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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看東坡－蘇詞「醉」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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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東坡詞作多樣風貌，俱都可圈可點，自成一格。實因才情多向，加上歷練深刻、豐富，故

能表現多樣的藝術風格。詞作雖有不同風貌，或剛或柔，也都迥異於他人。因為他在意象的選

擇和運用上，有其與眾不同又引人入勝的效果。為了解釋東坡風格的獨特，本文擬就其用字的

意象，進行語意的隱喻思維分析，試圖從他用字的特別用法，做另一面相的解釋。由於在較籠

統的歸納中，他被奉為豪放詞派的代表，所以本文即以豪放風格中，最顯豪氣的字眼─醉，作

為切入分析的代表，亦即以「醉」字看東坡。 

關鍵詞：東坡詞，醉，構詞，隱喻思維 

 

Knowing Dongpo Through the Word “Dr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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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etry of Dongpo is diverse in style, all his works being excellent and each having its own 

style.  This diversity is due to his brilliance, exceptional talent, and profound life experiences.  All 

his works, whether strong or soft in style, are unique.  His choice and application of images achieve 

extraordinarily fascinating effec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ain the uniqueness of Dongpo’s style by analyzing the 

metaphoric word meanings as well as character images in an attempt to explicate his special usage. 

     Dongpo’s conception of representation is generally bold and unconstrained.  Therefore, the 

word “drunk,” which most clearly reveals the heroic spirit in his bold style works, was selected for 

representative analysis, i.e., to know him through this word. 

Key Words: Dongpo, drunk, word building, the metaphor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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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個能兼長詩文書畫與道德學問的奇才，古來少有，而

蘇東坡就是這樣具備全方位藝能與性靈的奇才。他也是我國

成就非凡的詞人之一，他的詞比詩文表現了更大的藝術獨創

性，在詞學史上擁有特殊的評價和地位。一般詞評家都認為

東坡對詞境的擴展貢獻卓著，他「以詩為詞」的創作手法，

使詞邁入「文人詞」的新時代，擴大了詞的題材，提高了詞

的意境，詞的地位和影響也得到了提升和拓展。東坡是個活

潑且殷勤實踐的大作家，在他豐富的人生經歷中，以獨特橫

溢的才華、豐富澎湃的情感與高曠清遠的境界，成就了千年

不衰、穿越時空仍能輕易對人喚醒感受的東坡詞。 

  為什麼東坡詞具有如此長久的藝術魅力，歷經千載還能

深深扣人心弦？文學和人類所有文化現象一樣，都是一個符

號系統，其「所指」的一面可由作品的內容、象徵、作者的

生平與寫作背景等文學思考的角度來探討，而「能指」的一

面則必須依賴語言結構的分析才能呈現。對於東坡詞的藝術

成就，前人多在「所指」的一面大作文章，「能指」的一面

往往被忽略。傳統詞學的論著中，顯而易見的語言形式也常

是被忽略的項目，在「語之所貴者，意也」（《莊子‧外篇‧

天道第十三》）的傳統概念下，成了隱形的存在。於是，詞

評、詞論都偏向「以虛靈詞彙解釋抽象感受」的發表，在審

美經驗的傳遞上，常流於主觀而難以確認。然而，語言是文

學的第一要素，沒有語言也就沒有文學。本文即由此角度切

入，運用語言風格學的理論與方法，透過詞彙結構與語法的

分析，以探討東坡詞在語言運用上的風格特色。 

  東坡詞作的多樣風貌，俱都可圈可點，自成一格。實因

才情多向，加上歷練深刻、豐富，故能表現多樣的藝術風格。

詞作雖有不同風貌，或剛或柔，也都迥異於他人。因為他在

意象的選擇和運用上，有其與眾不同又引人入勝的效果。為

了解釋東坡風格的獨特，本文擬就其用字的意象，進行語意

的隱喻思維分析，試圖從他用字的特別用法，做另一面相的

解釋。由於在較籠統的歸納中，他被奉為豪放詞派的代表，

所以本文即以豪放風格中，最顯豪氣的字眼－醉，作為切入

分析的代表，亦即以「醉」字看東坡。 

 

