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兒童文學家筆下的褒姒 

張淇涵 

 

一、 前言 

  中國許多王朝滅亡的記載都和女人有關，如夏朝與妹喜、商朝與妲己、西

周與褒姒等等。言及禍水紅顏，褒姒的名字時常被提起，而談及西周滅亡，周

幽王為討美人一笑竟「烽火戲諸侯」，導致犬戎入侵時「諸侯莫至」的說法更是

廣為人知。 

  關於褒姒的最原始記載，主要見於《國語》、《呂氏春秋》與《史記》。《國

語‧鄭語》中史伯為鄭桓公論興衰，提到「周其弊乎？」史伯首先將周朝敗壞

的主因放在因用人不當而不得民心上1，再加論述： 

 

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

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

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2 

 

雖未書褒姒之名，由後文立刻闡述龍漦傳說與檿弧箕服亡國童謠觀之，其中

「內妾」、「婦」明指褒姒無疑。《國語‧晉語》則載： 

 

……周幽王伐有裦，裦人以裦姒女焉，裦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

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3 

 

上述二者都未記載褒姒不愛笑，或是烽火戲諸侯之說。戲弄諸侯之說首見於

《呂氏春秋》，但此段記載與現今流傳的故事稍有出入，原文中雖可見幽王為求

褒姒笑容而失信於諸侯，然未提及「褒姒不好笑」，而且通知諸侯敵寇來襲的方

法是擊鼓而非點燃烽火；眾人今傳的版本應出於《史記‧周本紀》。4〈周本

紀〉的褒姒記載綜合上述三者而成，包含龍漦傳說、檿弧箕服亡國童謠、周幽

王為褒姒廢后、廢太子，以及烽火戲諸侯，但不見「婦言是行」、「與虢石父

比」等敘述；〈周本紀〉中的褒姒，除生平背景帶有不祥外，其實鮮少主動作

為，個性表現也僅限於不愛笑，而無積極惑主或是為子爭位之事。但是，後世

多認為此篇記載有將亡國責任推諉於褒姒之嫌，如《史記博議》評：「……關於

                                                      
1 左丘明：《國語》（台北：漢京文化，1983 年），頁 515。 
2 同上註，頁 518-519。 
3 同上註，頁 255。 
4 現可見《呂氏春秋》最早版本為元至正年間嘉興路儒學刊本（至正年間為西元 1341 年至

