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魚 Mermaid 

外形：上半身是人（多女為性） 

      下半身是魚 

能力：愛唱歌，歌聲能迷惑人 

象徵意義/生活聯繫：看到人魚，是沉船的惡兆 

《哈利波特》中的人魚

（Merpeople） 

德國傳說中的人魚 

人魚生活在霍格沃茨魔法學校

的湖中，愛唱歌，有自己的語

言。 

人魚的歌聲給指導了參加三強

爭霸賽的哈利。 

校長鄧布利多死去後，人魚唱出

了自己的輓歌。 

源自德國傳說的美麗人魚羅蕾

萊經常會在天色昏暗的時候出

現在萊茵河畔，用她冷豔淒美

的外表以及哀怨動人的歌聲，

迷惑往來的船夫，使其分心而

失去方向，最後沉入河底。 

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zh=zh-tw&lid=45672


 

 

《哈利波特》中的人魚

（Merpeople） 

德國傳說中的人魚 



人馬 Centaur 

外形：上半身是人，包括手、頭和上身，下半身是馬，包括軀幹和四腿 

能力：不死之身，精通醫術、狩獵、音樂、占卜和天文學 

象徵意義/生活聯繫：充滿智慧和天賦的智者 

《哈利波特》中的人馬（Centa） 希臘神話中的人馬 

在小說中，人馬生活在霍格沃茨魔法

學校的禁林裡，大多粗魯、狂暴、不

講道理。 

人馬是充滿智慧和天賦的智者，精通

醫療、西洋劍、占卜和天文學，這一

點在曾擔任占卜課老師的馬人費倫

澤身上可以看出。 

常被描述為兇殘野蠻，但有一個例外，他便是凱

隆。凱隆是水仙女菲呂拉與克洛諾斯的孩子。水

仙女無法接受凱隆樣貌，請宙斯將自己變成菩提

樹，拋棄了凱隆。 

凱隆以和善及智慧著稱，他從天神阿波羅和阿緹

蜜絲學習了音樂、醫術、狩獵...等各種技藝，

後來成為多位希臘英雄的導師。 

海克力斯在一次追殺半人馬強盜的過程中誤傷

了他的老師凱隆，那支箭穿過一個半人馬強盜的

身體，射中了後面凱隆的膝蓋。 

浸泡了九頭蛇許德拉毒血的箭傷，疼痛的難受超

過死亡。凱隆決定與當時被宙斯綁在高加索山上

受刑的普羅米修斯交換，放棄永生，讓普羅米修

斯恢復自由，使兩方都得以解脫。後來凱隆被宙

斯升上天空，成為人馬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4%BB%99%E5%A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4%BB%99%E5%A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B%E6%B4%9B%E8%AB%BE%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4%BB%99%E5%A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4%E4%BB%99%E5%A5%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A%E4%BA%BA%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B8%E5%BE%B7%E6%8B%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A%A0%E7%B4%A2%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9%A9%AC%E5%BA%A7


  
《哈利波特》中的人馬（Centa） 希臘神話中的人馬 
 



人面獅身怪獸 Sphinx 

外形：人面，獅身 

能力：懂人話，有高智慧，喜愛猜謎及拼圖 

象徵意義/生活聯繫：智慧和知識的象徵 

《哈利波特》中的斯芬克斯

（Sphinx） 

埃及神話中的斯芬克斯（Sphinx） 

在小說中，斯芬克斯是一種人頭獅身動

物。一千多年來，它一直被巫師們用來

守護他們的珍貴物品和秘密處所。 

斯芬克司是一種非常聰明的動物，喜歡

謎語和字謎。它通常只是在它看守的東

西受到威脅時才變得很危險。 

哈利參加的三強爭霸賽中遇到了看守獎

杯的斯芬克斯，需要猜出斯芬克斯的謎

語才能通過，哈利成功猜出其蜘蛛字

謎，取得了獎杯。 

最初源於古埃及神話，是長有翅膀的怪物，通

常為雄性，當時傳說中有三種斯芬克斯——人

面獅身、羊頭獅身和鷹頭獅身。 

在希臘神話中，赫拉派斯芬克斯坐在忒拜城附

近的懸崖上，攔住過往的路人，用繆斯所傳授

的謎語問他們，猜不中者就會被牠吃掉，這個

謎語是：「什麼動物早晨用四條腿走路，中午

用兩條腿走路，晚上用三條腿走路？腿最多的

時候，也正是他走路最慢，體力最弱的時候。」

伊底帕斯猜中了正確答案，謎底是「人」。斯

芬克斯羞愧萬分，跳崖而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AA%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7%B9%E9%A0%AD%E7%8D%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B%E6%8B%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9%86%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84%E7%8B%84%E6%B5%A6%E6%96%AF


 

 

《哈利波特》中的斯芬克斯

（Sphinx） 

埃及神話中的斯芬克斯

（Sphinx） 

 

 



