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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二、「柳花」一詞的由來 

三、柳花的「柳」的涵義與作用 

四、「柳花」的象徵與功能  

五、結論 

一、緒論 

在韓國歷史文獻記錄中，柳花夫人是高句麗建國始祖朱蒙的親生母

親，而在中國歷史文獻記錄中，起初只有「侍婢」、「母」、「侍兒」的代

名詞，爾後才有「河伯之女」一詞，卻沒有柳花夫人一詞，也就是沒有

這位傳説人物的名字，因此，將中國與韓國的歷史文獻相互地對照比較

之下，可知「河伯之女」就是柳花夫人。而韓國方面會將中國方面所稱

的「河伯之女」稱為「柳花」的理由，就是筆者所要論述的重點。同時

，不論柳花夫人是神話或傳說的人物，對於柳花夫人的由來、事蹟、象

徵意涵與重要性，將以歷史學的角度，一併討論之。由於柳花夫人是女

性歷史人物，也是筆者所關心的對象之一，但是受限於中韓兩方的歷史

文獻紀錄過少，以及歷來有關「河伯之女」或柳花夫人的研究也不多，

因此，筆者就以僅有的古今文獻進行一次初步的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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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柳花」一詞的由來 

在韓國歷史文獻記錄中，柳花夫人（以下簡稱柳花）是高句麗建國

始祖朱蒙的親生母親，而在中國歷史文獻記錄中，只有「侍婢」、「母」

的代名詞，爾後才有「河伯之女」一詞，卻沒有「柳花」一詞，中國歷

史文獻記錄中，較早的出現於東漢時期王充的《論衡》，原文如下： 

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

下，我故有娠」。……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

馬。……東明之母初妊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豬馬以氣吁之而生

之。
1
 

「橐離」即高（句）麗的另稱，「侍婢、婢」即柳花。「有娠」、「

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是指柳花懷孕，懷有其子，「王

疑以為天子」中的「天子」即「名東明」，亦即朱蒙。因此，「其母」、「

東明之母」就是柳花，是東明王朱蒙的親生母親。 

南朝時期的裴松之在西晉時期陳壽的《三國志》補注《魏略》記載

云： 

昔北方有高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

子來下，我故有身。」……王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2 

「高離」即前「橐離」，亦即高（句）麗的異稱，「侍婢、婢」亦即

柳花。「有身」即「有娠」、「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身」與

《論衡》「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之中的「身」、「娠」

用字，異字同義，皆指柳花懷孕，所懷的孩子，「王疑以為天子」中的

「天子」，亦即「名東明」，也就是朱蒙。因此，「其母」就是「東明之

母」，亦即柳花，也就是東明王朱蒙的親生母親無誤。 

由上可知，裴松之《魏略》與王充《論衡》所記載的內容是一致的

。另外，在南朝宋時期范曄的《後漢書》中也有相關記錄，如下： 

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

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

                                                 
1
（東漢）王充：《論衡》，吉驗篇第九。 

2
（西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魏書．東夷傳第三十，夫餘條。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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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3 

「索離」即前之「高離、橐離」，「侍兒」即柳花，「妊身」指柳花

懷孕，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

因以有身。」所生的「男」就是朱蒙，取名「東明」。從上述原文記錄

可知，東明王朱蒙的親生母親的身份是「國王的侍婢」。 

而從《魏書》開始，便有更加明確指出柳花的親生父親的來歷，即

「朱蒙母河伯女」的記載，如下：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

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字之曰

朱蒙。4 

「高句麗」就是前述的「橐離」、「高離」、「索離」，高句麗前身是

為「夫餘」，高句麗的先祖、建國始祖就是朱蒙。而朱蒙的母親，進一

步指出原來就是「河伯女」，意即河伯的女兒。在此，可以得知朱蒙的

親生母親原來就是河伯的女兒。而「河伯」的來歷，依據中國史料記錄

，河伯是指中國民間傳說中黃河的河神。住在黃河中，騎著白龜，以五

采條紋的魚為前導巡遊視察各地，或者上溯到崑崙山與諸神聚會。以往

民間有祭祀河伯以免招水患的習俗。而戰國時期屈原的《楚辭》中的〈

九歌〉有一篇名為「河伯」的章節，但這一篇內容主要是描述河伯與其

戀人的戀愛故事，而沒有提及有關河伯更詳細的事蹟，因此，〈九歌〉

中河伯的職責有許多說法，除了多數人認同的黃河之神外，也有說法認

為他是普天下河川之神，而河伯的妻子，推測應該是柳花的母親，即宓

妃，是為洛水之女神，也稱為洛神，記錄在南朝時期蕭統的《昭明文選

》中。5東晉時期葛洪的《抱朴子》則記載河伯的由來，即傳說有一名

                                                 
3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二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夫餘條。 

4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高句麗條。 

5
（戰國）屈原：《楚辭》，九歌，河伯：「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

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

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

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

媵予。」傳說中的河伯是在愛情中糾葛的人物。再者，河伯的妻子也是水神，

即神話中的洛水女神宓妃，是一位美麗而放蕩的女神，稱為洛神，即洛水女神

洛嬪（雒嬪），相傳為宓（伏）羲的女兒，稱宓妃，因渡水淹死，成為水神。（南朝）

蕭統：《昭明文選》，卷十九，《洛神賦》注引《漢書音義》引如淳云：「宓妃，伏羲

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宓妃之名，亦見於（戰國）屈原：《楚辭》，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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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馮夷，曾經因為渡河時，不小心被淹死，所以天帝就封他為河伯。
6西漢時期司馬遷的《史記》也有關於河伯的記載。7 

再者，根據《論衡》、《三國志》補注《魏略》，國王要殺侍婢（侍

兒）的原因為何？沒有明確說明，到了《後漢書》的記載，才有初步的

說明，即由於侍婢（侍兒）受孕在北夷索離（高離、橐離）國王「出行

」之後回國之際，使得國王要殺她，但真正原因仍然不明，筆者推測應

該是柳花突然懷有身孕，引起國王不悅，不願接受「天上有氣，大如雞

子」的神奇之事實，因為「王以為神」，即國王認為這神奇的「雞子」

不凡而最後不得已「令其母收取奴畜之」、「乃聽母收養」，還是接受這

「雞子」，因此柳花免於招來殺身之禍，這可從《論衡》的「及生，棄

之，豬馬以氣吁之而生之」之中的「棄之」一詞可知，即國王不喜歡柳

花所淮的神奇「雞子」，直到柳花生出「雞子」後，勉強命令柳花收養

，於是柳花就負責養育這「雞子」朱蒙，而避免被殺的命運，應該有「

受子庇蔭」的意味，但最後仍然被迫將「雞子」丟棄在道路上，因此「

棄之」，應該也是國王的意思。這個情節可能也是呈現「雞子」朱蒙日

後有「苦盡甘來」的意味。如此，也表現出柳花的母愛偉大，於是這對

母子相依為命的親情，陸續呈現在史料記錄中。 

在韓國方面，高句麗的〈廣開土王碑〉的碑文內容對於高句麗始祖

朱蒙（鄒牟）的誕生與崛起過程中，提及其母親為「母河伯女郎」，如

下： 

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餘。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