1370 年），而可見的〈周本紀〉最早版本為崇蘭館藏正和五年鈔本（西元 1316 年）。雖然前者

稍後於後者，但是本文內容與之互不矛盾，故不另作討論。 



幽王之后褒姒來歷的那段神話傳說，這是對後世影響巨大的『女人禍水』論的

第一次記載……」5 

  直至明朝，馮夢龍雜採經、史、子等古籍，著成《新列國志》，此書經蔡元

放改撰加註，即為現今通行的《東周列國志》6。其中第一回至第三回在敘述西

周滅亡原因時，大量提及褒姒，且為其增添許多負面的作為和形象。如第一回

周宣王聞謠後將內容述於群臣時，太史伯陽父直言此事代表「後世有女主亂國

之禍」7；如第二回載幽王為其連十日不朝、褒姒不往朝正宮、喜聽裂繒之音

等，且文中褒姒對太子位有明顯算計覬覦之心，甚至與奸臣暗通、日夜伺申后

之短8。和《史記》相較，《東周列國志》中的褒姒不但具有主動行為，奸妃的

形象也更加濃厚，多處敘述皆未見於正史中，且大有偏頗。 

  兒童歷史故事用淺白的文字為小讀者們介紹歷史知識，為配合其閱讀理

解，常有補充說明或是內容刪減，有時為使敘事生動、人物立體，也會有所增

飾。可是，歷史故事和小說不同，兒童文學家在敘述歷史時的增刪改動不應該

扭曲人物精神，也不應該違背歷史常識，尤其忌諱為傳達特定觀念而無中生有

的改寫。 

    但是，如今流傳的兒童歷史故事中，頗有混淆正史與小說者，亦有不當的

附會之處。筆者蒐集現今市面流傳的兒童故事中提及西周滅亡歷史者，其中言

明所載來源為《史記》者共九本，來源為《東周列國志》者共三本，未提資料

來源，僅說明是兒童歷史故事者共十二本，共計二十四本。前二者或許是因被

原典侷限，和原來敘述無太大差異，甚至兒童版《東周列國志》可能為了修短

故事篇幅，刪減了一些關於褒姒的負面作為9，雖然仍傳達了紅顏禍水形象，卻

不如原典強烈；無提及明確根據的兒童歷史故事中，則有超過半數採用《東周

列國志》中偏頗的內容。但是三者都仍有增飾者，如風車出版社的《史記》中

描寫褒姒「能歌善舞」，迷得幽王不管國家大事，以及後來為求褒姒一笑，幽王

不惜懸賞千金等事10，皆不見於《史記》，又如其他故事中提到「稟告大王不如

稟告褒姒」11、「為討褒姒歡心而廢立太子」12、「一笑傾國」13等等，或者不能

                                                      
5 韓兆琦：《史記博議》（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年），頁 242。 
6 劉本棟：〈《東周列國志》考證〉，見於馮夢龍原著；蔡元放改撰；劉本棟校注；繆天華校閱：

《東周列國志》（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頁 3-4。 
7 馮夢龍原著；蔡元放改撰；劉本棟校注；繆天華校閱：《東周列國志》（台北：三民書局，

1999 年），頁 3。 
8 同上註，頁 13-18。 
9 如華一兒童《東周列國誌》、世一《東周列國志》、幼獅《東周列國誌》皆未提及褒姒與虢石

父結成同盟，為親子伯服謀奪嗣位之事。 
10 方洲主編：《史記》（台北市：風車圖書，2005 年 1 月），頁 36-38。 
11《彩繪中國歷史全集》（臺北市：牛頓、故鄉，1992 年 3 月），頁 211。 
12《史記》（台南市：世一，民 77 年 7 月）、《史記故事》（台北縣：幼福文化，2006 年 9 月）、

葛玉丹：《尋訪夏商周》（台北市：臺灣麥克，2013 年 11 月）、陳金華：《圖說歷史故事先秦》

（台北市：大旗出版，2007 年 7 月）。 
13 《東周列國志》（台南市：世一，民 77 年 7 月）、管家琪：《東周列國誌──英雄輩出的年

代》（台北市：幼獅，2007 年 1 月）。 



找出史實佐證，或者原文非指褒姒14。既然是歷史故事，理當先採用正史中有

的記載，小說材料應是審慎選取後的輔證，絕不該將兩者顛倒。而且，今人已

對褒姒的不公記載提出懷疑，如郭鵬〈《史記》中褒姒史實質疑〉：「我們完全有

理由認為所謂『褒姒亡西周』、『紅顏禍水』論，是封建社會的士大夫們歧視婦

女而得出的結論，給漢中這一美女子蒙上了千古罵名。」15；如趙沛霖〈褒姒的

神話傳說及其文化思想價值〉一文中，提出褒姒神話與天命觀的關係，並在結

尾說明：「這種『女人亡國論』的觀點，目的在於為最高統治者開脫罪行，表現

出對婦女的強烈偏見和仇恨，是一種極為腐朽、荒謬的觀點。」16 而兒童歷史

故事卻未認知此點，仍多有將紅顏禍水形象強加於褒姒者，有其不適宜之處。 

  關於褒姒的研究，有對於其生平考證與史實質疑、其神話傳說與中國命運

觀或女禍史觀的關係、其與西周滅亡關係等等。除上段引的兩篇學報期刊外，

還有劉向宏〈男權背景下的「紅顏禍水論」──從「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說

起〉17，認為褒姒是中國有名的紅顏禍水，而此形象塑造起因於男性掌握話語

權，將亡國責任推諉於女子；梁中效〈褒姒形象淺析〉18認為褒姒形象產生於

西周到兩漢間，而中晚唐後因為強調宗法禮教的理學興起，使褒姒成為「女人

禍水論」的典型；池明霞與夏增民合撰〈儒學與漢代社會性別制度的理論建構

──以「女禍史觀」下末喜、妲己和褒姒的史事撰述為中心〉19提到褒姒在西

周一系列政治危機中被特別強調，根本在於女性被當成政治亂源，並認為此史

事建構使「厭女症」成為中國傳統性別制度與文化特徵。多數作者皆認為褒姒

在史書或其他記載中被塑造成負面人物，而且此形象塑造與中國傳統父權社會

有關，是不公允的。徐銘燦〈褒姒滅周新論〉20則持不同意見，認為褒姒與西

周滅亡確實有關，但不是因為其以美色惑主，而是在政治上積極參與幽王派系

與申侯勢力集團的鬥爭，使兩方爆發爭奪王位繼承大權的戰爭，促成西周滅

亡。而兒童文學與褒姒形象塑造的關係則從未被討論過。 

  本文研究的兒童故事，以被歸類為兒童歷史故事，並於內容中提及西周滅

                                                      
14 「一笑傾國」源自李延年之作，全詩為「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笑卿人城，再笑卿人

