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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引 言

“金雞”、“玉犬”的相關神話和理論對中古直至明清的喪葬文化具有重要

的影響, 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 金雞、玉犬作為明器在墓葬中的不

斷使用；另一方面, 金雞鳴、玉犬吠日, 或稱“鳴吠日”, 是中古至明清特定

葬事的吉日.1) 有鑒於此, 對金雞、玉犬的相關問題進行追源溯流的研究很

有必要.

關於金雞、玉犬作為明器在墓葬中的使用情況, 自徐蘋芳先生發現成書

于金元之際的大漢原陵秘葬經中關於金雞、玉犬明器的記載之後, 學界
對宋代墓葬中的金雞、玉犬明器已有清楚的認識.2) 張勳燎先生和白彬先生

1) 關於鳴吠日、鳴吠對日在古代中國葬事擇日中的重要性, 參見陳進國的 考古材料

所記錄的福建“買地券”習俗 (民俗研究 2006年 第1期)及金身佳的敦煌寫本宅
經葬書校注 (民族出版社, 2007, p.316).

2) 徐蘋芳, 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 -讀大漢原陵秘葬經札記 (考
古 1963年 第2期);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南豐縣博物館, 江西南豐縣桑田宋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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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撰的中國道教考古在系統收集了唐宋墓葬中的雞、犬俑和圖像之後,
做了重要的論斷:

從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看, “金雞”、“玉犬”應當是首先出現於南方地區, 時

代大約是在晚唐五代, 並在兩宋和元代墓葬中流行一時, 直到明代, 東南沿海

的福建依然保留了以金雞玉犬隨葬的習俗. 一些南方人北遷以後, 仍保持了南

方特有的葬俗, 前述甘肅武威西夏墓, 墓主原籍在彭城(今江蘇徐州), 將“金

雞”’、“玉犬”刻於木板用以隨葬, 足見其影響之深遠.

二位先生還根據論衡、類說卷八引述異記、玄精碧匣靈寶聚玄
經、夷堅志、抱樸子內篇、風俗通義、史記等文獻指出“雞、犬
模型置於墓中, 不僅是升仙的象徵和伴隨物, 同時還兼有討好山神的意味, 
並能守夜侍晨, 去除種種不祥.”3) 也有學者依據大漢原陵秘葬經, 認為
某些唐墓中的雞、犬俑也極可能就是金雞、玉犬俑.4) 
近來, 陳于柱先生認為“古代喪葬中的金雞、玉犬之說至遲在南朝時期即

已形成”, 所舉材料有三, 一是太平廣記卷461引南朝宋齊諧記中所載在
棺中放置“雄雞”的故事, 二是南朝述異記所載“濟陽山麻姑登仙處, 俗說
山上千年金雞鳴、玉犬吠”的傳說, 三是隋書·五行志所載“白楊樹頭金雞
鳴、只有阿舅無外甥”的讖謠.5) 可是, 這些材料尚不足以證明南朝墓葬中

有金雞、玉犬明器, 因為齊諧記中說在棺材中放的是真實的雄雞, 而不是
金雞；沒有材料證明后兩則記載中的金雞、玉犬和葬事擇日中的金雞、玉

犬相同.

關於葬事擇日中的金雞、玉犬, 前賢已經注意到陰陽書·葬事、地理
新書、欽定協辨方書中的記載.6)

考古 1988年 第4期); 陳進國, 考古材料所記錄的福建“買地券”習俗 (民俗研究
 2006年 第1期); 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甘肅

省清水縣賈川鄉董灣村金墓 (考古與文物 2008年 第4期).
3) 張勳燎、白彬, 中國道教考古 (線裝書局, 2006), pp.1669-1677.
4) 程義、程惠軍, 漢中宋代鎮墓神物釋證 (四川文物 2009年 第5期).
5) 陳於柱, 武威西夏二號墓彩繪木版畫中“金雞”、“玉犬”新考 -兼論敦煌寫本葬書

(敦煌學輯刊 2011年 第3期).
6) 參陳進國先生前揭文、金身佳先生前揭書.