，有聖□□□□□□命駕巡車南下，路由夫餘奄利大水，王臨津言曰：「我是皇天之

子，母河伯女郎，鄒牟王，為我連葭浮龜。」應聲即為連葭浮龜，然後造渡，於沸流

                                                                                                                            
離騷：「吾令豐隆椉雲兮，求宓妃之所在。」 

6
（東晉）葛洪：《抱朴子》，釋鬼：「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因此有「河伯為患」的成語。 
7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二十九，河渠書第七：「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

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為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

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魚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

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氾濫不止兮愁吾人？齧

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汙兮浚流難。

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穨

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

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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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急本西城山上而建都焉。8 

高句麗的〈廣開土王碑〉即〈好太王碑〉、〈高句麗廣開土王陵碑〉

，高句麗第二十代長壽王為紀念其父好太王開拓廣大國土的功績，於西

紀414年（長壽王二年，東晉義熙十年）立於好太王陵東側。從其碑文

內容可知，在中國史料記載的主要人物「朱蒙」、「東明」，在此已被「

鄒牟」一詞所取代，成為了高句麗始祖朱蒙的另稱。而朱蒙的親生母親

則記載為「母河伯女郎」，其中「女郎」，意即年輕的女子。9因此先前

的《魏書》「河伯女」與這裡的〈廣開土王碑〉「河伯女郎」都是朱蒙（

鄒牟）的親生母親柳花。 

另外，這裡的〈廣開土王碑〉的柳花以「剖卵」方式產生的天帝之

子朱蒙（鄒牟），可以推測高句麗族人以極其崇敬的心情來訴說著自己

開國始祖的聖蹟。再者，這裡的〈廣開土王碑〉沒有如同《論衡》與《

後漢書》中所載的北夷索離（高離、橐離）國王婢女「侍婢」、「婢」、「

侍兒」等稱呼，可以推測高句麗族人也將自己開國始祖朱蒙（鄒牟）的

親生母親柳花予以尊崇，因此以「母河伯女郎」記載，表示尊敬。如此

，由於柳花是高句麗建國始祖朱蒙的親生母親，因此柳花在韓國歷史當

中的地位如何？筆者認為從此時開始，隨著一連串異於先前中國史籍的

論述，對於朱蒙（鄒牟）的家世、生平與建國的經歷，就像崇拜神靈一

樣，用神話傳說與歷史相融和的手法予以表達，以增添開國始祖神秘性

與神聖性。而且這一傳說更隨著高句麗國家的鞏固和發展，日益被神聖

化。直至好太王死後，還被深深的鐫刻在好太王碑上。10因此柳花在韓

國歷史當中的地位逐步地提高。 

在高句麗封土石室壁畫墓的〈牟頭婁墓誌文〉11雖然曾經提到有關

高句麗始祖朱蒙（鄒牟）的事蹟，但是卻沒有對於其親生母親柳花的記

錄。關於〈牟頭婁墓誌文〉的內容如下： 

                                                 
8
〈高句麗．廣開土王陵碑〉，（崔南善：1999，《三國遺事》，〈附錄〉，首爾：瑞文文化

社）。 
9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二十五，橫吹曲辭五，古辭，木蘭詩二首之一：「同

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10
耿鐵華：1997，〈好太王碑記載的神話傳說及其科學意義〉，《高句麗渤海研究集成》，

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頁 521。 
11
〈牟頭婁墓誌文〉是高句麗廣開土王時期北夫餘守事牟頭婁的墳墓中的刻文，1935

年在中國大陸吉林省集安縣發現，牟頭婁的墳墓中的牆壁有以漢字撰寫的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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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伯之孫，日月之子，鄒牟聖王元出北夫餘，天下四方知此國郡最聖信。
12 

依上述內容可知，〈牟頭婁墓誌文〉的記載與〈廣開土王碑〉大致

相似，都是以「鄒牟」一詞稱呼朱蒙，同時將朱蒙的身份記載成「河伯

之孫，日月之子」，而沒有說明是北夷索離（高離、橐離）國王的兒子

，也沒有關於親生母親柳花的一些稱呼，而直接將朱蒙的身份記載為「

河伯之孫、日月之子」，以便提高朱蒙的地位。由於朱蒙（鄒牟）的親

生母親柳花是河伯的女兒，因此，朱蒙（鄒牟）就是河伯的孫子，而「

河伯之孫、日月之子」是為這墓誌文的重點所在。 

在中國歷史文獻中，也有記載朱蒙（鄒牟）為「河伯之孫，日月之

子」的類似記錄，就是北齊魏收的《魏書》，其文如下： 

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閉於

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

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棄之與豕，豕又不食；棄之於路，牛馬避之；

後棄之野，眾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

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

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將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

命之養馬。朱蒙每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

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朱蒙

雖矢少，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朱蒙母陰知，告朱蒙曰：「國將害

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烏引、烏違等二人，棄夫餘，東

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

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鱉並浮，為之

成橋，朱蒙得渡，魚鱉乃解，追騎不得渡。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

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納衣，一人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

，號曰高句麗，因以為氏焉。
13
  

《魏書》中所敘述有關朱蒙出生、崛起、經歷、家族、建國等內容

似乎比較詳細，說明了朱蒙的親生母親（柳花）是河伯的女兒，而朱蒙

的親生母親（柳花）暗中得知夫餘的大臣要謀殺朱蒙，因此告訴朱蒙要

趕緊逃出夫餘，以求自保。於是朱蒙逃出後遇到大河難渡之下，告訴河

水，說明了來歷，即「我是日子，河伯外孫」，終於化險為夷了。這句

「我是日子，河伯外孫」闡明朱蒙是太陽的兒子，以及是河伯的外孫，

                                                 
12
〈高句麗．牟頭婁墓誌〉，（崔南善： 1999，《三國遺事》，〈附錄〉，首爾：瑞文文化

社）。 
13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高句麗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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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伯外孫」可說是間接說明了河伯是朱蒙的外公，河伯是柳花的父親

，而朱蒙的親生母親柳花就是河伯的女兒。而朱蒙的親生父親就是「太

陽」、「太陽神」、「日神」、「天帝」之類。14太陽的日光照射在親生母親

柳花的肚子，以致柳花懷孕，而生出兒子朱蒙。 

關於柳花懷孕方式的內容，依照中韓兩國史料原文條列如下： 

《論衡》云：「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

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

東明。」
15
 

《三國志》補注《魏略》云：「昔北方有高離之國者，其王者侍婢有身

，王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王以為天子也，乃

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
16
 

《後漢書》云：「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

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

後遂生男。……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17
 

《魏書》則云：「高句麗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

伯女，為夫餘王閉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

孕，生一卵，……字之曰朱蒙。」
18
 

《周書》云：「高麗者，其先出於夫餘。自言始祖曰朱蒙，河伯女感日

影所孕也。朱蒙長而有才略，夫餘人惡而逐之。土于紇斗骨城，自號曰高 

句麗，仍以高為氏。」
19
 

《隋書》云：「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

，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而出，名曰朱蒙。

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

，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

朱蒙曰：「我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

於是魚鱉積而成橋，朱蒙遂渡。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建國自號曰高句麗

                                                 
14
 金榮華：1977，〈東明王的傳說〉，《民間故事論集》，臺北：三民書局，頁 182

（原載於《華岡文科學報》，第 16 期，頁 192）。 
15
（東漢）王充：《論衡》，吉驗篇第九。 

16
（西晉）陳壽：《三國志》，卷三十，魏書．東夷傳第三十，夫餘條。 

17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卷二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夫餘條。 