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詩歌中「佳人」應暗指其妹，即漢武帝妃子李夫人。

關於褒姒「傾國」之說，或見於《詩經‧大雅‧瞻卬》：「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未提及褒

姒笑容與傾國的關係。 

15 郭鵬：〈《史記》中褒姒史實質疑〉，《陝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2007年11

月），頁24。 
16 趙沛霖：〈褒姒的神話傳說及其文化思想價值〉，《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7卷，第4期（2008年7月），頁56。 
17 劉向宏：〈男權背景下的「紅顏禍水論」──從「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說起〉，《遼寧教育

行政學院學報》第 11 期（2008 年 11 月），頁 117-118。 
18 梁中效〈褒姒形象淺析〉，《安康學院學報》第一期（2016 年 2 月），頁 12-17。 
19 池明霞、夏增民：〈儒學與漢代社會性別制度的理論建構──以「女禍史觀」下末喜、妲己

和褒姒的史事撰述為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二十六卷第四期（2012 年

1 月），頁 94-100。 
20 徐銘燦〈褒姒滅周新論〉，《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34 卷第 4 期（2016 年 8 月），頁

150-154。 



亡或是褒姒者為限。各版本書名若有提及明確根據者，便以原典相互對照；若

未提及根據者，便以《史記》為主，並輔以其他史書來比較差異。藉由探討兒

童歷史故事在這段歷史中所選擇的材料來源，和褒姒在兒童文學家筆下的形象

呈現，能更了解現代社會對此段歷史的詮釋，與偏頗的「女禍史觀」、「紅顏禍

水論」在如今性別平權逐漸抬頭的時代是否在有意或無意中，仍被加強傳播

著。 

 

二、 兒童版《史記》中的褒姒 

 

  《史記》中的褒姒，從未有主動作為，而且除了「不好笑」以外，無明顯

性格的展現；從《史記》內文觀之，她的一生總是被動地受擺佈，從嬰兒時期

被丟棄、被帶至褒國，到長大後被獻給幽王、被封為王后、被帶上烽火台，到

最後被犬戎擄去，她從未表達過意見，也完全沒有表現出內心想法、自由意

志。相對於《國語‧晉語》、《國語‧鄭語》，《史記》中的褒姒形象是中性的，

甚至幾乎是空白的。 

 

（一）對史事的誤解 

  兒童版《史記》中提到西周滅亡時，多少會提及褒姒，只有一本除外。但

是，這並非因為此作者對西周滅亡有獨特的詮釋，而是因為對這段歷史的錯誤

了解。此書寫說：「為了防範犬戎的侵襲，周厲王將國都西安（鎬京）遷到洛

陽。歷史學家把這段國都在西安的期間稱為『西周』；把遷到洛陽後的這段期間

稱為『東周』。」21誤將厲王當成西周最後一任君王，也是遷都的君王，而不見

宣王、幽王、平王，自然也不會提到褒姒，整段的歷史記載有很大的問題，不

但違反《史記》記載，也無法找出與此說相符的來源。 

  另外，西北出版社22與風車出版社23的兒童版《史記》皆寫幽王在烽火戲諸

侯一事後，才改立褒姒為王后，而原典則記載先改立王后，才有烽火戲諸侯一

事。這樣的事件順序改動，對於人物刻劃以及文學效果都沒有幫助，但也沒有

負面的影響，只是一個單純的錯誤。 

 

（二）刪節天命影響、天災動盪 

  除上述馬景賢改寫的兒童《史記》外，所有述及兩周之際的兒童《史記》

皆提到褒姒。而在多數版本中，都未提及有關褒姒生平的神龍傳說、童謠讖

                                                      
21 馬景賢改寫：《史記》（台北：東方出版社，民 82 年 2 月），頁 68。 
22 王文心：《史記》（第一冊）（台南：西北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23 方洲主編：《史記》（台北：風車圖書出版社，2005 年 1 月）。 