中國中古喪葬文化中的金雞、玉犬 -兼論晚唐以降對之理解的變化- (吳羽) 59
總之, 學界尚未提供北朝隋唐墓葬中確有金雞、玉犬明器的堅實證據, 尚

未清縷北朝隋唐葬事擇吉術中的金雞、玉犬的理論來源, 也就未能闡明晚

唐以降方術家對金雞、玉犬理解的變化. 這正是我們努力探討的問題.

Ⅱ. 使用金雞、玉犬明器的時代與地域

至遲在北魏正光四年(523), 已經有人在墓葬中使用金雞俑作為明器. 北

魏 元仙墓誌銘 曰:

君諱仙, 字延生……大宗明元皇帝之曾孫, ……樂安簡王之第四子也. ……

以大魏正光二年八月廿二日寢疾薨於第……四年二月廿七日甲申葬于景陵之

東阿. 泉門一閉, 白日淪光……乃作銘曰: ……鉛童伺戶, 金雞候晨, 塗車寢

駕, 絲竹委塵.7)

墓誌表明, 時人認為元仙自從被葬之後只能讓 “鉛童”來“伺戶”, 讓“金

雞”來“候晨”. 這裏的“金雞”和“鉛童”對舉, 顯然是指埋在地下的明器, 金雞

的功能是“候晨”. 如所周知, 北魏的景陵在洛陽, 這就意味著, 北魏正光年

間的洛陽已經有墓葬使用金雞明器.

隋代墓誌材料可以證明當時一些墓葬中確實有金雞、玉犬俑. 出土于河

北行唐縣的隋 大隋望亭鄉龍陽裏長故人秘丹墓誌銘 曰:

公諱丹, 字君卿, 常山行唐人也……粵以大業二年十一月十日庚申, 葬於望

亭鄉龍陽里之墓……銘曰: ……風揚葉鼓, 霜蕙心低, 寒川屢咽, 離禽亂啼. 徒

驚玉狗, 空叫金雞, 幾時年月, 神鳥墳棲.8)

出土于西安的 大隋故濟陰縣令吳府君之墓誌銘 曰:

君諱弘字大女, 京兆大興人也……大業十一年……十月庚申朔一日庚申夫

妻合葬于大興縣產川鄉白祿之源……月照空壟, 林昏野塵, ……一歸泉下, 金

7) 趙超, 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pp.133-134.
8) 羅新、葉煒,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 (中華書局, 2005), p.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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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詎晨.9)

這兩方墓誌說明, 隋朝的河北、長安, 有些低級官吏的墓葬中已經用金

雞、玉犬明器. 聯繫前揭 元仙墓誌銘 , 我們認為長安和河北的墓葬中並非

在隋代纔開始有金雞、玉犬, 應該是沿襲至遲北魏正光年間以來的舊傳統.

故而我們或許可以說, 至遲北魏正光年間, 北方的廣大地域已經有墓葬使用

金雞、玉犬明器.

唐代兩京和河北等地的墓誌中仍然有不少金雞、玉犬的記載. 長安一帶,

例如顯慶三年(658)的 大唐馬處士墓誌銘 、垂拱四年(688)的 大唐上柱國

故張君第五息墓誌銘並序 、咸通十五年(874)的 閭府君墓誌銘並序 .10)

洛陽一帶, 例如龍朔年間(661-663)的 唐故鄧君墓誌銘並序 、天授二年

(691)的 大周斛斯夫人墓誌銘 ,11) 河北一帶, 例如長安二年(702)的 唐故上

柱國李君墓誌銘並序 、長安三年(703)的 嚴依仁銘 .12)

可以明顯看出, 北魏、隋唐時期以長安、洛陽為中心的廣大北方地區已

經有墓葬使用金雞、玉犬明器. 而宋代及之後墓葬中使用金雞、玉犬的情

況, 前賢關注已多, 不必贅述.

Ⅲ. 金雞、玉犬的功能、神話來源

及其對葬事擇日理論的滲透

目前學界公認墓葬中的金雞、玉犬和葬事擇吉書中的金雞、玉犬相同,

可惜並無論證. 鑒於此種認識對我們後面的論證至關重要, 有必要加以論

證. 宋代皇陵和櫕宮中也使用金雞、玉犬, 其中, 紹興元年昭慈聖獻皇后櫕

9) 羅新、葉煒,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 p.621.
10) 周紹良 主編、趙超副 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pp.277,
774; 周紹良、趙超 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p.1116.

