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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nd J. ter Haar 田海 
Guan Yu: The Religious Afterlife of a Failed Her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320 pages. ISBN 9780198803645 

關公信仰在華人社會經久不衰，相關研究不計其數，要另闢蹊徑著實

不易。荷蘭學者田海（Barend J. ter Haar）的 Guan Yu: The Religious Afterlife 

of a Failed Hero（《關羽：一個失敗英雄的宗教來生》）既是關公信仰的個

案研究，也企圖展現「口傳文化」（oral culture）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一如田氏對白蓮教、天地會等課題的討論，本書展現其擅長處理長時段時

間變遷和歷史建構的研究風格，更是繼《講故事》（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一書後，著力以「口傳文化」為考察

核心的著作。
1 
田海通過口傳文化考察關羽崇拜的起源與擴散，釐清傳播

                                                                          

    2020 年 3 月 12 日收稿，2020 年 7 月 16 日修訂完成，2020 年 10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Lin Ying-chu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   作者自敘對關公的研究興趣，可追溯自 1980 年代在日本學習期間，但出於各種因素 
並未賡續，直至 2012-2015 年才重新注力完成此課題。由於本書經歷一個漫長的創 
作歷程，若參照其他著作，可看到本書融會作者一貫的研究視角，及其研究關懷的變 
化。參見（荷）田海著（Barend J. ter Haar），劉平、王蕊譯，《中國歷史上的白蓮教》 
（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7）、李恭忠譯，《天地會的儀式與神話：創造認同》（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8）、趙凌云等譯，《講故事：中國歷史上的巫術與替罪》（上海：中

西書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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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口傳文化的內容、持續性與轉變，以及其中反映的不同地方經驗與

記憶，為理解關公信仰帶來更寬廣的認識。 

全書共九章。第一章説明關公研究的史料與研究概況，並解釋何以運

用口傳文化作為研究方法。作者指出，關公研究的主要史料，如陳壽的《三

國志》、裴松之注及聖賢傳記（hagiography）等，皆具有傳聞性質，顯示

口傳文化的色彩，亦奠定後來文學敘事的基本結構，影響三國人物的小説
化。也由於史料性質，目前關公信仰的研究，多環繞文學中關羽形象的演

變、敘事傳統、文本材料來源等面向。作者肯定這些研究的貢獻，但更重

視關公信仰的起源、傳播與實踐，故強調運用石刻史料、地方志、詩文、

日記、善書等材料中的傳聞故事進行考察。 

第二章從佛教脈絡追溯關公信仰的早期傳播，呈現元代以前關羽崇拜

在湖北的演變。關公信仰源於西元 219 年末至 220 年初的湖北。死於非

命的關羽，最早是以暴力的邪魔形象被地方民眾祭拜。南朝陳、隋之際，

天台智顗在湖北創建玉泉寺，由於寺址接近關羽崇拜地，使關羽墓被納入

寺廟祭祀。在隋至南宋的玉泉寺創寺故事中，關羽形象不斷演變，從被降

伏的邪魔轉化為佛教的護法神。作者認為這個過程除顯示地方崇拜被納入

佛教框架，也反映關公信仰的影響範圍擴大。 

第三章由道教脈絡追溯關公信仰，論述宋元時期道教如何吸納關羽崇

拜，並使之遍及南中國。北宋時山西解州鹽池氾濫，宋徽宗授權天師張繼

先驅魔，後者以出生解州又死於非命的關羽為驅魔將軍。由於驅魔有功，

關羽於徽宗時第一次封聖。南宋到元，鹽池驅魔儀式不斷被地方道教專家

複製。十三世紀末鹽池驅魔出現另一種敘事：北宋年間，為解救乾旱，真

宗授命關羽驅除、醃製蚩尤（醃製一事反映與鹽池的連結）。作者總結宋

代以後關公信仰不同論述的兩種歷史記憶：徽宗時期的儀式及其後續效

應，反映道教專家如何促成關公信仰的傳播；真宗版本的故事，則透過真

宗、關羽與鹽池的連結，顯示知識份子對宋朝全盛時期的緬懷。 

第四章從空間上論述宋代以後關公信仰在中國南、北的傳播情形。作

者透過關羽廟的建置時間與地點，説明關公信仰先沿長江、黃河一帶零星



林盈君∕評 Barend J. ter Haar, Guan Yu: The Religious Afterlife of a Failed Hero 329 

 
 