語，和幽王二年山崩川竭的亡國徵兆。《史記》在褒姒登場前，便已引述太史伯

陽甫對於山崩川竭的解釋，也明明白白寫出「天之所棄，不過其紀」，則無論褒

姒出場與否，被「天」所拋棄的西周終將傾覆。而在出現「檿弧箕服，實亡周

國」的童謠時，宣王藉由通緝相關人物試圖阻擋亡國命運，卻反而使剛出生就

被拋棄的褒姒被逃亡的夫妻救起，帶到褒國平安成長；從無故出現的童謠徵

兆，到宣王在反抗命運的過程中反成為命運推手，似乎有個比「人」更高的存

在，可以預言、掌控人事，「人」所做的一切都無法忤逆這個存在。刪減此三

者，使原本濃厚的神話色彩消失，也完全消除了「天命」的展現，間接使褒姒

在西周滅亡中占更大的責任。神龍傳說、童謠讖語二事或者因為荒誕無稽，缺

乏歷史價值，故不被收錄，但天災一事除去預言外，無明顯可疑，而且若為事

實，對民生社稷大有影響，應該寫進造成西周動盪的背景中。 

 

（三）想像與增飾 

  除了刪節神話傳說以及天災動盪外，部分版本有些增飾，這些敘述中大多

既無《史記》根據，也不能增加文學效果，並無必要。 

  《史記》中只提到周幽王「嬖愛褒姒」，並未提及褒姒的容貌身段，但風車

出版社的《史記》中提到「（褒姒）生得花容月貌，又很會唱歌跳舞，周幽王很

快就被女子迷住了，他每天陪著褒姒玩樂，國家大事更不放在心上了。」24褒姒

的容貌美麗是合理的想像，可是善於歌舞，誘惑君王玩樂、無心國事的描寫，

不但不必要，也加深了對她的譴責。同時，同本書內寫幽王不惜向全國懸賞黃

金千兩，只為求美人一笑，這在正史中全無記載，而是出自小說《東周列國

志》。最後，對褒姒「不好笑」的詮釋為「脾氣十分古怪」、「整天陰沉著臉」
25，不喜歡笑的人並不一定脾氣古怪，也不用整天臉色陰沉，況且與先前描寫

能歌善舞、愛玩樂的形象設定難以統一，實在不能算是出色的增飾。 

  幼福出版社的《史記故事》26對「不好笑」一句，也有類似的改寫，如

「……褒姒心情一直不好，整天愁眉不展，有什麼不高興也不說，既不發脾

氣，也不理幽王。」27首先，不喜歡笑不等同於心情不好；再者，褒姒被塑造成

一個不講理、性情古怪的人，甚至可以對君王不理不睬，但她不過是獲罪的諸

侯國獻上的女子，本身並沒有雄厚出身背景，而侍奉的又是天子，唯一的倚仗

便是寵愛，即使不需要過著步步為營的艱困生活，至少也不可能對天子頤指氣

使。 

                                                      
24 方洲主編，前揭文，頁 36。 
25 同上註。 
26 幼福編輯部：《史記故事》（台北縣：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9 月）。 
27 同上註，頁 58。 



  對於周幽王廢后、廢太子的原因，幼福出版社28與世一書局29的兒童版《史

記》都寫到是「為討褒姒的歡心」，而《史記》只寫：「……幽王得裦姒，愛

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襃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王之

後宫，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裦姒為后，伯服為太

子……」雖然結果都是廢后、廢太子，但是原因究竟是出自君王本身的喜惡，

或是為迎合美人心意，還是有差別的；「為討褒姒歡心」的解釋不但將褒姒塑造

成主導的角色，也暗示她對后位與王位繼承權的野心。 

 

三、 兒童版《東周列國志》中的褒姒 

 