18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高句麗條。 

19
（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四十九，列傳第四十一．異域上，高麗條。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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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為氏。」
20
 

《北史》云：「高句麗，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

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

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眾鳥以毛

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

，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

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

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

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

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

，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

鱉為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鱉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

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

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
21
 

《通典．夫餘》云：「初，北夷索離國王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

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淲水，因至夫餘而王之。」
22
 

《通典．高句麗》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

王妻，為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

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

高為氏。」
23
 

〈廣開土王碑〉云：「惟昔始祖鄒牟王之創基也，出自北夫餘。天帝之

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出生子。」
24
 

〈牟頭婁墓誌文〉云：「河伯之孫，日月之子，鄒牟聖王元出北夫餘，

天下四方知此國郡最聖信。」
25
 

從上述歸納，中國方面，《論衡》、《三國志》補注《魏略》皆云「

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身）。」、《後漢書》則云：「天上

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魏書》則云：「為日所照，

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旣而有孕，生一卵。」其中的共同特徵是柳

                                                 
20
（唐）魏徵等：《隋書》，卷八十一，東夷列傳第四十六，高麗條。 

21
（唐）李延壽：《北史》，卷九十四，列傳第八十二，高句麗條。 

22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東夷上，夫餘條。 

23
（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六，東夷下，高句麗條。 

24
〈高句麗．廣開土王陵碑〉，（崔南善：1999，《三國遺事》，〈附錄〉，首爾：瑞文文化

社）。 
25
〈高句麗．牟頭婁墓誌〉，（崔南善：1999，《三國遺事》，〈附錄〉，首爾：瑞文文化社）。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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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懷孕，是因為天上有一股氣體，形狀大如雞蛋的陽光光線，照射降到

柳花的肚子，因而有了身孕，生出兒子朱蒙。韓國方面，〈廣開土王碑

〉、〈牟頭婁墓誌文〉都直接說明柳花的兒子朱蒙是「天帝（日月）之子

」。而就中國方面的記載可知，根據朱蒙的親生母親柳花的懷孕過程的

自述，朱蒙的親生父親「太陽」、「太陽神」、「日神」、「天帝」藉由其陽

光的光線照射在柳花的肚子所致。因此產生了一個卵，就是其兒子朱蒙

，朱蒙於是是「天帝（日月）之子」。如此，朱蒙稱為東明，而與「太

陽」、「太陽神」、「日神」、「天帝」有血親關係。其中，「日月之子」，如

前所述日指朱蒙的父親天帝，而「月」則所指為何？無從得知，筆者推

測，例如：從「如花似月」26一詞成語來分析，指的是好像花和月般的

美好。比喻女子姿容絕美秀麗，因此這位「月」的美女，應該是指

柳花。柳花是一為美女，但是受陽光照射之後，也就是「感日」懷

了孕竟是一個卵（雞蛋），其過程實在是超乎人常，可能是在闡明生母

柳花與其兒子朱蒙都是身世不凡、具有超人的神蹟，如：柳花是河神

之女，朱蒙是天帝之孫、太陽之孫。因此，生母柳花的「感日生卵」（

《魏書》）而生下其兒子朱蒙的受孕型態就是結合高句麗境內的「太陽

神話」。如此，爾後的《周書》、《隋書》、《北史》、《通典》等中國典籍

以及韓國的《三國史記》、《三國遺事》、《東國李相國集．東明王篇》、《

帝王韻紀》、《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所記錄的東明王朱蒙神話更是以《

魏書》的內容為依據。總之，由河伯女感日影而生朱蒙的基本架構卻是

一貫的。 

此外，在韓國史料方面，高麗時期金富軾的《三國史記》，對於高

句麗起源神話的記載，似乎是參照《魏書》的內容，並再增添一些情節

。
27《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始祖東明聖王條云： 

始祖東明聖王，姓高氏，諱朱蒙。先是，夫餘王解夫婁老無子，祭山

川求嗣，其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流淚，王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

兒，金色蛙形。王喜曰：「此乃天賚我令胤乎？」乃收而養之，名曰金蛙。

及其長，立為太子。後，其相阿蘭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將使吾子孫立

                                                 
26
（明）余象斗：《南遊記》收錄於《四遊記》，第十二回：「鳳凰山玉環聖母，有

一女兒，名叫鐵扇公主，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月。」 
27
朱雲影：1981，《中國文化對日韓越的影響》，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頁 332 云：

「《三國史記》差不多完全根據《魏書》之文，不過補充了扶餘解夫婁轉動大石得金

色蛙形小兒云云，和避天帝之子解慕漱遷徙東海之濱云云，以及金蛙嗣位後河伯女

柳花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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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號曰迦葉原，土壤膏腴，宜五穀，可

都也。』」阿蘭弗遂勸王移都於彼，國號東夫餘。其舊都有人，不知所從來

，自稱天帝子解慕漱。來都焉。及解夫婁薨，金蛙嗣位。於是時，得女子

於太伯山南優渤水，問之。曰：「我是河伯之女，名柳花，與諸弟出遊時，

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誘我於熊心山下，鴨淥邊室中私之，即往

不返。父母責我無媒而從人，遂謫居優渤水。」金蛙異之，幽閉於室中，

為日所炤，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炤之，因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許