二、「醉」字本義考 

  關於「酒」字，茲查《說文》，並按《漢語大字典》（中

研院語言所「搜詞尋字」語庫查詢系統）和教育部《國語辭

典》（教育《國語辭典》）所載，「醉」與飲酒有關，其字

義有： 

（一）飲酒適量 

  《說文‧酉部》：「醉，卒也。卒其度量，不至於亂也。」

三國蜀諸葛亮《誡子書》：「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

醉，無致迷亂。」 

（二）飲酒過量，神志不清 

  《說文‧酉部》：「醉，一曰酒潰也。」清桂馥《說文

段注鈔案》：「潰者亂也。」《詩‧小雅‧賓之初筵》：「賓

既醉止，載號載呶。」孔穎達疏：「賓既醉於酒止，於是則

號呼，則讙呶而唱叫也。」 

（三）沉迷；陶醉 

  《莊子‧應帝王》：「列子見之而心醉。」郁達夫《游

白岳齊雲之記》：「人為花氣所醉，渾渾然似在做夢。」 

（四）昏憒，糊塗 

  《正字通‧酉部》：「醉，凡昏昧不反曰醉。」《楚辭‧

漁父》：「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 

（五）以酒浸物 

  《說文‧酉部》：「醉，一曰酒潰也。」段玉裁注曰：

「潰當為漬之誤，若今醉蟹、醉蝦之類。」《儒林外史》第

二十八回：「堂官上來問菜，季恬逸點了一賣肘子，一賣板

鴨，一賣醉白魚。」清李漁《閒情偶寄‧飲饌部》：「甕中

取醉蟹，最忌用燈。」 

（六）通「悴」。憔悴 

  《大戴禮記‧文王官人》：「自事其親，好以告人，乞

言勞醉而面於敬愛。」盧辯注：「醉，言悴也。」。 

  所以，「醉」原為飲酒適量，延伸為飲酒過量以致神志

不清，進而轉喻為以酒浸漬的食物。又隱喻為沉迷、迷戀的

意思。 

  其實，自古以來，中國的養生書和醫藥著作，都視酒為

重要的食材和食療方式，而酒有提神活血、舒緩筋骨的功

效，老人筋力衰疲，得酒能立即振發；適量的酒能加速血液

循環，促進新陳代謝，增強消化力和免疫力，所以對老年人

養生很有助益。（何滿子，1999，頁 59） 

  但何謂「飲酒適量」呢？按現代神經醫學和醫藥化學的

研究，酒內的酒精即乙醇，可能是世界最古老的藥物（參考

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網站之〈小小神經

科 學 網 〉 網 頁 http://www.dls.ym.edu.tw/neuroscience/ 

alco_c.html 及香港〈動感健康教育〉網站 http://healthed.cs. 

cityu.edu.hk）。數千年來，發酵的穀類，果汁與蜂蜜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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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製造酒精。酒精會抑制中樞神經系統，造成使用者的視覺

與聽覺障礙，降低注意力與判斷力，的確會令人「神志不

清」，其影響程度與體內的酒精濃度成正比。其如何影響人

體，還可視幾個因素而定，包括：年齡，性別，身體狀況，

攝取量。照這四個因素，所謂的飲酒「適量」，實相當具有

個別差異性。也就是說，同品質、同濃度的一杯酒，有的人

喝了便意識模糊、手腳不聽使喚；有的人卻像喝普通的飲

料，身體沒有異狀。即便如此，為了維護交通安全的路檢酒

測，還是需要以一個絕大多數人的安全數值為標準。 

  酒精對人體的影響概分三種程度，如表 1。 

  基於對酒精反應的身體經驗，根據現代辭典的義項，人

們使用「醉」字的語意認知圖試擬如圖 1。其中標「隱喻」

者，是因其相似性，兩者原無關聯；標「轉喻」者，是因其

相臨性，常見的是具體轉抽象、全體轉部分特徵。由圖 1

延伸的層次多寡來看，「醉」字因飲酒過量而神志不清的詞

義，是較具有語義延伸功能的用法。除了轉喻為「以酒浸漬

的食物」之外，更可隱喻為與飲酒無關的「昏憒、糊塗」，

進而更隱喻為對人、事、物的「沉迷」。這條延伸線將提供

文學創作極豐富的隱喻依據。 

 

三、東坡詞中「醉」的構詞分析 

  素來討論東坡詞擇調、行韻、用語的論文很多，本文擬

先從東坡詞用語中的詞彙結構，特別是含有「醉」字的詞彙，

觀察他用詞的獨特風格。本文依龍榆生（1983）的《東坡樂

府箋》為底本，再配合《蘇軾六大學習網－蘇軾詞集綜合檢

索 系 統 》 （ http://cls.hs.yzu.edu.tw/su_shih/su_thing/tst/ 

bd_srch.htm）檢索東坡詞中，含有飲酒相關的字，如「酒」、 

 