  由馮夢龍雜採經、史、子等古籍，再經蔡元放改撰加註的《東周列國志》

第一至三回講述的正是兩周之際的故事；既為小說，其中情節與人物心理不免

有作者的想像，而這些想像中有針對正史怪異之處加以解釋，使故事更順暢

者，卻也不乏對褒姒性格與事蹟的偏頗想像。 

  《史記》中關於褒姒出生的部分完全是一則神話傳說，陳仁錫評為「其妖

異，或未可盡信。」30據其記載，周厲王之末，褒姒生母七歲，後在十五歲時

懷孕，而幽王三年時幽王嬖愛褒姒；厲王與幽王之間，相隔宣王在位的四十六

年，即使扣除童妾既齔到及笄這八年，則褒姒在幽王三年時應是四十歲以上。

雖然，在四十歲時仍然受寵是有些微可能的，但如此一來，褒姒便和一般想像

中的妙齡女子、妖妃形象有很大區別，而周幽王形象也和「荒淫無度」難以連

結；況且若真是如此，則在「烽火戲諸侯」時，褒姒已接近五十歲，事件真實

性讓人難以信服。後世讀者顯然也注意到這個明顯的問題，因此在《東周列國

志》中便有姜后對周宣王稟告「今有先王手內老宮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懷

孕，到今四十餘年，昨夜方生一女」31之事，作為對此問題的解釋。此增飾嘗試

補足正史不通順之處，算是恰當。 

  其他增飾則往往對褒姒不公。第一，在宣王時期的童謠讖語加入「月將

升，日將沒」32，並藉太史伯陽父之口道出「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日

者人君之象，月乃陰類。日沒月升，陰進陽衰，其為女主干政明矣。」33明言

女禍亡國，後文也多稱褒姒為妖女、妖婦。第二，寫褒姒入宮後，幽王為她三

月不進申后之宮、一連十日不朝，群臣莫不嘆息而去。第三，寫褒姒仗著寵愛

                                                      
28 同上註。 
29 世一編輯部：《史記》（台南：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8 年 7 月）。 

30 瀧川資言（龜太郎）會注考證，司馬遷原著：《史記會注考證》（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頁 73。 
31 馮夢龍原著；劉本棟校注；蔡元放改撰：《東周列國志》（台北：三民書局，1999 年），頁

3。 
32 同上註，頁 2。 
33 同上註，頁 3。 



不敬申后，見面不起身迎接，平日不往朝正宮。第四，寫褒姒與奸臣虢石父、

尹球等暗通，私謀太子之位。第五，寫褒姒日夜伺申后之短，宮門內外俱有耳

目，後來也因此抓住申后錯處，篡位正宮。第六，寫褒姒自言喜聞裂繒之音，

幽王命人進彩繒百疋，使宮娥有力者裂之。第七，寫幽王為求美人一笑，出令

懸賞千金，「俗語相傳『千金買笑』，蓋本於此」34。此外，在幽王時期結束後，

亦強調「因賣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拾取清水河邊妖女，逃於褒國，此女即褒

姒也。蠱惑君心，欺凌嫡母，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國破。」35多處皆可見對褒姒的

嚴厲批判。 

  此外，在《東周列國志》中，尚有一不合理處，即「褒姒不好笑」的問

題。在第二回〈褒人贖罪獻美女，幽王烽火戲諸侯〉，褒姒與虢石父、尹球二奸

臣商議奪嗣時，明明已經「大喜」、「笑言」36，同一回中卻又寫「褒姒雖篡位

正宮，有專席之寵，從未開顏一笑」37，二者衝突。兒童版《東周列國志》無

一本提到褒姒與奸臣暗通的情節，故無此矛盾；而世一出版社不知是誤讀，或

是注意到這個衝突處而特意解釋，將此句改為「褒姒自從當了王后，就再也沒

有笑過」38，但是全文未提她本來就不喜歡笑一事，好像是以當上王后前後為分

界，性情無故劇變，讀來有些不順，反而無法精準表達原來的意思。 

  兒童版《東周列國志》少有增補，多刪節，或許是因為篇幅不宜過長的緣

故，以下列幾點分述之。 

 