11) 周紹良 主編、趙超副 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 pp.394, 801.
12) 周紹良、趙超 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 pp.387,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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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淳熙十四年高宗永思陵中均有金雞、玉犬, 而修建二者皇堂的參考典

籍中就有記載了金雞鳴、玉犬吠日(即鳴吠日)的一行葬經,13) 顯然在一
行葬經中, 作為明器的金雞、玉犬和和葬事擇日中的金雞、玉犬的確相同.
唐代墓誌材料直接反映了的金雞、玉狗明器在墓葬中的功能. 大唐馬處

士墓誌銘 云“玉狗司夜, 金雞禦晨, 一扃泉戶, 千載無春.”14) 唐 張君第五

息墓誌銘並序 道: “假使夜臺寂寂, 何代何年？ 穸室沉沉, 誰家誰地？猶

冀金雞告曙, 重昭晨省之儀；玉狗鳴幽, 載崇昏定之禮.”15) 可見, 金雞明器

是用來為死者在地下的世界裏“禦晨”、“告曙”, 玉犬則是用來司夜, 金雞主

白晝, 玉犬主黑夜. 我們還不知道玉犬神話的確切來源, 但是可以知道玉犬

的某些特點, 宋釋普濟撰五燈會元卷13 雲居膺禪師法嗣 有云“玉犬夜行,
不知天曉”,16) 恰好和墓誌的“司夜”功能相合. 說明玉犬主要是在夜間保護

墓主. 這直接證明張勳燎、白彬先生關於金雞、玉犬明器的功能的論述非

常恰當.

這似乎與普通的雞、犬的功能相似, 要進一步理解這裏金雞、玉犬的功

能, 就有必要追尋其神話來源.

前賢的相關研究已經列出文獻中不少關於金雞的記載, 但是均未證明所

舉文獻中的金雞與墓葬及葬事擇日中的金雞確系同一金雞. 故而, 要尋找墓

葬及葬事擇日中的金雞的確切神話來源, 還需要從與葬事相關的典籍中尋

找突破口,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11云:
舊說金雞鳴、玉犬吠、上下不相呼. 或以為, 桃都山有大桃樹, 盤屈三千里,

上有金雞, 下有二神, 一名欎, 一名壘, 並執葦索, 呵不祥之鬼, 及天將旦, 日
照, 金雞則大鳴,天下眾雞悉從而鳴. 金雞鳴訖, 下食惡鬼. 金雞鳴, 百鬼皆走

避, 故吉. 按, 孫季邕曰: “若言金雞日照則鳴, 無不鳴之日；若言鬼畏金雞,

13) 中興禮書 卷256, 續修四庫全書 第823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pp.228-229; <中興禮書>續編 卷44 (續修四庫全書 第823冊), pp.553-554; 
欽定協紀辨方書中記載一行葬經中記載了鳴吠日, 鳴吠即金雞鳴、玉犬吠, 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811冊, pp.303-305.

14) 周紹良 主編、趙超副 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 p.277.
15) 周紹良 主編、趙超副 主編, 唐代墓誌彙編, p.774.
16) 蘇淵雷 點校, 五燈會元 (中華書局, 1984), p.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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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葬之靈亦同鬼道, 此言妄矣.”17)

據荊楚歲時記、星曆考原卷3“鳴吠日、鳴吠對日”條,18) 此處關於桃
都山上金雞的神話出自西漢末成書的括地圖.19) 這證明, 中晚唐的孫季
邕所見到的方術典籍中記載金雞鳴、玉犬吠日中的金雞是源於括地圖的
神話. 其功能是可以辟除惡鬼, 這是一般的雞、犬所不具有的功能.