。王棄之與犬豕，皆不食；又棄之路中，牛馬避之。後棄之野，鳥覆翼之

。王欲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有一男兒，

破殼而出。骨表英奇，年甫七歲，嶷然異常，自作弓矢，射之，百發百中

。扶餘俗語善射為朱蒙，故以名云。
28
 

韓國《舊三國史記．東明王本紀》29則是最直接影響金富軾的《三

國史記》中的高句麗起源神話內容，《舊三國史記．東明王本紀》記載

云： 

本紀云：夫余王解夫婁老無子，祭山川求嗣。所御馬至鯤淵，見大石

流淚，王怪之，使人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曰：「此天錫我令胤乎？

」乃收養之，名曰金蛙，立為太子。其相阿蘭弗曰：「日者天降我曰：『將

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號迦葉原，土宜五穀，可

都也。』」阿蘭弗勸王移都，號東夫餘。於舊都，解慕漱為天帝子來都。漢

神雀三年壬戌歲，天帝遣太子，降遊夫余王古都，號解慕漱。從天而下，

乘五龍車，從者百餘人皆騎白鵠，彩雲浮於上，音樂動雲中，止熊心山，

經十餘日始下。首戴鳥羽之冠，腰帶龍光之劍。朝則聽事，暮即升天，世

謂之「天王郎」。（河伯三女美），長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葦花，自青河

出遊熊心淵上，神姿絕麗，雜佩鏘洋，與漢皋無異。王謂左右曰：「得而為

妃，可有後胤。」其女見王即入水。左右曰：「大王何不作宮殿，俟女入室

，當戶遮之。」王以為然，以馬鞭畫地，銅室俄成壯觀，於室中設三席，

置樽酒。其女各坐其席，相勸飲酒，大醉云云。王俟三女大醉，急出遮，

女等驚走。長女柳花為王所止。河伯大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

？」王報云：「我是天帝之子，今欲與河伯結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

天帝之子，於我有求昏者，當使媒云云。今輒留我女，何其失禮。」王慚

之，將往見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女既與王定情，不肯離去，乃勸

王曰：「如有龍車，可到河伯之國。」王指天而告，俄而五龍車從空而下。

王與女乘車，風雲忽起，至其宮。河伯備禮迎之，坐定謂曰：「婚姻之道，

                                                 
28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十三，高句麗本紀第一，始祖東明聖王條。 

29
林桂萍：2005，《中韓東明王朱蒙始祖神話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頁 18：「《舊三國史記》的撰者不詳，這書後來因為金富軾重寫了一部新的

《三國史記》而不傳，但〈東明王本紀〉的內容，則由於高麗王朝李奎報依據它寫

了一首長詩〈東明王篇〉，並引其本文為註而被保留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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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通規，何為失禮，辱我門庭云云。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異？」王

曰：「唯在所試。」於是河伯於庭前水化為鯉，隨浪而遊，王化為獺而捕之

。河伯又化為鹿而走，王化為豺逐之。河伯化為雉，王化為鷹擊之。河伯

以為誠是天帝之子，以禮成婚；恐王無將女之心，張樂置酒，勸王大醉，

與女入於小革輿中，載以龍車，欲令升天。其車未出水，王即酒醒，取女

黃金釵，刺革輿，從孔獨出升天。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從我訓，終欲我

門。」令左右絞挽女口，其唇吻長三尺，唯與奴婢二人，貶於優渤水中。

優渤澤名，今在太伯山南。漁師強力扶鄒告曰：「近有盜梁中魚而將去者，

未知何獸也。」王乃使漁師以網引之，其網破裂。更造鐵網引之，始得一

女，坐石而出。其女唇長不能言，令三截其唇乃言。王知天帝子妃，以別

室置之。其女懷中日曜，因以有娠。神雀四年癸亥歲夏四月生朱蒙，啼聲

甚偉，骨表英奇。初生，左腋生一卵，大如五升許，王怪之曰：「人生鳥卵

，可為不祥。」使人置之馬牧，群馬不踐。棄於深山，百獸皆護。雲陰之

日，卵上恆有日光。王取卵送母養之，卵終乃開，得一男。
30
 

由上述的內容可知，對於生母柳花與其兒子東明王朱蒙，以及周遭

的情節記載更加詳細豐富，而描述更加多樣而生動。如此，金富軾的《

三國史記》中的生母柳花與其兒子東明王朱蒙內容應該是受到《舊三國

史記．東明王本紀》的影響。再者，也影響了同時期的一然禪師的《三

國遺事》，31其中有關於生母柳花與其兒子東明王朱蒙的記載，如《三國

遺事》云： 

〈北扶餘〉古記云：前漢書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四月八日，天帝降于

訖升骨城。乘五龍車，立都稱王，國號北扶餘，自稱名解慕漱。生子名扶

婁，以解為氏焉。王後因上帝之命，移都于東扶餘。東明帝繼北扶餘而興

，立都于卒本州，為卒本扶餘，即高句麗之始。
32
 

〈高句麗〉高句麗即卒本扶餘也。……國史高麗本記云：始祖東明聖

帝姓高氏諱朱蒙。先是北扶餘王解夫婁，既避地于東扶餘。及夫婁薨，金

蛙嗣位。于時得一女子於太伯山南優渤水，問之。云：「我是河伯之女，名

柳花，與諸弟出遊，時有一男子，自言天帝子解慕漱，誘我於熊神山下鴨

淥邊室中私之，而往不返。父母責我無媒而從人，遂謫居于此。」金蛙異

之，幽閉於室中，為日光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而照之，因而有孕。

                                                 
30
（高麗）李奎報：《東國李相國集．東明王篇》，（崔南善：1999，《三國遺事》，〈附

錄〉，首爾：瑞文文化社）。 
31
參照金榮華：1987，〈東明王的傳說〉，《民間故事論集》，臺北：三民書局，頁178

（原載於《華岡文科學報》，第16期，頁190）。以及金德順：〈東明王的傳說〉，

收錄於裴永鎮整理：1983，《朝鮮族民間故事講述家金德順故事集》，上海：上海

文藝出版社，頁13-23。 
32
（高麗）一然：《三國遺事》，卷一，紀異第二，北扶餘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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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卵，大五升許。王棄之與犬豬，皆不食；又棄之路，牛馬避之。棄之