地獄犬 Cerberus 

外形：傳說它有 50個頭，還長著蛇的尾巴，脖子上盤繞著毒蛇 

能力：看守地獄入口的惡犬，狂吠時從嘴裡噴出毒液 

象徵意義/生活聯繫：為了討好地獄犬，古希臘人在死者棺材裡

放一塊蜜餅，希望死人可以把這塊餅送給惡犬 

《哈利波特》中的三頭犬路威

(Fluffy) 

希臘神話中的地獄犬刻耳柏洛

斯(Cerberus) 

路威是海格從一個希臘人手裡

買來看守魔法石的三頭巨犬。 

主角三人通過音樂，催眠了路

威從而進入活板門的。 

三頭巨犬的典故是出自希臘神話的

地獄犬刻耳柏洛斯(Cerberus) ，它

是看守冥界入口的惡犬。 

阿耳戈船英雄中的俄爾浦斯，他為了

把死去的妻子從冥界帶回而進入地

府，用美妙的歌聲使地獄犬入睡，因

而得以走出冥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B%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BA%E6%9D%90


 
 

《哈利波特》中的三頭犬路威

(Fluffy) 

希臘神話中的地獄犬刻耳柏洛

斯(Cerberus) 

 

 

 

 

 
海妖美杜莎 Medusa 



外形：有金色雙翼的蛇髮女人，長有如野豬的獠牙 

能力：直望美杜莎雙眼的人都會變成石像 

      左翅血管中的血是致命毒藥，右翅血管中的血能起死回生。 

象徵意義/生活聯繫：有「極度醜陋的女子」之含意 

《哈利波特》中的蛇怪（Basilisk） 希臘神話中的美杜莎 Medusa 

是看守斯萊特林密室的怪物，被其眼

睛看到的生物立即會變成石頭。幸好

所有被石化的人都是透過玻璃或者

鏡子看到蛇怪，所以他們沒有死，還

可以救活。 

美杜莎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女妖。她父親是

福耳庫斯，母親則為海妖刻托。 

她雖為海神波塞冬所愛，但卻激怒了智慧女

神雅典娜，雅典娜把美杜莎的那頭秀髮變成

了無數毒蛇。美女因此成了妖怪，更可怕的

是，她的兩眼閃著駭人的光，任何人只看她

一眼，便會立刻變一塊大石頭。 

後來，美杜莎後被珀爾修斯成功砍下她的頭

顱，裝在特製的皮囊中，隨後飛上天空，但

遭遇狂風，在經過利比亞沙漠時，皮囊不小

心傾斜一下，美杜莎頭顱上滴下的一點點鮮

血落到地上，變成各型各色的毒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8%80%B3%E5%BA%93%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BB%E6%89%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6%AF%94%E4%BA%9A%E6%B2%99%E6%BC%A0


  
《哈利波特》中的蛇怪

（Basilisk） 

希臘神話中的美杜莎 Medusa 

 



鷹馬 Hippogriff 

外形：有著馬的身體、前腿和尾巴 

      牠的後腿、翅膀和頭卻像一隻大老鷹， 

      有鋼青色鳥喙和大而明亮的橘色眼睛。 

能力：善于飛行絕跡，能飛至萬丈高空 

象徵意義/生活聯繫：作為奇蹟或愛情的象徵 

《哈利波特》中的鷹馬 神話中的鷹馬 
個性非常的驕傲且容易生氣，當接近

牠時，需要先行鞠躬，然後靜靜地等

待牠的回應，並持續注視著牠的眼

睛，表示你沒有惡意，若鷹馬回禮就

表示對方可靠近並撫摸牠。海格也有

一隻鷹馬作為寵物，牠名叫巴嘴

（Buckbeack） 

是西方的神話生物，是獅鷲和

母馬雜交的後代。鷹馬十分稀

有，因為獅鷲向來鄙視馬類，

它們的結合絕不尋常。 

中世紀的傳說中提及，鷹馬不

多，但只要出現，一般都是作

為騎士或巫師的寵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7%E8%BF%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6%83%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A9%B1%E7%94%9F%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A%91%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B%E5%B8%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0%E7%89%A9


  
《哈利波特》中的鷹馬 神話中的鷹馬 

 

 



獨角獸 Unicorn 

外形：修長的白馬，額前有一隻螺旋角 

能力：獨角獸的角有解毒功能，更可起死回生 

      血液也有治病、甚至起死回生的能力，不過只要喝下其

血液，就玷污了這純潔的生物，會得到詛咒。 

象徵意義/生活聯繫：代表高貴、高傲和純潔 

《哈利波特》中的獨角獸 神話中的獨角獸 
毛色非常潔白，血液有銀白色的光

澤。據說只要喝下獨角獸的血就能保

住性命，得到永生，然而該人將永遠

受到詛咒，而佛地魔就為了延續生命

而喝下獨角獸的血。 

此外，獨角獸的鬃毛也是製作魔杖的

材料，一些魔藥也會用到獨角獸的

角。 

中世紀的神話傳說中，獨角獸自

由地徜徉在山間野外，它們對人

類十分友好。在一些故事中，單

純善良的獨角獸往往被少女所吸

引，陷入可怕的圈套，被斬下它

那神奇的角，失去魔力的獨角獸

只能聽由獵人無情的宰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8%B4%B5/671555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8%96%E7%BA%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8%A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7%B1%BB