傳佈，再慢慢擴大。宋代逐漸產生南北差異。在南方，關羽或依於佛道教

脈絡，或見於個別地方崇拜；在北方，關羽則隨解州鹽業形成的商業網絡

擴張。元代以後，關公信仰在北方貿易網絡中益發流行，北中國成為關公

信仰的主要發展地。隨著商人與軍隊的流動，北方關公信仰甚至出現往南

方貿易城市擴展的新現象。此外，由於關羽崇拜始自明代以前，作者也反

駁關公信仰普遍化有賴《三國演義》流行的説法。 

第五章探討人們對關羽神靈性格的理解與想像。作者闡述關公信仰在

明代以前雖未出現一份共同文本，但考察各種素材可知，不同來源的關羽

形象容或有異，卻也可見若干格套般的元素。作者還指出在戲劇表演中，

關羽的宗教特性更強，不僅只是作為文學或歷史人物而存在。元代許多戲

劇，更直接具備宗教儀式的特徵，在某種意義上，關羽演出的場合可説是

種集體層次的宗教實踐。民間故事也提供關羽形象的其他要素，如救人於

危難、不近女色（甚或有厭女的傾向）等。作者認為，經文人整理後，這

些不同的傳聞元素至明清時期逐漸失去口傳特徵，轉化為充滿文學與神話

色彩的書寫文本。 

第六章討論關公信仰在集體層次中呈現的不同面向，特別是雨神和保

護人民對抗暴力的守護神。作者先考察關公節慶的不同日期，説明關公與

求雨的關係，源自宋元時期關公為雨龍化身之神話。至明代，五月十三日

普遍成為北中國慶祝關公的日期，顯示地方文化的統合之勢。另一方面，

關公作為對抗暴力的神聖力量，可上溯至北宋徽宗時關羽成為道教體系中

的驅魔將軍。元代以後，因軍事與社會秩序需求，召喚關公驅邪避災之例

增加，關公信仰從個人層次擴及地方與國家。加上關公正直、忠誠的特質，

明清以後無論是邊緣團體、地方社群或帝國體系，都重視關公信仰涵攝的

價值觀。此外，本章最後也略論關公作為財神，是十八世紀以後才出現的

現象，但淵源不甚明確。要言之，關公信仰的發展，主要為地方人民所形

塑，非國家之力。 

第七章聚焦關羽如何成為一個文人信仰的神祇。明代以降，科舉競爭

激烈，文人常透過扶乩降筆與關公溝通，求取預言，使關公產生識字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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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的新形象。作為各地文人往來必經之地，北京正陽門之關公廟成為這