（一）童謠與天意 

  《史記》中童女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東周列國志》中有熒惑

星化作紅衣小兒使眾小兒傳唱「月將升，日將沒；檿弧箕服，幾亡周國。」39華

一書局的兒童版《東周列國志》寫街邊有三兩小兒拍手合唱「叮叮咚，叮叮

咚，日西沒，月升東；蘆葦編的箭袋兒，桑樹做的弓，要把周朝戳個大窟

窿。」40刪節化作紅衣小兒的熒惑星，太史伯陽父也沒有出場解釋徵兆，但是在

宣王下令禁止販賣蘆葦箭袋和桑木弓並且回宮後，立刻聽見有個未婚懷孕四十

年的老宮女，產下一個「不祥的女嬰」，女禍之意明顯，只是讀者或許難以明白

「日西沒，月升東」的暗示。世一出版社的童謠改寫大致與華一書局相同，僅

最後一句是「要把周朝打成大窟窿」41，有稍許不同。同時，此版本亦沒有熒惑

星、太史伯陽父的出場，甚至未提到褒姒出身的神話傳說，褒姒第一次出場，

                                                      
34 同上註，頁 19。 
35 同上註，頁 22。 
36 同上註，頁 15。 
37 同上註，頁 18。 
38 世一編輯部：《東周列國志》（台南：世一書局，1988 年 7 月），頁 6。 
39 馮夢龍原著，前揭文，頁 2。 

40 鄭昆總編，曾永義審訂：《東周列國誌》（台北：華一書局，1985 年 3 月），頁 8。 

41 世一編輯部，前揭文，頁 1。 



是在河中漂流時被正被通緝而逃往褒國的男子救起，而原典中眾飛鳥環繞褒

姒，使男子認為是大貴之相進而援救的情節也被刪去。這樣的改寫使神話性驟

降，但也使褒姒的出場有點突兀，男子在慌忙逃難中，看見草蓆包順流而下便

跳下水撿拾的行為令人不解。管家琪改寫的版本42則是最貼近原典的版本，少

有改動刪節，並且對「熒惑」一詞加有解釋，讀者能比較明白。 

  華一書局與世一出版社的改寫版本，都刪掉上天命熒惑星下凡儆戒人君之

處，幽王剛登基的山川崩竭之災也被刪除，掌控君王興廢的天意無法展現，民

生困苦的社會背景亦無法被理解。 

 

（二）宜臼刁難的經過 

  原典中太子宜臼為替申后出氣，帶著數十宮女到褒姒居住的瓊臺，「不問

情由，將花朵亂摘」43，見著褒姒之後更是上前便打罵，才有後來褒姒向幽王哭

訴，太子被貶申國一事。世一出版社刪節為太子宜臼帶十數宮女至瓊臺將褒姒

「逗」出來，特意帶人毀壞宮室與玩樂般的逗弄有很大區別，原典中太子的莽

撞與盛氣凌人全然不見，雖然後文有補充「並趁著她不注意時，上前狠狠的打

了她一頓」44，但比起原典中太子罵其「賤婢」、「無名無分，也要妄稱娘娘」
45的強烈措辭，顯是溫和許多。 

 

（三）褒姒暗通奸臣，申后密信事發 

  管家琪寫到「為了討好褒姒，幽王毫無理由的廢掉申后與太子宜臼……」46

忽略了原典中申后派人送密信給申侯，卻反而抓住錯處一事。另外兩個版本的

敘述也大同小異，三個版本都沒有提到褒姒與奸臣暗通之事，但是也沒有寫到

申后派人送密信給申侯，卻反而抓住錯處一事；如此雖隱去褒姒勾結奸臣與監

視王后的心機，卻顯得幽王廢后毫無因由。 

 

（四）千金買笑 

  原典有「『千金買笑』，蓋本於此」47一句，在三家版本中皆不見。管家琪反

而寫「這就是『一笑傾城』和『一笑傾國』的典故」48，不知是否誤用《漢書‧

                                                      
42 管家琪：《東周列國誌：英雄輩出的年代》（台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1

月）。 

43 馮夢龍原著，前揭文，頁 14。 
44 世一編輯部，前揭文，頁 4。 
45 馮夢龍原著，前揭文，頁 14。 
46 管家琪，前揭文，頁 32。 
47 同上註，頁 19。 
48 管家琪，前揭文，頁 34。 



孝武李夫人傳》中李延年之作：「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49但此作也未提及「一笑傾城」、「一笑傾國」。「千金買笑」一事也是

《東周列國志》作者的想像，但千金買笑之人是幽王，而「一笑傾城」便是將

重點放在褒姒身上了。 

 

 

 

 

四、 兒童歷史故事中的褒姒 

 