 
《哈利波特》中的獨角獸 神話中的獨角獸 



精靈 Elf 

外形：像人，耳朵尖長，漂亮美麗 

能力：喜歡玩把戲及玩樂，不特別在意結果 

《哈利波特》中的家庭小精靈

（House-elves） 

北歐神話中的精靈（Elf） 

是顯赫巫師家庭的精靈，主要是服侍該

家庭。他們約 2-3英尺高，有細長的四

肢，蝙蝠般的耳朵，較大的頭部和眼睛，

並可發出高音尖厲的聲音。 

牠們不能不聽主人的話，所以每當不能

完成主人吩咐的事時，牠們就會以一些

方法處罰自己。 

家庭小精靈的主人可以給他們一件衣物

來讓他們重獲自由，例如多比的襪子。 

家庭小精靈擁有的魔法只用於為主人服

務，但牠的所有魔法從未完全披露。 

 

許多精靈被描繪成高大而且美麗無比，但是

有時候也被歸類為「小人兒」或妖精，身材

比較瘦小，有的背上長有昆蟲翅膀。 

精靈最早源於北歐神話。北歐神話中第一位

巨人是伊米爾（Ymir）。但是神族和巨人族

互相看不對眼，主神奧丁殺死了伊米爾，然

後用伊米爾的屍體創造了世界。而傳說中屍

體上的蛆便被神賦予人形，就是精靈（北歐

語為「Alfar」），向光面的蛆變為光精靈，

與甘露、陽光與大地果實之神弗雷住在

Alfheim（意思便是「精靈國度」）；陰暗面

的蛆則變成黑暗精靈，住在地底下。 

在神話故事中，許多精靈似乎沒什麼道德標

準，他們喜歡玩把戲及玩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BE%E9%9D%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6%E8%9F%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C%A7%E7%A5%9E%E8%AF%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4%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6%AD%90%E8%AA%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C%97%E6%AD%90%E8%AA%9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98%E9%9C%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D%E5%85%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C%E5%AF%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9%9B%B7


  
《哈利波特》中的家庭小精靈

（House-elves） 

北歐神話中的精靈（El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D%90


巨人（Giants） 

外形：高大異常，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將他們敘述寫成可怕、貪

婪、食人且又愚昧的怪物。 

男性大多外貌醜陋，女卻是美貌驚人 

能力：擁有驚人力氣與食量 

《哈利波特》中的巨人 北歐的神話中的巨人 

是哈利波特的世界裡的一種身

型龐大的人類物種，他們的身

高約 20-25英尺之間，非常高

大，卻非常愚笨。皮膚類似於

犀牛皮，能對魔法攻擊作有限

的抵禦。他們的社會被一個稱

為 Gurg的人寬鬆地規管。 

巨人（Giants）是北歐神話多神系統中

的其中一個。 

巨人是伊米爾（Ymir）是最早的生命，

誕生自冰與火之間，他身上變出了智慧

巨人密米爾（Mimir）和女巨人貝斯特拉

（Bestla）。後來生出的諸神包爾和女巨

人貝斯特拉生下了主神奧丁（Odin）。但

巨人族和諸神相當不合，挑起戰火，巨

人族戰敗，剩下的巨人逃走，對諸神抱

持著恨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8%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F%86%E7%B1%B3%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6%96%AF%E7%89%B9%E6%8B%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6%96%AF%E7%89%B9%E6%8B%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6%96%AF%E7%89%B9%E6%8B%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4%B8%81


 

  
《哈利波特》中的巨人 北歐的神話中的巨人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AD%90


地精 Gnome 

外形：身材矮小，頭戴紅色帽子，身穿伐木衣 

能力：經常在地下活動 

象徵意義/生活聯繫：歐美的家家戶戶皆有地精造型的裝飾品。地精

也被視為代表土的元素四精靈之一，不僅可鎮宅平安、還可招財。 

《哈利波特》中的地精 歐洲的傳說中的地精 
地精被形容為一種居住在花園地底的一種

生物。他們身高可達一英尺，擁有似馬鈴薯

的外表、牙齒鋒利、渾身毛髮。 

地精生活在被稱為「地精洞」的地下洞穴

中，並在那裡不斷挖掘，吃植物的根，讓地

面上布滿小土堆和坑洞。 

他們的智商不高，每當有人類要清除他們的

時候就會聚集一起湊熱鬧，結果就被人扔到

花園外，而他們通常都會找不到路回家。 

地精唾液有許多不同尋常的好處比如突然

增加一個人的創造力。 

地精（Gnome）是一種在歐洲的

傳說中出現的妖怪，身材矮

小，頭戴紅色帽子，身穿伐木

衣，經常在地下活動，成群結

隊出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7%B4%A0%E7%B2%BE%E9%9D%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88%B4%E8%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9%88%B4%E8%96%AF
https://harrypotter.fandom.com/zh/wiki/%E5%9C%B0%E7%B2%BE%E5%94%BE%E6%B6%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6%B4%B2


 
 

《哈利波特》中的地精 歐洲的傳說中的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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