正如孫季邕所批評的, 括地圖所載桃都山上的金雞日出則鳴, 而葬事
擇日中的金雞並不是每天都鳴, 兩者有明顯的差別, 葬事擇日中關於鳴吠日

的理論來自哪些典籍？

我們認為, 金雞和玉犬並非源自同一個神話, 金雞在特定時間鳴與玉犬在

特定時間吠分別源自至遲在北魏正光年間已經成書金雞鳴曆和玉犬吠曆
, 金雞鳴的時間和玉犬吠的時間並不完全重合, 後世所謂的鳴吠日, 其實
是兩者重合的時間. 證據如下:

一方面, 重校正地理新書卷15記載: “孫季邕撰葬范引呂才葬書所
論偽濫者一百二十家, 奏請停廢, 其力牧等可用之說已行編用外, 亦無傳
者. ”這“一百二十家”中有金雞鳴曆、玉犬吠曆.20) 很顯然, 金雞鳴曆
是講述金雞何時鳴及其所主吉凶的理論, 玉犬吠曆是講述玉犬何時吠及
其所主吉凶的理論. 金雞鳴曆、玉犬吠曆分立, 一方面說明金雞鳴的時
間和玉犬吠的時間並不完全重合, 而是各有時間特點；另一方面說明金

雞、玉犬並非來自同一個神話, 而是各有淵源, 不然便不需分別成書. 所以,

所謂“金雞鳴、玉犬吠”日, 後世簡稱為“鳴吠日”的葬事吉日其實是金雞鳴和

玉犬吠重合的時間.

另一方面, 舊唐書卷79 呂才傳 曰: “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

17) 續修四庫全書, p.77.
18) 宗懍撰, 宋金龍 校注, 荊楚歲時記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p.5; 星曆考原
卷3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811冊), pp.57-58.

19) 關於括地圖的年代, 參李劍國, 唐前志怪小說史 (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4),

pp.149-150.

20) 重校正地理新書 卷15 (續修四庫全書 第1054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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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鑿既甚, 拘忌亦多, 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刋正, 削其淺俗, 存其可用

者, 勒成五十三卷, 並舊書四十七卷. 十五年書成, 詔頒行之.”21) 金雞鳴
曆、玉犬吠曆既有資格被呂才視為偽濫之書, 當是流行已久, 應為六朝
舊籍. 北齊武平元年 劉雙仁墓誌銘 曰: “未窮人爵, 忽往槁亭, 車馳魚躍,

地協雞鳴. 楸梧春綠, 松栝冬青, 一棺永矣, 百葉流馨.”22) 這裏的車馳與魚

躍以陸地和水中對舉, “地協”與“雞鳴”亦當是以地點和時間對舉, 大意即葬

地合適, 時間是金雞鳴吉日. 加以北魏正光年間已經有人在墓葬中使用金雞

明器, 故而可以推定, 在北朝正光年間之前金雞鳴曆已經形成. 鑒於前揭
隋朝墓誌 大隋望亭鄉龍陽裏長故人秘丹墓誌銘 中已經將玉犬、金雞對舉,

該墓誌又不可能是首次將金雞、玉犬並列的史料, 所以玉犬吠曆的成書
時間大約和金雞鳴曆成書時間相當. 形成于唐代以前的P.2534號敦煌文

獻陰陽書·葬事殘卷中那些作為特定葬事吉日的金雞鳴、玉狗吠日,23) 其
理論來源應該便是金雞鳴曆和玉犬吠曆的結合.
正如孫季邕批評的, 括地圖的神話中並沒有說金雞特定時間纔鳴, 和

葬事擇日中金雞在特定時間纔鳴的論述有矛盾之處. 怎樣解釋這種矛盾？

我們認為, 應該是在括地圖成書之後, 經過很長一段時間和一個複雜的過
程, 金雞神話纔逐漸被方術之學吸納, 形成了闡述金雞在特定時間纔鳴的理

論. 這在方術理論的形成史上是常見的, 例如, 晏昌貴教授指出, 敦煌占書

“五離日”中的“戊申、己酉人民離”就源於牛郎織女的傳說故事, 而用陰陽五

行、干支對沖進行解釋則是後來的發展.24)

以往, 學界甚少關注中古以降喪葬文化中金雞、玉犬含義的變化, 下面,

我們將進行探討.

21) 舊唐書 卷79 呂才傳.
22) 趙超, 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 p.445.
23) 關於敦煌寫本陰陽書 葬事的年代, 請參看羅振玉, 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 (北
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 p.42.