  市面上有些兒童歷史故事並未言明根據的原典，這類故事的形式較多樣

化，有漫畫格式、圖解形式、仿時報形式等等。不論形式為何，既然是歷史故

事，就應該遵循正史，減少無益的改動，尤其需要在不扭曲原本的事件與人物

精神的原則下進行改寫。 

  管家琪《100 個你一定要知道的歷史故事 I》50、葛玉丹《尋訪夏商周》51、

陳金華編寫的《圖說歷史故事：先秦》52三者雖行文風格各異53，改寫的方向卻

很類似，而且皆將烽火台設置的狀況、功用解釋得很清楚；而前二者也都將西

周末年的社會動盪背景說明得很詳細，除共同提到天災狀況外，《100 個你一定

要知道的歷史故事 I》還說明了幽王昏庸、重用奸臣虢石父，《尋訪夏商周》則

提及太史伯陽父對此提出的亡國徵兆解釋，都將當代社會情況完整呈現。而三

者也有兩個共同的不當增飾，第一是幽王懸賞千金求能使褒姒一笑的方法，這

段情節來自《東周列國志》中；第二是幽王廢后、廢太子的原因是要討好褒

姒，這是作者自行的想像。 

  其中有四本兒童歷史故事明顯是以《東周列國志》為藍本，收錄許多不見

於正史，且對褒姒精神有改動的內容，甚至除了選擇《東周列國志》中的材

料，還有自行增飾者。為使各版本內容比較更清楚，以下列點分述之。 

 

（一） 吳涵碧：《吳姐姐講歷史故事》（第一冊）（臺南：中華日報社出

                                                      
49  楊家駱主編，班固原著：《新校本漢書集注并附編二種‧第五冊》（台北：鼎文書局），頁

3951。 

50 管家琪文，蔡嘉驊圖：《100 個你一定要知道的歷史故事 I》（台北：幼獅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2011 年 2 月）。 
51 葛玉丹文，趙俊成、高楊圖：《尋訪夏商周》（台北：臺灣麥克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11

月）。 
52 陳金華編寫，楊學成圖：《圖說歷史故事：先秦》（台北：大旗出版，2007 年 7 月）。 
53 《100 個你一定要知道的歷史故事 I》習慣用括弧來補充說明，但是並不必要，有些說明在刪

去括弧後可以直接融入內文中，有些說明則是作者的推測，如諸侯看到烽火卻不派人救援，作

者寫：「……各路諸侯都認為這一定又是像上次一樣是戲弄人的老把戲（也或許他們就是存心裝

傻，就是故意要這麼想的吧）……」，括弧中的說明只是作者的想像，根本不須加入，以免反而

誤導了讀者。 



版部，1986 年 3 月）。 

  不只提到正史中全無記載的「月將升，日將沒」、幽王為討褒姒一笑向全國

懸賞千金等等情節，甚至提到兒童版《東周列國志》也未提及的褒姒監視申

后、申后派人送密信被抓住一段，完全是以《東周列國志》的材料為主。 

 

（二） 彭凡：《穿越時報：夏商西周卷》（臺北：龍少年，2014 年 7

月）。 

  形式很特別，內容由仿公佈欄的文宣、插圖中的談話、仿書報體、仿書信

體呈現。在寫褒姒生平時有小瑕疵，即寫褒姒養父母是對「老夫婦」，未提到當

時他們正被通緝、在逃亡當中，而原典中也不見「老」的形容。同時，提到出

自《東周列國志》的幽王千金買笑故事。 

  此外，內文中有一封仿申后口吻的書信，其中有許多對褒姒十分偏頗的言

論，如態度高傲不把正后放在眼裡、經常詆毀申后與太子、唆使幽王廢掉申后

與太子等等。甚至寫幽王「還算明智，沒有輕信她的話」54，儼然褒姒是個滿腹

心機的禍水，而幽王只是個寵愛妃子的君王；《東周列國志》確有一段褒姒因被

太子宜臼刁難打罵，向幽王哭訴，而幽王「心下倒也明白」，只勸她「汝不朝其

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錯怪了人。」的情節55，與

此類似，或許這封書信靈感自此而來。但是，書信後文上有一段寫褒姒之子伯

服告訴幽王他被太子宜臼威脅、褒姒趁機哭哭啼啼討公道，不知出於何處，不

僅正史中沒有，小說中也沒有。 

 

（三） 劉君祖總編：《彩繪中國歷史全集》（第二冊）（臺北：牛頓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3 月）。 