野，鳥獸覆之。王欲剖之，而不能破，乃還其母。母以物裹之，置於暖處

，有一兒破殼而出。
33
 

由上述內容可知，一然禪師應該是引用金富軾的《三國史記》而撰

寫《三國遺事》一書，其中《三國遺事》對於生母柳花與其兒子東明王

朱蒙，以及周遭的情節記載比《三國史記》雖然稍微簡潔，但是描述手

法也相當的高超與詳細。 

另外，高麗時期文人李承休的《帝王韻紀》，其內容對於生母柳花

與其兒子東明王朱蒙的敘述也有明確的記載。《帝王韻紀》云： 

麗祖姓高諡東明。善射故以朱蒙名。父解慕漱母柳花，皇天之孫河伯

甥。父還天宮不復返，母在優浡清江汀。扶餘國王名金蛙，為開別館相邀

迎。五升大卵左脅誕，陰雲之日生陽晶。兒生數月能言語，漸至壯大才豪

英。……
34
  

上述內容與《三國史記》、《三國遺事》的情節相似。其書明確指出東

明王朱蒙的生母名叫柳花，父親是解慕漱，生母柳花懷孕著一個體積

大如五升的蛋卵，自柳花左腋下生出。其中有所不同的是，生母柳花生

下其子朱蒙並非是從腹部而是左腋下，這種出生方式可說是超乎傳統的

思維。 

同時，《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也有生母柳花與其兒子東明王朱蒙

的記載，其內容似乎與《舊三國史記》裡對於東明王朱蒙的記載幾乎是

完全相同。但是內容更加豐富，如下： 

夫婁無子，得金色蛙形兒養之，名曰金蛙，立為太子。其相阿蘭弗曰

：「日者，天降于我曰：『將使吾子孫立國於此，汝其避之。東海之濱有地

，號迦葉原，土宜五穀，可都也。』」 於是勸王移都。天帝遣太子，降遊

扶餘古都， 號海慕漱，從天而下，乘五龍車，從者百餘人，皆騎白鵠，彩

雲浮於上，音樂動雲中。止熊心山，經十餘日始下。首戴烏羽之冠，腰帶

龍光劍。朝則聽事，暮則升天，世謂之天王郞也。城北青河河伯有三女，

長曰柳花，次曰萱花，季曰葦花，神姿艶麗。三女往遊熊心淵上，【青河，

即今鴨緣江。】王謂左右，得而為妃，可有後胤。其女見王，即入水，左

右曰：「大王何不作宮殿，候女入室，當戶遮之?」王以為然，以馬鞭畫地

                                                 
33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十三，高句麗本紀第一，始祖東明聖王條。 

34
（高麗）李承休：《帝王韻紀》，（崔南善：1999，《三國遺事》，〈附錄〉，首爾：瑞文

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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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室，俄成室，中設三席，置樽酒。其女相勸大醉，王出遮，女等驚走，

柳花為王所止，河伯大怒，遣使告曰：「汝是何人，留我女乎?」王報云：「

我是天帝之子，今欲與河伯結婚。」河伯又使告曰：「汝若求婚，當使媒。

今輒留我女，何其失禮乎？」王慙之，將往見河伯，不能入室，欲放其女

。女既與王定情，不肯離去，乃勸王曰：「如有龍車，可到河伯之國。」王

指天而告，俄而五龍車從空而下，王與女乘車，風雲忽起，至其宮，河伯

備禮迎之。坐定，謂曰：「婚姻之禮，天下之通規，何為失禮，辱我門宗?

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異?」王應曰：「唯在所試。」於是河伯於庭前水化

為鯉，隨浪而遊，王化為獺而捕之。河伯又化為鹿而走，王化為豺而逐之

。河伯化為雉，王化為鷹而擊之。 河伯以為誠是天帝之子，以禮成婚，恐

王無將女之心，張樂置酒，勸王大醉， 與女入於小革轝中，載以龍車，欲

令升天。其車未出水，王即酒醒，取女黃金釵，刺革輿，從孔獨出升天。

河伯怒謂其女曰：「汝不從我訓， 終辱我門。」 令左右絞挽女口，其唇吻

長三尺，唯與奴婢二人貶於優渤水中。【即今太白山南。】漁師告金蛙曰：

「近有盜梁中魚而將去者，未知何獸也。王乃使魚師以網引之，其網裂破

，更造鐵網引之，始得一女，坐石而出。其女唇長不能言，三截其唇乃言

。王知天帝子妃，以別室置之，其女懷牖中日曜，因而有娠。漢神崔四年

癸丑夏四月，生朱蒙，啼聲甚偉，骨表英奇。初從左腋生一大卵，容五升

許，王怪之曰：「人生鳥卵， 可爲不祥。」使置之馬牧，群馬不踐。棄於

深山，百獸皆護。雲陰之日，卵上恒有日光，王取卵送母養之，月終乃開

，得一男，生未經月，言語竝實。
35
 

上述內容擴大了東明王朱蒙的生母柳花的情節，如：柳花的居住地在

青河，即今鴨緣江，其父親河伯原來是鴨緣江的河神，而柳花是長女，

她還有兩個妹妹萱花、葦花。以及父親河伯反對天王郞解慕漱與柳花與

成婚，將柳花封口並謫貶為奴婢，禁閉在小室內的悲慘等過程，接著一

道日光照射在柳花，但沒有說明這一道日光是照射在柳花的腹部，而生

下其子朱蒙的方式也是從左腋下。因此，對於柳花的家世、悲悽的身世

、婚姻、生子等過程內容，在《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中可說是記載詳

盡。 

綜上所述，筆者將中韓兩國文獻史料中，對於生母柳花身分與其懷

孕方式以比較方式整理表列，如下： 

 

 

                                                 
35
《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地理志，平安道，平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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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中韓兩國文獻史料中對於生母柳花身分與其懷孕方式比較表 

國

名 中韓兩國文獻出處 
柳花當時的 

名稱 
當時的國別 

柳花的懷孕 

原因（丈夫） 
懷孕方式 

兒子朱蒙 

當時的名稱 

朱蒙 

建國國名 

中

國 

《論衡》 國王的侍婢 北夷橐離 氣 天降-雞子 東明 夫餘 

《魏略》 國王的侍婢 高離 氣 天降-雞子 東明 夫餘 

《後漢書》 國王的侍婢 北夷索離 氣 天降-雞子 東明 夫餘 

《魏書》 河伯女 夫餘 日 感日-生卵 朱蒙 高句麗 

《梁書》 國王的侍婢 北夷櫜離 氣 天降-雞子 東明 夫餘 

《周書》 河伯女 夫餘 日 感日-生卵 朱蒙 高句麗 

《隋書》 河伯女 夫餘 日 感日-生卵 朱蒙 高句麗 

《北史》 河伯女 夫餘 日 感日-生卵 朱蒙 高句麗 

《通典》 
河伯女 北夷橐離 × × 東明 夫餘 

× 夫餘 日 感日-生卵 朱蒙 高句麗 

韓

國 

〈廣開土王碑〉 河伯女 北夫餘 天帝 生卵 鄒牟 × 

《三國史記》 河伯女柳花 夫餘 解慕漱 感日-生卵 東明朱蒙 高句麗 

《三國遺事．紀異》 河伯女柳花 夫餘 解慕漱 感日-生卵 東明朱蒙 高句麗 

《三國遺事．高句麗》 河伯女柳花 夫餘 解慕漱 感日-生卵 東明朱蒙 高句麗 

〈東明王篇〉 河伯女柳花 夫餘 解慕漱 感日-生卵 東明朱蒙 高句麗 

《帝王韻紀》 河伯女柳花 夫餘 解慕漱 感日-生卵 東明朱蒙 高句麗 

《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 河伯女柳花 夫餘 解慕漱 感日-生卵 東明朱蒙 高句麗 

從【表1】得知，高句麗始祖東明王朱蒙的生母的身份是從「國王

的侍婢」升格轉變為河神「河伯女」，36再轉變到更加明確的名字「柳花

」的出現，如：「河伯女柳花」等三種不同的記載，而「柳花」一詞就

是朱蒙的生母的名字。而生母柳花生出朱蒙的方式，歸納為受到「氣」

、「日」之故再轉變到更加明確的名字「解慕漱」，而「解慕漱」一詞就

「日」、「太陽」也就是朱蒙的生父的名字，因此，由於高句麗始祖東明

王朱蒙的生母柳花曾與北扶餘的天帝子解慕漱私通之故，可說柳花與解

慕漱就是一對夫妻，也是朱蒙的親生父母。由此可知，天帝之子解慕漱

與河伯之女柳花是韓國方面為了提高東明王朱蒙神格所增添的人物。37 

柳花夫人在西紀前的24年（東明王14年）8月 在東夫餘去世，金蛙

                                                 
36
金榮華：1977，〈東明王的傳說〉，《民間故事論集》，臺北：三民書局，頁 182（原

載於《華岡文科學報》，第 16 期，頁 192）說明東明王的母親由侍婢的身分躍升為

河伯之女是因為東明王渡河時祈禱後，魚鱉浮出成橋的情節基礎上所產生的。 
37
林桂萍：2005，《中韓東明王朱蒙始祖神話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頁 29；同時，本文【表 1】係參照林桂萍：2005，《中韓東明王朱蒙始祖神