24) 晏昌貴, 敦煌占書“五離日”初探 (“第三屆中日學者中國古代史論壇”會議論文,

2011年9月17日-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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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晚唐以降對金雞、玉犬理解的變化

在六朝至唐代前期, 人們對葬事擇日中的的金雞、玉犬是神話中的動物

這一點還沒有太大爭議. 除前揭證據之外, 其他文獻可以進一步證明此點,

例如唐 蔣楚賓故夫人于氏墓誌銘並序 有“盧中有月, 方欣孕彩之祥；地下

鳴雞, 遽感仙童之夢”25)之詞, 北夢瑣言卷7 李渷行文卷 載李渷詞有“玉
犬吠天關, 彩童哭仙吏. 一封紅篆書, 為奏塵寰事”26)之句, 唐故上柱國李

君墓誌銘並序 云: “金雞振羽, 玉犬騰聲, 襲吉著兆, 載辟松塋.”27)

目前所知, 較早質疑葬事擇日中金雞、玉犬的含義的是孫季邕,28) 史料

見前引地理新書.
孫季邕是何時人？ 唐李綽撰 尚書故實 記載: “孫季雍著葬經, 又有著

葬略者, 言葬用吉禮, 僧尼並不可令見之也.”29) 按, 此孫季雍即地理新
書中之孫季邕. 尚書故實是李綽從張彥遠處聽到的故事, 成書于唐僖宗
廣明、中和年間(880-885),30) 則孫季邕著葬經(或稱葬範)必在此之前,
孫季邕活動于中晚唐.

較早對葬事擇日中的金雞、玉犬另立新說的也是孫季邕, 重校正地理新
書在記載了孫季邕批判葬事擇日中的金雞源自桃都山神話之後云:

凡十二辰中鳴吠者四, 惟寅、午、申、酉是也. 不鳴吠者八, 丑、未、辰、

戌、巳、亥、子、卯是也. 辰、戌、丑、未者五行之墓. 巳、亥者, 為人中甲

子左行；地下甲子右行而會於巳、亥之上, 為重月, 凶事重凶. 子卯相刑, 母

子無恩, 惟與鳴吠之辰相對可用斬草, 或與月便者兼得殮殯、啟故. 故言金雞

25) 唐代墓誌彙編, p.1202.
26) 孫光憲, 北夢瑣言 (中華書局, 2002), p.156.
27) 唐代墓誌彙編續集, p.387.
28) 呂才也認為金雞鳴曆、玉犬吠曆是偽濫之書, 為什麼不說呂才較早質疑金

雞、玉犬的含義呢？ 這是因為, 地理新書中多次引用呂才的著作和觀點, 但是在
對“金雞、玉犬、上下不呼”含義進行闡釋時引用了孫季邕對金雞、玉犬舊說的批判,

而不提呂才, 說明呂才並沒有集中批判關於葬事擇日中關於金雞、玉犬的舊說.

29) 李綽, 尚書故實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862冊), p.479.
30) 陶敏, 尚書故實中的“張賓護”考 (中華文史論叢 第76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pp.24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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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玉犬吠者, 乃先賢假飾其名耳. 陽德比金之光輝,陰德象玉之潤澤, 故稱金

玉焉. 寅、午者火之位, 陽之精, 象日, 日出天將曙, 雞能先知, 故鳴而告人也,

故曰金雞鳴. 金雞主陽, 陽唱即陰和,故云犬吠. 申、酉者金之位,陰之精, 象月,

月明則非人伏匿, 犬性警遇, 非人即吠, 故云玉犬吠. 玉犬主陰, 陰呼即陽應,

故金雞鳴. 又言上下不相呼者, 上言呼父母, 下言呼子孫, 其日陰陽相應, 凶神

即伏, 何更得上下相呼邪?！31)

孫季邕的新解釋有三點與六朝隋及唐前期的觀念不合: 1, 否認葬事擇日

中的金雞源自括地圖中的金雞神話, 否認“金雞”、“玉犬”是神話中的動

物, 認為“鳴吠日”中的金雞、玉犬僅僅是“假飾其名”. 2, 拋開金雞鳴曆、
玉犬吠曆, 直接從干支對沖及陰陽五行角度重新解釋“鳴吠日”及金雞、

玉犬的含義. 3, 認為金雞鳴、玉犬吠可以達到“上下不呼”的效果. 通過本

文前面兩部分的考察, 第1、2點已經一目了然, 第3點則需做進一步說明.