個新形象的傳播中心。聖賢傳記不斷出版，亦使關公漸次在精英宗教文化

中扮演重要角色。十六、十七世紀之交，肇因於文人的崇拜，關公地位甚

至等同孔子，信仰亦更加大眾化。文人對關公的信仰，除影響個別文學寫

作，還吸引許多因科舉而流動的知識精英；他們通過崇拜關公，凝聚集體

認同。 

第八章討論關公信仰在十七世紀末以後之發展。進入清代，帝國與宗

教文本益發突顯關羽的聖人特質，又因其懲惡揚善的特質，關公最終取代

玉皇大帝，成為至高無上的神祇。關公的德行透過各種形式的敘事不斷被

傳揚（特別是化身神龍故事的轉變），關公由解救天災、輔佐玉帝的角色，

被重塑為介入人間道德教化的新玉帝。作者認為，這種道德論述的加強，

是要適應帝國晚期發展的大趨勢：關公信仰已脫離地方層次，不再連結單

一廟宇或網絡，而是為流動於帝國各地的人群所崇奉。尤有甚者，這個新

敘事還影響了民初以後的新宗教運動及臺灣的扶乩運動。 

第九章總結本書的特色、價值與待發之覆。要言之，透過全書分析，

作者除反駁文本書寫傳統對關公信仰的影響，也指出其信眾的性別不均問

題（女信眾相對少）、信仰儒家化等現象，並以此反思華琛（James Watson）

的信仰標準化理論：由一連串故事、實踐來看信仰傳播的研究法，固然可

以應用於關羽崇拜；但關公信仰所反映的國家影響力，是相當晚且有限

的。作者主張關公信仰有別於其他信仰，是由地方塑造而成，且具有明顯

的南北差異。 

如前所述，本書關注「口傳文化」之影響，並以其為主要研究方法，

探討信仰的起源與傳播。在宗教史研究上，並非孤明先發，杜德橋（Glen 

Dudbridge）研究觀音信仰緣起，早已廣泛利用石刻史料、小説戲曲、宗

教經文、神話傳説等各類民間作品，探索妙善傳説如何促進觀音信仰的 

發展。杜氏雖未提出「口傳文化」一詞，但相當早就運用「口耳相傳」的

故事來進行研究。
2 
田海更有意識地使用「口傳文化」的概念，有創造性

                                                                          

2   杜德橋考察西班牙天主教會士所記中國道士轉述的妙善故事，指出其內容變化，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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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運用各種相關素材，不僅在眾多關公信仰研究中別開生面，展現宗教史

實踐的多種可能性，並相當程度上反映出歐美學界中國宗教史研究的發展

脈絡。
3 

通過細緻考證，辨析不同來源故事所反映的地域特點，是本書的另一

重要貢獻。特別是第四章，通過大規模調查宋至清方志中關羽祠廟建立的

時間和地點，不僅從空間上描繪出關公信仰的傳播路徑，還呈現信仰如何

由個別崇拜，擴展為集體宗教實踐的變化過程。另一方面，藉由廣泛比對

資料，本書亦展示關公信仰的地方差異，並補充傳統敘事之外的歷史 

認識。如作者主張南宋以後，北方的關公信仰較南方突出，故提出由宗教

所推動之公共建設與活動，重新思考北方社會經濟發展的想法。道教專家

在南中國各地的儀式活動，也展現道教在地方社會的活躍，與傳統道教史

的主流敘事有顯著差異。
4 

本書出版後，已有數篇外文書評，從不同面向闡述全書貢獻，但商榷

卻不多見。是故，以下將聚焦若干可進一步討論之處，希望能刺激我們對

中國宗教史研究與寫作的思考。最值得深入探究的，是作者對「口傳文 

化」的理解與處理。首先，本書對「口傳文化」的定義不甚清楚。作者認

為，相對於精英階層的書寫文本，口傳文化是具「傳聞」（anecdotal）性

質的記錄，是地方社會的口傳敘事，如戲劇、奇蹟、民間故事與回憶等。 

作者強調要運用石刻史料、地方志所載的傳聞記述，但並未嚴謹辨析這些

材料與口傳文化的關係。畢竟許多傳聞故事，實際上仍取自精英文本，何

者為口傳文化、何者僅屬於精英的書寫傳統，邊界其實相當模糊。再者，

                                                                          

「口耳相傳（hearsay and observation）是妙善故事的一種傳述方式」。見（英）杜德橋 
（Glen Dudbridge）著，李文彬等譯，《妙善傳説—觀音菩薩緣起考》（臺北：巨流圖 
書公司，1990），頁 81。 

3   有趣的是，田海曾在杜德橋與卜正民（Timothy Brook）之後，擔任過牛津大學的漢學 

講座教授（Shaw Professor of Chinese）。杜、田雖無明顯師承關係，卻同樣以研究（廣 
義上）中國民間文化榮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亦可謂學界一段饒富興味的因緣。 