話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頁 24-25 之〔表 2-3〕加以增減，

來歸納柳花部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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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就以太后的禮，埋葬，並且建立神廟，祭祀追崇柳花。爾後，高句麗

將朱蒙與其母河伯女柳花以國家級的規格致祭祀奉。38 

三、柳花的「柳」的涵義與作用 

韓國史料稱呼高句麗始祖東明王朱蒙的生母的名字為「柳花」，而

「柳」的涵義與作用依據中國大陸學者郭康的見解，以及韓國學者全炳

澤、李聖熙（譯音）的部分探討，分析如下：39 

1. 柳神崇拜： 

柳崇拜是一種相當古老的植物崇拜，古代人視柳樹為神靈之物。中

國古代有著悠久的植柳歷史與文化，起源於夏商時期，周代以後則廣泛

發展，形成歷久不衰的柳文化。柳圖騰崇拜在一些中國少數民族先民的

心目中，具有各種神秘性的宗教功能，如：通天靈物、驅邪消災、神靈

象徵、抗禦疾病等。
40因此，柳花應該具有以上的各種神秘性的宗教功

能。 

2. 超常生命力、生殖力： 

在中國古代存在著較為普遍的柳崇拜觀念，其表現為古人認為柳可

以占測吉凶、感應人事、顯靈通神、行雲降雨、降魔驅疫、護幼延生。

其中古人對超常生命、生殖力的祈求導致了對具有超常生命力、生殖力

的柳樹的崇拜，原始的柳崇拜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反映。因此，柳樹具有

強大的生命力、生殖力，能够無性繁殖，折取一枝縱横倒插之，皆能够

                                                 
38
（高麗）李奎報：《東國李相國集．東明王篇》，（崔南善：1999，《三國遺事》，〈附

錄〉，首爾：瑞文文化社）：「十四年，秋八月，王母柳花薨於東扶餘。其王金蛙以太

后禮，葬之，遂立神廟。冬十月，遣使扶餘饋方物，以報其德。」 
39
郭康松：2005，〈論中國古代的柳崇拜中國典籍與文化〉，卷 3 期，頁 60-64。 

40
通天靈物：裕固族薩滿每年六七月間舉行家庭祭天儀式，在祭壇上要樹立柳木的神

杆，表示柳木可以通天，天神通過柳木下到人間。驅邪消災：赫哲族薩滿跳鹿神時，

有用柳條編成半圓，如跳繩般地跳上三次，跳進柳圈意謂着進入神靈施展威力的保

護圈，一切邪魔都不敢侵犯。神靈象徵：達斡爾族薩滿每隔三年在三四月間選用各

種楊柳向眾神進行血祭，為人消災祈福。抗禦疾病：鄂倫春族薩滿舉行治病儀式时，

手持柳條，為病人誦念祈祷詞後，摘下柳條上的業子，抛向前方，促使病人恢復健

康，柳神赋予新的生命力。中國網 2003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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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長。因此，古代人對柳樹執以宗教的感情，幻想通過對其如此旺

盛的生命力與極強的繁殖力的崇拜，將其旺盛的繁殖能力轉化到人的身

上，使人類的生殖能力得到進一步強化，實現人類自身的繁衍，故而視

柳樹為女性生殖旺盛的象爭徵。41同時，柳在古代一直被視為女性的象

徵，《漢書．睦弘傳》稱柳為「陰柳」。柳在古代一直被視為女性的象徵

，中國古代北方民族的祈雨射柳儀式無疑就是男女交媾的象徵，《遼史

．禮志》：「若旱，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乃射柳。…植柳，…既三

日雨。」此乃这是遼代契丹人的射柳祈雨儀式，視柳為產生下雨的媒介

。女真族人則視柳树為始祖母神，稱為「佛朵媽媽」。佛朵即滿語「柳

枝」之意。《金史·本紀·太祖》：「拜天射柳。」可知射柳習俗也具女性生

殖崇拜的象徵。此外，漢族人也視柳樹為女性生殖的象徵，如成語中就

有「柳信花情」、「眠花宿柳」、「尋花問柳」等，以花與柳象徵女性。 

3. 吉祥的象徵： 

柳樹因其具治病、却鬼、驱邪避毒的功用，被古代人視為吉祥的象

徵而加以崇拜。如：佛教故事中有南海觀音一手托淨水瓶、一手拿柳枝

的形象，為人間遍灑甘露，祛病消災。可知柳的功能具有驅邪免毒、延

年益壽等功能，是柳樹吉祥的表現。 

4. 柳的比喻： 

柳樹還有「折柳贈别」、「折柳寄遠」等以諧音表達情感的習俗，「

柳」即「留」，以表達對遠方親友的思念，祈盼早日歸來。如：《詩經·

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描述一名駐外士兵想起離家從軍，故

鄉依舊的情景，以此暗喻離別。另外，柳多種於檐前屋後，常作故鄉的

象徵。朱蒙曾離開柳花避難，因此柳有離別之意，有悲劇的含意，即私

通解慕漱被遺棄，之間生下朱蒙的，在朱蒙高句麗建國史之前，母子離

別，也是悲劇一生。42柳花實在是柳樹之神，柳花具有男神的妻子與英

雄的母親的功能應該不是配角，她是上古時期東北亞最高最偉大的母親

                                                 

 
42
全炳澤：1991，《中韓始祖及英雄神話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頁 11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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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高句麗祭天儀式「東盟」，始於經由在洞穴中奉祀柳花神，因此