表 1. 不同酒精濃度對人體的影響 

劑量 低 中 高 

人 

體 

反 

應 

肌肉放鬆 

降低緊張 

抑制力降低 

無法集中精神 

身心反應緩慢 

降低了協調能力 

說話吃力 

產生昏眩 

情緒改變 

 

麻痺腦部神經 

影響視、聽覺 

反應遲鈍 

肌肉失去控制能力 

口齒不清 

大小便失禁 

血壓及體溫下降 

昏迷、嘔吐 

呼吸停頓、困難 

失去知覺 

休克、死亡 

醉

祭而神享之

以酒浸漬的食物 

飲酒過量，神志不清。 

本義 

本義 

轉喻 
隱喻 

飲酒適量 

本義 

隱喻 
入迷 

憔悴 

昏憒、糊塗 

假借 

 
 

圖 1.「醉」之字義隱喻延伸圖 

 

「醉」、「尊」、「杯」、「壺」等字的詞句，可以看到東坡對飲

酒活動的著墨，統計數量如表 2。 

  在龍榆生（1983）的《東坡樂府箋》和《蘇軾六大學習

網─蘇軾詞集綜合檢索系統》中，均未收錄《醉落魄》（醉

醒醒醉），故本文不處理這闋詞。檢索結果中，「醉」字出現

的詞句數為七十七，但「醉」字出現七十八次，乃因《漁父》

（四首之三）的「酒醒還醉醉還醒」，同一句中出現兩次「醉」

字之故。 

  含有「醉」字的詞句中，按詞的內部結構關係分類，可

分為主謂結構、謂補結構1、動賓結構、偏正結構四類。 

（一）主謂結構 

  含有「醉」字的詞句中，按詞的內部結構關係分類，其

中主謂結構有十句，十一例（表 3）。 

 

表 2. 東坡詞中酒、醉、尊、杯、壺諸字使用頻率比較 

飲酒類 酒 醉 尊 杯 壺 

闋數 83 71 36 13 10 

詞句數 91 77 36 15 10 

字數 91 78 36 15 10 
 

                                                 
1 關於構詞法的分類，一般分為並列、主從、動賓、動補、主謂五類（竺

家寧，1999，頁 140；潘允中，1989，頁 35；程祥徽、田小琳，1995，
頁 284）。其中，「動補」的說法還有其他說法，如史存直、劉月華、

潘文娛、故韡說「補充式」（史存直，1989，頁 95；劉月華、潘文娛、

故韡，2004，頁 9）、胡裕樹說「後補詞組」（胡裕樹，1992，頁 344）、

張志公、劉蘭英和孫全洲說「謂補詞組」（張志公、劉蘭英和孫全洲

主編，1990，頁 103）、錢玉蓮說「補充型」（錢玉蓮，2006，頁 74）。

蓋補語是位於動詞或形容詞後，主要對動詞或形容詞進行補充說明的

成分（劉月華等人，頁 301），而動詞和形容詞的主要功能是作謂語，

所以本文採張志公的「謂補」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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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含「醉」字的主謂結構類 