  此書以漫畫的形式呈現，書中許多內容材料來源都是《東周列國志》，如幽

王千金買笑、主動進攻申國。此外，還有許多自行增飾處，如申后被賜死，如

「褒姒當了王后，更加不可一世」，還說「誰不服我，當心腦袋」，大臣們紛紛

議論「稟報大王，不如先稟報褒姒王后」56，其囂張氣焰比起《東周列國志》的

想像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而申后與太子宜臼則是徹頭徹尾的好人，受盡迫害。 

 

（四） 姜成安腳本，林震等圖：《畫說中國歷史》（第四冊）（臺北：光

復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 8 月）。 

  以漫畫形式呈現，另外每頁旁有輔以文字說明的直柱。提到《東周列國

志》中幽王為褒姒多日不朝、宜臼為申后與褒姒起衝突、褒姒愛聽手裂彩繒之

                                                      
54 彭凡：《穿越時報：夏商西周卷》（台北：龍少年，2014 年 7 月），頁 192。 

55 馮夢龍原著，前揭文，頁 14。 
56 劉君祖總編：《彩繪中國歷史全集》（第二冊）（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 3

月），頁 210-211。 



音、幽王千金買笑等情節，甚至比兒童版《東周列國志》收錄的情節更多，是

少數有寫到褒姒與奸臣勾結、籌畫讓自己的兒子當太子的版本，而且寫褒姒先

找上虢石父，處於主動的地位。而描寫太子宜臼與褒姒起衝突時，是因為褒姒

先出聲罵故意踩花的太子「狂徒」，才激怒太子動手打人，不但不見於正史，也

和《東周列國志》中太子單方面對褒姒的謾罵責打很不相同。 

 

  從上可見，未言明根據之兒童歷史故事中的褒姒，還是常被誤套上小說中

的形象；有些版本的改寫完全是以《東周列國志》為主，甚至把小說中增飾的

部分寫得比兒童版《東周列國志》更詳細，也有兒童文學家自己再增飾的部

分。 

 

 

五、 結語 

 

  由上文論述可見，兒童文學家多對褒姒不公允。兒童版《史記》大多未提

及西周末年的天災背景，少數甚至採用後世小說中的材料，些許版本對褒姒

「不好笑」的詮釋為性格古怪，卻不貼近原典又偏負面，而幽王「廢后及太

子」的經過也多有增飾，「為討褒姒的歡心」是最常見的解釋，一樣對其不公

平。兒童版《東周列國志》對褒姒偏頗的描述多承自原典，或許為縮短篇幅，

多刪節而少增補，但是刪節天災背景、太子宜臼的刁難，則間接使褒姒為西周

滅亡背負更大責任。未言明根據的兒童歷史故事對褒姒的描述則是最偏頗的，

甚至將負面情節寫得比兒童版《東周列國志》詳細，也不乏兒童文學家自己再

行增飾的部分，且增飾處大體而言都是關於褒姒的負面事蹟。改寫歷史故事固

然可以刪節，也可以有適度的增補與想像，然而應該謹記遵循史事，宜屏除偏

頗又無根據的材料。尤其，已有一些研究者提出褒姒的故事是偏頗的看法，縱

然兒童文學家不必一一考究史實中褒姒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卻也不該再將

亡國的責任強加諸其身上，甚至增飾子虛烏有的細節。 

  性別平等是現代重要的社會議題，雖然已推行相關的法令政策，但是要推

翻一個由來已久的文化觀念，尚有賴教育的配合，只有阻止環境中不自覺的、

潛移默化的渲染，才能將正確觀念傳遞給社會。然而，文學中的性別歧視不一

定能被察覺。兒童是發展中的讀者，兒童讀物不但帶給兒童樂趣，也傳遞了知

識，但當內容隱含性別不平等現象時，可能又使小讀者接受到錯誤的觀念，進

而增強了某種性別觀念。這種在無意中受到影響的觀念，容易內化，讓兒童比

較不會質疑社會中性別不公的情形。如此一來，社會中的陋習很難被革除，而

性別平等也就難以得到真正的落實。現今兒童文學家筆下的褒姒形象與作為多

有負面，很有可能無法讓小讀者認識到原典中「女禍史觀」的展現，反而認為

確實是褒姒導致了西周的滅亡，從而使紅顏禍水的不當觀念被加強傳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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