“上下不呼”中的“呼”指的是墳墓征呼, 意為“因陰司考謫乃追及生人”,32)

“上下不呼”意為上不“呼”父母, 下不“呼”子孫. P.2534號敦煌文獻陰陽書·
葬事殘卷中有星命月九月(不全)至十二月的金雞鳴、玉狗吠的時間, 其中
確有金雞鳴、玉犬吠和“上下不呼”重合的時間, 例如, “十月立冬節”中有云:

己酉日土開, 地下己丑, 金雞鳴、玉狗吠、上下不呼.

此日葬及殯埋有赤龍應, 神靈安寧, 宜子孫, 大吉.

啟殯、發故、斬草、除服吉. 角、羽二姓用之凶.

但是, “金雞鳴、玉狗吠”的時間和“上下不呼”的時間並不完全重合, 本件

文書中, 九月的庚申日, 十月的庚午日、乙酉日、辛卯日, 十一月的丙寅

日、乙酉日、庚寅日、庚午日, 十二月的丙寅日均是金雞鳴、玉狗吠日, 但

是並非“上下不呼”日, 這說明“上下不呼”日有自己的規律. 地理新書卷15
所載呂才認為偽濫的書中有黃帝六甲呼曆、太山呼鬼曆、五鬼呼曆
及十二月呼曆, 應該是本件文書標注“上下不呼”的理論淵源. 也就是說

31) 重校正地理新書, p.77.
32) 關於墳墓“呼”人的信仰起源很早, 具體情況及對“呼”解釋, 參見王育成先生 考古

所見道教簡牘考述 (考古學報 2003年 第4期). 陳于柱先生前揭文對本文書中

“呼”字含義的解釋與王先生之解釋相類, 可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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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書·葬事中“己酉日土開, 地下己丑金雞鳴、玉狗吠, 上下不呼.”之類的
句子, 應該是綜合了金雞鳴曆、玉犬吠曆、黃帝六甲呼曆、泰山呼
鬼曆、五鬼呼曆、十二月呼曆多種書而來,33) “金雞鳴”、“玉狗吠”、
“上下不呼”是並列關係, 各有自己的理論淵源, 金雞鳴、玉狗吠並不直接導

致“上下不呼”的效果.

孫季邕的解釋顯然與成書較早的陰陽書·葬事有重大差別, 這可能是因
為自從呂才清整陰陽書之後, 其所稱的偽濫之書一百二十家在孫季邕著書

時大多數已經失傳, 只剩下一鱗半爪的傳說及經過綜合之後的呂才陰陽書
成說, 孫季邕難以理解, 從而不得不另立新說.
孫季邕這種觀點不被駁斥地采進宋代的地理新書, 表明地理新書的

編者接受了孫季邕的觀點.

雖然孫季邕主張的金雞、玉犬乃“假飾其名”之說成為主流觀點, 但是孫

季邕拋開金雞鳴曆、玉犬吠曆另立新說, 也有不通之處. 孫氏說“凡十
二辰中鳴吠者四, 惟寅、午、申、酉是也”. 可是, 六十甲子中, 戊寅、戊

午、戊申既非鳴吠日, 也非鳴吠對日, 丙寅、甲午、甲寅金雞不鳴、玉犬不

吠.

正因為孫季邕的解釋有不通之處, 所以後世不斷有人另立新說. 清代的
星曆考原卷3鳴吠日、鳴吠對日條引曹震圭曰:

金雞者, 兌也, 兌宮, 酉也. 玉犬者, 艮也, 艮為犬也. 大抵外宅之要在山澤

地勢, 是坤、艮、兌也, 故以坤、兌往來, 加艮順布八卦, 視艮所臨之辰為良

也. 如兌加艮則艮臨離午也. 又以離加艮, 則艮臨兌酉也. 又以坤加艮, 則艮臨

坤, 未、申也. 又以艮自加艮, 丑、寅也. 丑、未二辰乃墓絕無氣之位, 故不可

用. 又十干之中, 戊為陽土, 以配中宮明堂之位, 不可用也. 甲午、甲寅、丙寅

者, 乃自死、自旺、自生之日, 故不用. 止餘一十四日為鳴吠吉日也.34)

按, 曹震圭, 元代著名天文曆算家, 事見元王士點、商企翁編次秘書監
志卷735)、元史卷205 阿合馬傳 .36) 元代的曹震圭以地形八卦與時日干

33) 我們傾向于本文書關於“上下不呼”的標注依據的是十二月呼曆, 因為本件文書
是按星命十二月排列的.