，祭天並非是祭祀解慕漱。柳花與朱蒙在高麗時代一起受人崇拜的某種

程度是可以理解的。如滿族神話的柳花生下布庫里雍順的創造神、始祖

母神佛庫倫就是滿族人創造神，43漢字就是柳媽媽，也就是柳花，應屬

同一人。再者，一般樹枝總是往上延伸，而柳樹則是往下垂落，增長與

裝模作樣的品味是屬於陰性的、女性的。在東亞文化中表面上是與儒教

相同的男性秩序，但是深層則是堅持女性的潮流，如偉大的老莊思想的

湧出來，而以隱士的文化與藝術連結，如陶淵明家前有五棵柳樹而被稱

為五柳先生，如此詩與隱居與柳樹是相符合。44
 

四、「柳花」的象徵與功能 

韓國史料方面會將中國史料方面所稱的「河伯之女」稱為「柳花」

，柳花雖然是河伯之女具高貴血統，但是因為她與天帝之子暨北夫餘王

解慕漱相戀而遭父親驅逐，從此命運坎坷，含有悲劇的含意。45爾後，

成為東夫餘王金蛙之妻，又受到從天上而降下的光照而神蹟受孕生卵，

所以這個神奇的卵就是東明王朱蒙。東明王朱蒙雖然是天帝之子、地神

之孫，可是身世更加不幸，遭棄遭忌 ，46母子離別，47悲劇一生所幸都能

                                                 
43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長白山…（瀋陽本此下有云，…滿洲源流，滿洲原起于長

白。)山之東北布庫里山下一泊，名布爾瑚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長名恩古倫，

次名正古倫，三名佛庫倫，浴畢上岸，有神鵲銜一朱果置佛庫倫衣上，…遂銜口中。…

即感而成孕。…佛庫倫後生一男，…我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名布庫里雍順，…共奉

布庫里英雄為王，…其國定號滿洲，乃其始祖也。」 
44
이성희（李聖熙〈譯音〉）：2010.11.03，〈버드나무  여신〉，《국제신문》。 

45
 《舊三國史》東明王本紀：「我是天帝之子，今欲與河伯結婚。河伯又使告曰：『汝

若天帝之子，于我有求婚者，當使媒，云云，今輒留我女，何其失禮？』…謂曰：『婚

姻之道，天下之通規，為何失禮辱我門宗？』河伯曰：『王是天帝之子，有何神異？』…

河伯大怒其女，曰：『汝不從我訓，終辱我門。』令右左絞挽女口，其唇吻長三尺，

唯與奴婢二人貶于優渤水中。』」 
46
（東漢）王充：《論衡》，吉驗篇第九：「後產子，捐於豬溷中，豬以口氣噓之，不死；

複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之，馬複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隋書》百

濟傳曰：『以為神。』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 
47
（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列傳第八十八，高句麗條：「朱蒙母陰知，告朱蒙

曰：『國將害汝，以汝才略，宜遠適四方。』朱蒙乃與鳥引鳥違等二人棄夫餘東南走。

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

http://zh.wikipedia.org/zh-tw/%E4%B8%89%E5%9B%BD%E5%8F%B2%E8%AE%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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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險為夷，一生歷經挫折，越挫越勇而創造出奇特非凡的偉大事蹟，這

些都與其生母柳花有關，生母柳花在背後的大力支持援助也是使得東明

王朱蒙可以建立高句麗王國的重要關鍵。48因此，不論柳花是神話人物

或傳說人物，生母柳花能讓東明王朱蒙突破重重逆境而功成名就，成為

民族英雄、建國始祖，因此，「柳花」的象徵與功能格外重要。分析

如下： 

1. 象徵「建國之母」、「女神」的功能： 

生母柳花在背後的大力支持援助也是使得「天父」之子「國祖」東明

王朱蒙可以建立高句麗王國的重要力量，可說是「地母」，49因此東明王

朱蒙為高句麗建國始祖，而其生母柳花則為「建國之母」。同時，爾後

柳花去世，其子朱蒙為母親建立柳花廟，可說是國祖王母之神廟、柳花

夫人神廟，將柳花視為太后，也稱為太后廟，因而有柳花太后的尊稱。
50以慰勞母魂，以太后的禮立神廟祭祀，進行追慕，可說柳花儼然成為

「女神」。51如此生母柳花可說是具有人格的「建國之母」、「始祖母

」，並且同時具有人格與神格的變形，即「女神」的雙重身分而生存存

在。52如此，韓國文獻也有尊稱柳花為柳花夫人、東國之母、東國聖母

                                                                                                                            
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于是魚鱉并浮，為之成橋。朱蒙得渡，魚鱉乃 

解，追騎不得渡。」 
48
《朝鮮世宗實錄》地理志．平安道．平壤府：「謂母曰：『群蠅噆目，不能睡，母為

我作弓矢。』其母以葦作弓矢與之， 自射紡車上蠅，發矢則中，俗謂善射曰朱蒙。」

《舊三國史》東明王本紀：「朱蒙臨別，不忍暌違。其母曰：『汝勿以一母為念。』

乃裹五穀種以送之。朱蒙自切生別之心，忘其麥子。朱蒙息大樹之下，有雙鳩來集。

朱蒙曰：『應是神母使送麥子。』乃引弓射之，一矢俱舉，開喉得麥子。以水噴鳩，

更蘇而飛去，云云。王行至卒本川，廬于沸流水上，國號為高句麗。」同時朱蒙危

急時曰：「我天帝之孫，河伯之甥，今避難至此。皇天后土憐我孤子，速致舟橋。」

其中「皇天」應指其父天帝解慕漱；「后土」應指其母柳花，可知柳花是屬於地神、

地母。 
49
羅景洙：1993，《韓國의神話研究》，首爾：教文社，頁 203：「建國神話三元素

：天父地母國祖。」 
50
강경구：2001，《高句麗의建國과始祖崇拜》，首爾：학연文化社，頁 111 及頁 31

0-319。 
51
金基興：2002，《高句麗建國史》，首爾：創作과 批評社，頁 54。 

52
全炳澤：1991，《中韓始祖及英雄神話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頁 115-116。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B%98%E6%85%95%E6%BC%B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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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53爾後成為一種民俗信仰。54如地母信仰、地神族（河伯、柳花）信

仰。55 

2. 象徵「創造新生命」、「光明」的功能： 

柳花夫人具有異蹟，暗示具有以人間誕生血統母性的威力大，母性意

識發露，56所代表的形象是創造新生命、新意義、強而有力的生命力，57

其新生命就是東明王朱蒙建立高句麗王國，使高句麗生命力的延續下去

，而繁榮了後代子孫。而柳花夫人的協助其子東明王朱蒙高句麗建國成

功，是從黑暗的歷程體驗再生而邁向光明的結果，具有光明 的意味，58因

此，這「東明」一詞就是展現出高句麗「光明」的成果，如此，柳花夫

人所代表的形象是具有光明之意。 

3. 象徵「王權的成長與鞏固」的功能： 

柳花夫人一直在背後協助其子東明王朱蒙成功地建立高句麗的過程

中，在驚濤駭浪之中化險為夷，在危機轉為契機，轉危為安、轉禍為福

，這些都是柳花夫人讓其子東明王朱蒙的王權的持續成長與鞏固，造就

高句麗的穩定與強盛。 

四、象徵「糧食豐收」的功能：「地母」柳花夫人為了其子東明王朱

蒙的人身安全，忍痛與其分離，其中給予其子東明王朱蒙穀物種子，使

之播種，以便有充裕的糧食維生，發展出生產豐收的農業社會，59因此

柳花夫人可說是農業神母、穀靈，60具有農業神性格，也可稱為地母神61

                                                 
53
（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第十七，祠宇，東神祠：「東神祠，在宣仁

門內，地稍平廣。殿宇卑陋，廊廡三十間，荒涼不葺，正殿榜曰東神聖母之堂。以

帟幕蔽之，不令人見，神像，蓋刻木作女人狀，或云乃夫餘妻河神女也。以其生朱

蒙，為高麗始祖，故祀之。舊例，使者至則遣官設奠，其牲牢酌獻，如禮崧山神式。」 
54
李福揆：1998，《夫餘．高句麗建國神話研究》，首爾：集文堂，頁 77。 

55
金廷鶴：1999，《韓國古代의建國神話와祭儀》，首爾：一潮閣，頁 143。 

56
許慶會：1994，《韓國氏族說話研究》，光州：全南大學校出版部，頁 56。 

57
全炳澤：1991，《中韓始祖及英雄神話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頁 115-116。 
58
崔台鎬、成忠模：1998，《韓國說話文學論》，首爾：銀河出版社，頁 90。 