詞句 出處（詞牌名） 構詞法 「醉」的詞性

酒無多少醉為期 漁父（四首之一） 主謂 名詞 

拍手欲嘲山簡醉 瑞鷓鴣 主謂 動詞 

我醉歌時君和 水調歌頭 主謂 動詞 

自引壺觴自醉 哨遍 主謂 動詞 

我醉拍手狂歌 念奴嬌 主謂 動詞 

漁父醉  漁父（四首之二） 主謂 動詞 

玉簪犀璧醉佳辰  浣溪沙 主謂 動詞 

羞顏未醉已先赬 浣溪沙 主謂 動詞 

城上亭臺遊客醉 木蘭花令 主謂 動詞 

酒醒還醉醉還醒 漁父（四首之三） 主謂 2 動詞 
 

  主謂結構中，「醉」作名詞主語的，僅有「醉為期」，

其他都作動詞謂語。「醉為期」是運用了實體隱喻的思維，

將抽象的「醉」，當作具體的名詞，如同可期待的目標（醉

為期）。 

  「醉」作不及物動詞時，自然後面不需再接受詞，所以

無論是「山簡醉」、「我醉」或「遊客醉」，語意皆已完整。 

  值得一提的是《浣溪沙》的「玉簪犀璧醉佳辰」運用了

擬人手法，原詞為： 

入袂輕風不破塵。玉簪犀璧醉佳辰。一番紅粉為誰新。 

團扇不堪題往事，柳絲那解繫行人。酒闌滋味似殘春。 

  「玉簪犀璧」何以會「醉」？應是東坡筆下的人物，在

輕柔的風中，趁著好時光優雅地拿玉簪搔頭、取犀璧梳妝打

扮，這樣與風一樣輕柔的動作，像喝酒醉而微醺的人，動作

遲滯的模樣，進而被隱喻成「醉」，其動作的緩慢與悠閒便

可得知了。 

  其中，《漁父》（四首之三）的「酒醒還醉醉還醒」，

同一句中出現兩次「醉」字，卻是分別屬於兩個省略主語之

主謂結構「酒醒還醉」、「醉還醒」的連動動詞之一。連續

動詞的表現方式，不僅指動作的連續，其所呈現的動感與動

作的能量，也更顯出作者的豪邁氣勢。 

（二）謂補結構 

  含有「醉」字的詞句中，按詞的內部結構關係分類，謂

補結構有十例（表 4）。謂補結構指〈謂語+補語〉的形式，

謂語包括動詞和形容詞。 

  正補結構中，「醉」作形容詞中心語的有 ABB 式的「醉

厭厭」，「厭厭」作「醉」的補語，以補充說明醉的程度或

狀況。類似的構詞在現代漢語有「醉醺醺」，閩南語也有「醉 

表 4. 含「醉」字的謂補結構類 

詞句 出處（詞牌名） 構詞法 「醉」的詞性

使君留客醉厭厭 江城子 謂補 形容詞 

便使尊前醉倒 虞美人 謂補 動詞 

坐客無氈醉不知 南鄉子 謂補 動詞 

醉倒須君扶我 水調歌頭 謂補 動詞 

若須待醉了方開解時* 無愁可解 謂補 動詞 

不惜玉山拚醉倒 木蘭花令 謂補 動詞 

欲向東風先醉倒 減字木蘭花 謂補 動詞 

休辭醉倒 減字木蘭花 謂補 動詞 

醉揚州 江城子 謂補 動詞 

醉慢雲鬟垂兩耳 減字木蘭花 偏正 動詞 

註：*此闕詞一說另有其人。本文姑不論真實作者是否為東坡，僅

以檢索系統的資料為依據。 

 

茫茫」，此乃形容詞的重疊式，其生動的形象感和表意功能，

顯而易見。 

  其他有「醉倒」、「醉不知」和「醉了」，都是後者作

補語，以說明「醉」的程度。「醉了」的「了」字，則是醉

到「完全」的程度，是修飾醉的副詞，所以也是「醉」的補

充說明。由此可知，東坡常有醉到站不住而倒下去的程度，

或醉到不省人事的「不知」的經驗。 

  此外，「醉揚州」即「醉在揚州」。「醉」本為不及物

動詞，但隱藏的介詞「在」，使「揚州」成了賓語，所以「在

揚州」形成了一個介詞詞組，放在動詞「醉」的後面，成為

「醉」的補語，以說明發生動作的處所。 

  「醉慢雲鬟垂兩耳」的「醉慢」，原本歸類在偏正結構

（副詞＋形容詞）的構詞方式。但，以副詞功能的「醉」接

形容詞「慢」的組合，對讀者著實產生理解上的障礙。雖然

說，東坡對「醉」字的用法很自由，創意使用的空間很大，

可以不受它原義作動詞或形容詞的限制。但是，文學家的自

由也須奠基在使用語言者所能接受的共同心理上。所以，若

以「醉慢」的「醉」為副詞，再接形容詞「醉」，雖然也可

視為東坡式的新造之詞，但理解上有障礙，而且表意效果不

佳，之後也不再有此用法，所以「醉慢」不宜以偏正結構看。 

  若改以變換語法來解析原句，將原句解讀為「醉雲鬟慢

垂兩耳」，則語意非常清楚，形像感亦歷歷在目。所以本文

就此推論，由於詞是音樂性很強的文體，東坡為了音樂的音

節而調整成「醉慢雲鬟垂兩耳」，這是十分可以理解的。亦

即不改前的「醉雲鬟慢垂兩耳」，其節奏為三字二字二字，

改成「醉慢雲鬟垂兩耳」，其節奏變為二字二字三字。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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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慢」可視為「醉之使慢」的謂補結構。 