34)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811冊, pp.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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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對沖來解釋金雞鳴、玉犬吠, 也不再追尋金雞、玉犬的神話淵源.

清代已經流行的神煞起例對金雞鳴、玉犬吠日的解釋又與曹震圭不同,
欽定協紀辨方書卷5引神煞起例曰:

金雞鳴、玉犬吠並鳴吠對日, 相傳始于郭公而定於邵子, 舉世用之. 大葬日

曰金雞鳴、玉犬吠, 小葬日曰鳴吠對. 試問何為金雞、玉犬？ 何為對？ 則莫

知所由來矣. 蓋生人之禮屬於陽, 葬者藏也, 則屬於陰. 夫人身有生死, 一世之

陰陽也. 四序有春秋, 一歲之陰陽也. 十二時有晝夜, 一日之陰陽也. 陽取乎

陽, 陰取乎陰, 各從其類. 道本自然耳. 時日之陰陽, 分於日之出沒, 日出東方

為陽, 生人之事也. 日入西方, 為陰送終之事也. 金雞者酉, 為日入之門. 玉犬

者戌, 為閉物之會. 然埋藏於土而不敢犯土, 凡支干屬土者, 如戊、巳名都天,

辰、戌、丑、未名大墓, 皆所不宜, 故不用戌而用酉. 溯酉而上至午而止, 午

乃一陰之始, 過午而巳. 則六陽之卦矣, 用五酉以為主. 巳陰土屬酉, 故亦不

忌, 是謂金雞也. 申去戊而用四申, 越未而午, 亦去戊而用四午, 共為大葬之十

三日, 謂之鳴吠者以此. ……謂之鳴吠對者以此. 亥為巳之對, 故亦不用云. 又

星命之術數, 人生時遇卯安命, 取東方出地之義, 而中陽子葬埋克擇則遇酉安

命, 亦取西方入地之義. 豈非用酉之一證耶？ 其餘因金雞而多張名目, 則術家

巧飾耳目之為, 不足深究矣.

欽定協紀辨方書的編者注意到神煞起例的解釋只關注金雞鳴, 而沒
有注意玉犬吠, 於是在引用神煞起例之後說: 

又按起例以戌為土不用而止用酉, 則止有金雞鳴而無玉犬吠矣！ 何以為

鳴吠耶？ 曰: 一行之言金雞鳴、玉犬吠, 上下相呼, 亡靈安穩. 人之葬也, 歸

骨於土, 戌為終萬物之地, 至亥則又為始矣, 故亥曰登明, 然則戌者指葬地而

非指葬日也. 言擇日必以酉為主, 則是金雞鳴於上而地下之玉犬與之吠應, 上

下相呼而亡靈安穩矣. 酉, 辛也, 然辛不居酉, 而居戌, 辛金也, 玉金之精也,

故有金雞、玉犬之號. 人事行于地上, 魂魄安於地下, 正以地上之金雞呼地下

之玉犬, 而非並用雞日、犬日之謂也.37)

欽定協紀辨方書用時間和地點相結合的解釋辦法來解決神煞起例之
說“止有金雞鳴而無玉犬吠”的困境. 但是, 欽定協紀辨方書在完善這一解

35) 王士點、商企翁 編次, 秘書監志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p.124.
36) 元史 卷205 (中華書局, 1976), p.4564.
37)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811冊 (臺灣商務印書館), pp.303-305.



中國史硏究 第80輯 (2012.10)68
釋的同時產生了新的問題, 即為了自圓其說, 將原來的“上下不相呼”改成了
“上下相呼”.38) 

Ⅴ. 小 結

通過以上考察, 我們有以下幾點認識:

中古喪葬文化中, 金雞的神話可以溯源自西漢末年成書括地圖, 之後
被采入方術學說, 至遲在北魏正光年間已經形成了論述金雞何時鳴的金雞
鳴曆. 金雞明器至遲于北魏正光年間已被使用. 而玉犬神話來源待考, 講
述玉犬何時吠的玉犬吠曆成書時間應與金雞鳴曆相當. 金雞、玉犬鳴
吠的時間並不完全重合, 只有重合的日子纔是特定葬事的吉日. 人們選擇在

金雞鳴、玉犬吠時舉行葬事, 是為了讓金雞、玉犬在亡靈進入地下世界時

不受侵擾, 而在墓葬中使用金雞、玉犬明器則是借助其辟除惡鬼的功能, 希

望它們不受時間限制, 分別在白天、黑夜裏保護亡靈, 使之安穩.