59
崔台鎬、成忠模：1998，《韓國說話文學論》，首爾：銀河出版社，頁 90。 

60
윤철중：1998，《韓國의始祖神話》，首爾：보고사，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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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著農業社會的豐饒女神。 

高句麗聖母柳花是具有神聖的意味，浮現出女性形象，因為上古時

代有崇拜柳的風俗緣故，其理由是朱蒙的母親柳花不只是單純的歷史人

物，而也是韓民族與滿族在祭祀柳樹時崇拜的女神。滿族方面即滿族薩

滿創世神話天宮大戰的阿布凱赫赫曾被稱為柳樹天母，阿布凱赫赫與柳

花都是曾經以創造女神、穀物女神而被崇拜。因此，柳花是歷史化、人

格化的女性天神，也是高句麗的始祖母。62原以女性為中心的母系社會

創造女神柳樹天母在後來以父性為中心的父系社會出現之後轉降為天

神配偶，如代替阿布凱赫赫而登場的阿布凱恩都哩；代替河神河伯之女

柳花而登場的天帝之子解慕漱結合，這些可說是創世神話。總之，柳花

夫人所代表的的象徵與意義是多樣而豐富的，值得後人追崇。總之，

柳花可說是東北亞的聖母。63 

五、結論 

柳花是高句麗東明王朱蒙的親生母親，受到上天之子暨北夫餘國王

解慕漱所吸引而相愛結婚，由於其父水神河伯認為未經允許，也未經媒

妁之言而私通，有辱家門名譽，就將柳花驅逐，如此原來具有高貴血統

，應該是受到父母呵護備至的掌上明珠，從此開始一生坎坷艱辛的悲劇

。起初柳花在中國史料的記錄中只有「侍婢」、「母」、「侍兒」等多樣的

代名詞，以後才有「河伯之女」一詞出現，而沒有「柳花」一詞，但是

以韓國史料的記錄與中國史料的比對下，得知「河伯之女」就是柳花，

因此，韓國方面將中國方面所稱的「河伯之女」的名字明確地稱為「柳

花」。柳花到了金蛙王的東夫餘國之後，便成為其妻，金蛙王得知其遭

遇，被囚在暗房中，受到解慕漱的日射而懷孕生蛋，就是其子東明王朱

蒙的誕生。從此東明王朱蒙也開始歷經一連串的險境與危機，其間，其

母柳花愛子心切，護子心切，發揮了極大的母愛精神，讓朱蒙克服萬難

，轉禍為福，因此，其母柳花的作用，以在中國北方民族中，柳的功能

而言，是具有神秘性的宗教意味，即柳崇拜，並具有永續生命、消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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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鍾周：2000，〈東北亞的聖母柳花〉，《社會科學戰線》，第 1 期，頁 182-183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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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民族，以及朝鮮半島的韓國人，都將柳花做為聖母神格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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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治病驅毒等，被古代人視為吉祥的象徵而加以崇拜，以及，柳也被

比喻為離別、思念之意，如朱蒙在忍痛母子離別後，得以南下，其中，

柳花給予穀種時，因思念以使者飛鴿傳送獨漏的麥種給朱蒙，因此，可

知柳花是具有農業神性格的豐饒女神，也含有光明、創造新生命、新意

義、強大的生命力、王權的成長與鞏固，以及子孫繁榮與糧食豐收等吉

祥的意涵。而最後，朱蒙終於成功地建立高句麗王國，以及打敗宿敵，

有如驅邪避凶、再造光明，因而被尊稱為民族英雄，同時身為天帝之子

、地神之孫，因而被尊稱為東明王，如此，柳花的教子有方，以及偉大

的母愛精神而被尊稱為具有人格的柳花夫人、東國之母、東國聖母等，

建國之母、始祖母，並且具有神格的女神的雙重身分，富有宗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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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about the Koguryo ancestor Ju Mong’s 

mother Yu hwa 

Abstract 

Legend Yu hwa is the biological mother of Ju mong. Ju mong is the the 

Goguryo the founding ancestor, also known as the Dong myeong King, Yu hwa 

is Ha baek's daughter, As the daughter of the river god, of noble descent, Fair to 

say that should be the parents of the baby on her special love and care, but 

when not, In Chin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records, at first only "maid" and 

"mother", "serve" synonymous, and later have the word "Ha baek's daughter", 

but no word Yu hwa Lady is thelegend of the name of the character, Therefore, 

China and Korea's historical documents cross-reference comparison, one can 

know the "Ha baek’s, daughter" is Yu hwa. Therefore, the Korea, the Chinese 

call "Ha baek's daughter" called "Yu hwa". The same time, she fell in love with 

the son of the Emperor of Heaven and North Buyeo king Hae mo su of being 

his father's expulsion, from the fate of ups and downs, containing the meaning 

of the tragedy. Later, became the wife of East Buyeo King Kim wa, and by the 

light down from heaven to shine and magical pregnancy raw eggs, so the magic 

egg is Dong myeong King Ju mong. Dong myeong King Ju mo is Heaven's 

grandson, but life experience is even more unfortunate, mother-child 

separation, subject to suspicion and abandoned life tragedy, but fortunately can 

be safe, life after setbacks, but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to create 

extraordinary and great deeds.these are its mother Yu hwa, mother Yu hwa in 

the back of strong support is also an important key. Therefore, regardless of the 

Yu hwa is a mythological figure or legendary figures, mother Yu hwa allow 

Dong myeong King Ju Mong break through all kinds of adversity and success, 

to become a national hero, the founding ancestor, so Yu hwa can be said that the 

"founding mother" personality, "the beginning ofgrandmother, and has the 

godhead,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goddess". So, the Korean literature 

respectfully Yu hwa is Yu hwa Lady, the mother of Dong guk, Dong guk Virgin 

Mary. In short, Yu hwa Lady on behalf of the image is bright meaning, and to 

create new life, new meaning, the strong vitality; and a symbol of royal power 

the growth and consolidation, as well as descendants of prosperity and good 

grain harvest could also say that the agricultural communitythe fertility 

goddess.Later Goguryo Yu hwa Lady and her son with gods to worship. 

Keywords: Goguryo, Dong myeong King Ju mong, the mother of Ju mong, 

Yu hwa, Ha baek's daugh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