4   道教史著述多認為元代中期以後，道教有逐漸衰退之勢，特別是元憲宗八年（1258） 
佛道大辯論後，道教慘敗失利。見葛兆光，《道教與中國文化》（臺北：東華書局， 
1989），頁 269-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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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石刻史料，抑或戲劇、民間故事等，這些素材也經常以書寫形式呈

現，它們的口傳特性與程度，仍有待深入評估。如杜德橋考究妙善傳説的

不同媒材時，指出民間口傳的妙善故事，仍通過各種散漫而混雜的寫本流

傳，便是一個重要的觀察。
5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過度強調「口傳文化」在信仰傳播上的影響，作

者對《三國演義》為關公信仰推波助瀾的通説，持較強烈的否定態度。作

者論述關公信仰在明代以前已普遍流傳，認為《三國演義》敘事對關公信

仰的傳播影響相當有限（頁 107、247）。與之相應，作者亦主張戲劇表演

中的關羽，是神靈的顯現，而非文學或歷史人物。此説雖擴大我們對早期

戲劇演出中宗教成份的認識，卻也在某種程度上，忽略戲劇本身的娛樂

性，以及「關公」這個形象在宗教外的內涵。 

另一方面，或因口傳文化的材料侷限，本書論證關公信仰傳播，似乎

過度強調南北差異。如第四章整理史料的時空背景，推論元代以後北方關

公信仰明顯較南方突出，論證是有瑕疵的。作者展開分析前，先比較南北

史料數量，即指出南方的地方志品質雖高卻不完整，石刻史料亦是如此。

在承認南方早期關羽廟的資料較北方不足的前提下（頁 79、87），作者仍

論斷南方關公信仰的規模較北方為小（頁 89），並強調關公信仰的興起主

要是北中國的現象（頁 108、252）。此説忽略外部環境因素造成的材料落

差問題，
6 
分析過程中又未能提出妥善解釋，

7 説明何以在資料有明顯落

差下仍得以進行南北比較，頗有憾焉。再者，以南方而論，臺灣的關公信

仰是有目共睹的。作者認為，臺灣地區的關羽崇拜雖受南中國軍事駐防影

                                                                          

5  （英）杜德橋，李文彬等譯，《妙善傳説—觀音菩薩緣起考》，頁 20。 
6   近代南中國地區因現代化之故，石刻史料遭受許多破壞，在研究上造成不少挑戰。欲 

以石刻史料考證中國南北方的宗教現象，必須正視這個資料上的落差。見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康豹（Paul Katz）著，楊玉君譯，〈前言〉，《民俗曲藝》204 
(2019.6): 15。 

7   如劉淑芬討論南北朝佛教造像碑在南北數量上的差異，即先對其反映的南北朝政治、 
法令差異提出觀察，才進一步闡述南北方佛教發展的不同形勢。見劉淑芬，〈從造像 
碑看南北朝佛教的幾個面向—石像、義邑和中國撰述經典〉，收入林富士主編，《中 
國史新論．宗教史分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21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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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但與南中國之地方社會無關。關公信仰盛行於臺灣，起先是得到清朝

國家意識形態的支持，日治後則與二十世紀之扶乩運動有關（頁 104）。
此論點與焦大衛（David K. Jordan）和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在《飛