經過貞觀年間呂才等人對前代陰陽書的整頓和批判, 和金雞鳴、玉犬

吠、上下不呼緊密相關的金雞鳴曆、玉犬吠曆、黃帝六甲呼曆、
太山呼鬼曆、五鬼呼曆十二月呼曆等文獻逐漸失傳. 中晚唐以降, 方
術學界似乎已經不能完全明瞭金雞鳴、玉犬吠、上下不呼日的理論來源,

開始對葬事擇日中金雞、玉犬神話進行批判和質疑, 並另立新說, 可是其中

不無抵牾之處, 直接的結果便是宋代以後異說迭出, 且均難以自圓其說. 這

或許可以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反映, 中晚唐是中國方術理論變遷的新起點.

(Abstract)

Myths and legends of Golden Cock金雞 and Jade Dog玉犬 had

38) 陳於柱先生前揭文已注意到欽定協紀辨方書將“上下不呼”改成“上下不呼”是對
前代之說的誤解.



中國中古喪葬文化中的金雞、玉犬 -兼論晚唐以降對之理解的變化- (吳羽) 69
important influence on Chinese funeral culture between medieval

China and the Ming‐Qing Dynasty. We found that model of

Golden Cock and Jade Dog had been buried in tombs as funerary

objects in Zhengguang years(520-524 A.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many tombs used models of Golden Cock and Jade

Dog as funerary objects in Chang An長安 , Luo Yang洛陽 and He

Bei河北 between Sui‐Tang Dynasty. The source of Golden Cock

and Jade Dog in Chinese funeral culture could been found in Kuo di

tu括地圖 which was written in 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calendar

of Golden Cock song金雞鳴曆 and calendar of Jade Dog bark玉犬吠

曆 which were written some time no later than Zhengguang year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hen the time came to late Tang

Dynasty, mainstream scholars of alchemy didn’t think that Golden

Cock and Jade Dog in the theory of Choosing an auspicious day to

funeral was existence, it was just a code, so, the scholars of

alchemy started to expand on Day of Song and Bark鳴吠日 from a

new angle,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Golden Cock and Jade Dog

was changed. This maybe can prove that it was a new starting

point when the theory of alchemy was changing from a specific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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중국 중고(中古) 상장(喪葬) 文化에서의

금계(金雞)와 옥견(玉犬)
-만당(晚唐) 이래 그 이해의 변화와 함께 논함-

우 위 (吳 羽)

금계(金雞)와 옥견(玉犬)의 신화 전설은 중국 고대로부터 명청(明淸)

대까지 상장(喪葬) 문화에서 중요한 영향을 줄곧 미쳤고, 북위(北魏)

정광(正光) 년간의 낙양(洛陽), 수당(隋唐) 시대의 장안(長安), 낙양, 하

북(河北)에서 모두 묘장에서 금계와 옥견 기명이 사용되었다.

상장 문화에서 금계와 옥견은 전한(前漢) 말에 책으로 나온 괄지도
(括地圖)와 북위 정광 년간 이전에 출간된 금계명력(金雞鳴曆)과 
옥견폐력(玉犬吠曆)에 까지 소급된다.
당대 중후기 이래 주류 방술학계(方術學界)는 장사 택일에서 금계나

옥견이 “가식기명(假飾其名)”이라 주장하는 기초 위에서 “견폐일(鳴吠

日)에 대해 새로운 설을 세웠고, 금계와 옥견에 대한 이해에 거대한

변화를 가져왔다. 이는 어쩌면 하나의 특정한 각도로부터 나온 것으로,

당 중후기는 중국 방술 이론 변천의 신기원을 이룬다고 할 수 있다.

주제어: 금계, 옥견, 상장문화

關鍵詞: 金雞, 玉犬, 喪葬文化

Keywords: Golden Cock, Jade Dog, Funer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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