、銅錁、鐵錁、錫錁

之錢，背文曰五銖七千。」

各一錠；金錢八個；金、銀、銅、

《宋書．徐羨之傳》記載：「羨之年

鐵、錫牌各一個；五色寶石五塊；五

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

經五卷；五色緞五塊；五色線五綹；

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

五香各三錢；五藥各三錢；五穀cq。

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

一般建築寶匣中鎮物沒有這麼豐富，

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cm

但都常有五金、五穀、五色線及銅錢

明張居正《太岳集》云：「皇城北

等物。從寶匣內盛物品來看，五金、

苑中，有廣寒殿，⋯⋯萬曆七年五月

五穀、銅錢、五色線的五種顏色當是

四日，忽自傾圮，其梁上有金錢百二

與社稷壇的五色土類似，象徵五個方

十文，蓋鎮物也。⋯⋯其文曰至元通

向，用以鎮懾各方，同時五穀也象徵

寶。」cn

了社稷乃國家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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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種說法，認為古建築正脊

避免不了使用厭勝，龍口放寶匣的做

的寶匣是有M避雷意圖的。據載，

法通過工匠世代相傳，至今仍存在於

1984年6月2日故宮承乾宮被雷擊，沒

古建築工程之中。筆者在北京克勤郡

有擊到吻獸，而是擊到正脊內的寶匣。

王府修繕工地實習時，曾親歷府門合

寶匣為薄鐵盒，內裝5條綢製布條，

龍口上寶匣儀式。木質寶匣中盛一個

長14厘米，寬2.5厘米，用木刻版印製

銅避邪、五金、五穀、五線，並在一

有同樣的文字：「九天應無雷聲普華天

塊紅布上寫M「克勤郡王府復建工程於

尊玉樞寶經」，並裝有金、銀、銅、

二零零二壬午年修建

鐵、錫五種同樣大的5個小元寶，24個

司×××指揮完成

金大錢等cr。這被認為是古代以迷信

未年竣工」。合龍口上寶匣前，先要

「避邪」的「防雷措施」。然而，在正脊

有一個擺三牲祭神的儀式，也藉此機

內放一個鐵盒不但難以厭勝雷火，反

會給工長、工人們發紅包，表示工程

而更容易引來雷火，適得其反。

順利竣工，對他們的勞動表示感謝。

由××古建公

公元二零零三癸

除了使用寶匣外，太和殿天花之

在建築中使用的附加厭勝物除了

上的藻井上部還擺放有楠木牌靈符，

上述幾種，常見的還有石敢當、影壁

前面刻有經文，下部刻有八卦圖，中

（圖2）、瓦將軍、刀劍屏、桃木劍、

有九斗，均為金地，後面刻有「太上秘

陰陽八卦鏡、獅子猛獸、將軍門神等

密鎮宅 靈 符」。 牌前 並 有木 製的 靈

等ct。

花、燭台、香爐，香爐內插一柱用竹
子製作的香cs。
有意思的是，上文曾提到清人對
明人施厭勝術的做法頗為譏諷，然而

圖2

陝西周原召陳

村村口影壁

三

另一種視角——
欣賞厭勝文化

縱觀清宮建築中採用的眾多厭勝術，

建築是庇護之所，是人們在自然

可知清人其實也難脫窠臼。不僅清代

中對安全感追求的產物。建築中用

中國傳統建築中的厭勝文化

的主要厭勝形式——「壓制求吉型」厭
勝，能加強人們心理上的安全感，反
映了人們積極追求建築安全感的文化
現象。同時，風水理論規定了許多禁
忌，而由於客觀條件、資財成本所
限，人們不可能在所有層面、細節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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