鸞—中國民間教派面面觀》中的見解大相逕庭，《飛鸞》認為，臺灣的

宗教發展雖得到官方贊助，但大多數信仰仍是靠移民自發性加以維持。
8 
孰

是孰非？抑或者臺灣是南中國地區信仰發展的特例？這些問題還有待更

細緻地比較研究加以辨明。 

信仰規模是本書比較南、北方關公信仰的一個標準，但如何評估信仰

規模，以及信仰規模與信仰能見度（visibility）之間的關係，書中也未清

楚分疏。作者比較關公信仰的規模差異，雖以地方志所錄關公廟為依據，

然其立論至少有兩點可以商榷：一、以清代北方方志（1779 年的《永清

縣志》）對比明代南方方志（1601 年的《揚州府志》），比較基礎不一致。 
二、作者的統計僅以寺廟主祀為據。考量廟宇配祀的多樣性，我們實難據

此斷言關公信仰在南方的風行程度不如北方。
9 
其實書中另一處已指出，

南方關羽崇拜的記載不多，可能是與其他信仰相融，或方志作者選擇性記

錄之故（頁 99-101）。作者在第二章探討南方的關羽崇拜，亦曾引南宋陳

淵之記載，説明關羽一開始是在家內被供奉（頁 39，註 59）。是故，關

公信仰可能因祭祀形式之不同，影響外部顯現、「可見的」規模，但「可

見的」規模與信仰實際風行程度的關係，不易輕下定論。 

寫作策略也有可商榷之處。作者陳述論旨時，常於主要論證外，提出 

其他有趣卻未深入發揮的觀點。如書中兩次提及關公信仰與擬人 

（anthropomorphic deity）的發展有關：第一次説佛教脈絡下的關羽，是 

                                                                          

8   焦大衛（David K. Jordan）、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合著，周育民譯，宋光宇校 
讀，《飛鸞—中國民間教派面面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頁 21。 

9   如邱仲麟考察明代以後的痘神信仰，提到痘神常配祀在城隍、關帝、碧霞元君等各種 
廟中，主祀與配祀的信仰並不衝突，人們常是同時求助多神。痘神信仰雖流行，卻少 
見獨立奉祀之廟，若以廟宇主祀考察其傳播狀況，恐未能見其真相。見氏著，〈明代 
以降的痘神廟與痘神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8.4(2017.12): 785-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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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人物擬人化崇拜的重要時刻（頁 45）；第二次是論及宋元時期的關公

信仰，認為其傳播顯示了地方神擬人化的大潮流（頁 106）。但何謂擬人

化的神？與孤魂野鬼的差別何在？對此，作者皆未有進一步解釋。又如作

者申論元代以後南方的關公崇拜，可能是透過商人流傳至南方，其傳播路

徑與元明時期的運輸網絡一致。此見解頗有啟發性，但作者亦自言沒有明

確證據支持其説（頁 90）。尤其重要的是，涉及關公本身最核心、具暴力

性質的「武」的角色，以及學界與民間皆頗重視的財神形象，本書皆未深

入説明，僅於第六、八章談論關公懲惡揚善的角色時，才略加闡述。
10 
開

發論題、略人所詳當然是合理的，但若影響到主要觀點與論證的開展，或

許會產生失之蕪雜、避重就輕的缺點。 
最後，技術上來説，史料考訂雖是本書一大亮點，但在資料呈現上頗

有改善空間。如作者於第四章費心製作地圖，希望直觀地呈現南北差 

異，但地圖卻有未標示重要地名，圖資來源不詳，地理分布點位亦無 
文字標示（圖 4.2）等問題，地圖的可靠性與效果因而大折扣。統計表格 
（如表 4.1）也未説明分期統計南北關羽廟址的標準。此外，研究信仰傳 

播的時空分布，地理名稱的中、英文標示極其重要。全書出現的地名非常

多，但許多地名第一次出現時並未附上中文，書中也沒有妥善整理後的中

英文地名對照表；儘管調查報告與參考書目有標示可對照，這種安排其實

影響了閱讀。 
綜合而論，本書對關公信仰在各種脈絡下的淵源與傳播，進行了詳細

考證，推論多有精彩獨到之處。作者自期從非菁英的角度，探察關公信仰

在地方的發展。雖然全書對口傳文化之定義未能盡善盡美，但確實從 

正史、聖賢傳之外的各類材料中，進一步廓清關公信仰的複雜內涵，呈 

現其中的地域性格與集體記憶。儘管本書不時出現論證繁冗或枝蔓的問

題，但從考證、分析以至研究視角的更新而論，本書確為關公信仰研究的

一部力作，對探討中國宗教文化史也有諸多啟發與貢獻，可望激勵學界從

                                                                          

10  關公信仰的這部分內涵，參考（日）渡邊義浩著，李曉倩譯，《關羽：神化的《三國 
志》英雄》（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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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和概念上進行更深入發揮，增益我們對中國信仰與社會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