（三）動賓結構 

  含有「醉」字的詞句中，按詞的內部結構關係分類，謂

補結構有兩例（表 5）。動賓結構指〈動詞+賓語〉的形式。 

  前兩句，「醉」都當名詞，作前面動詞的受事者。「是

醉」是判斷句，「生醉」則又是一隱喻2的手法，以「醉」

是一種可具體產生的產物，即以具體代抽象（無愁可解）的

原詞是： 

光景百年。看便一世。生來不識愁味。問愁何處來。更開解

箇甚底。萬事從來風過耳。何用不著心裡。你喚做、展卻眉

頭。便是達者。也則恐未。○ 此理。本不通言。何曾道歡

遊。勝如名利。道即渾是錯。不道如何即是。這裡元無我與

你。甚喚做、物情之外。若須待醉了。方開解時。問無酒、

怎生醉。（蘇軾六大學習網－蘇軾詞集綜合檢索系統） 

  原詞不僅將「醉」具體化，也把名詞「酒」給擬人化了。

也就是說：酒為醉之母，醉是酒所生。當然，醉也擬人化了。

「醉」如何生？須是「酒」加上人的肉身，然後生在人體中。

所以說，「無酒」就不能生「醉」。但整句都不提真正會發

生「醉」現象的「人」，卻只在「酒」與「醉」之間編排因

果關係。這種避重就輕的隱喻手法，更突顯了「人」的不得

已和無奈，耐人尋味的意境就由此而生。 

（四）偏正結構 

  含有「醉」字的詞句中，按詞的內部結構關係分類，偏

正結構有五十五例（表 6）。偏正結構指〈修飾語＋中心語〉

的形式，其詞性的組合有〈形容詞、數量詞＋名詞〉、〈形

容詞＋方位詞〉、〈副詞＋形容詞〉、〈副詞＋動詞〉等，

此類型的結構最豐富。 

  這類結構的詞語有下列不同的詞性組合。 

1. 這類構詞法中，最典型的當然就是〈形容詞＋名詞〉，

即以「醉」為形容詞，形容喝酒過多而神志模糊的樣子，

它有很強的構詞力，能與許多名詞有效地結合，而這也

是「醉」字本身具有的功能。如：醉翁、醉叟、醉客、 

 

表 5. 含「醉」字的動賓結構類 

詞句 出處（詞牌名） 構詞法 「醉」的詞性

渾教是醉 滿庭芳 動賓 名詞 

怎生醉 無愁可解 動賓 名詞 

                                                 
2 指認知語言學上的「隱喻」。此「隱喻」包括傳統修辭學說的「譬喻」、

「借代」和「比擬」。（曹逢甫、蔡立中、劉秀瑩，2001）。 

表 6. 含「醉」字的偏正結構類 

詞句 出處（詞牌名） 構詞法 「醉」的詞性 
玉顏醉裡紅潮 西江月 偏正 名詞 

醉中還許攬桓鬚 浣溪沙 偏正 名詞 
夢中了了醉中醒 江城子 偏正 名詞 

惟翁醉中知其天 醉翁操 偏正 名詞 

醉裡無何即是鄉 十拍子 偏正 名詞 
醉裡卻尋歸路 漁父（四首之二） 偏正 名詞 

醉中吹墮白綸巾 好事近 偏正 名詞 

一自醉中忘了 雨中花慢 偏正 名詞 
醉客各西東 菩薩蠻 偏正 形容詞 

醉臉春融 采桑子 偏正 形容詞 

道逢醉叟臥黃昏 浣溪沙 偏正 形容詞 
垂白杖藜抬醉眼 浣溪沙 偏正 形容詞 

醉夢昏昏曉未蘇 浣溪沙 偏正 形容詞 

醉臉輕勻襯眼霞 木蘭花令 偏正 形容詞 
醉翁嘯詠 醉翁操 偏正 形容詞 

醉翁去後 醉翁操 偏正 形容詞 

認得醉翁語 水調歌頭 偏正 形容詞 
波同醉眼流 南歌子 偏正 形容詞 

點筆袖沾醉墨 西江月 偏正 形容詞 

佳人猶唱醉翁詞 木蘭花令 偏正 形容詞 
醉夢尊前 減字木蘭花 偏正 形容詞 

醉霞橫臉 哨遍 偏正 形容詞 

醉鄉路穩不妨行 哨遍 偏正 形容詞 
芳時偷得醉工夫 南鄉子 偏正 形容詞 

我欲醉眠芳草 西江月 偏正 副詞 

奏曲醉留連 戚氏 偏正 副詞 
猶在江亭醉歌舞 木蘭花令 偏正 副詞 

醉歸江路野梅新 浣溪沙 偏正 副詞 

醉漾輕舟 點絳脣 偏正 副詞 
曾醉離歌宴 一斛珠 偏正 副詞 

醉倚闌干風月好 減字木蘭花 偏正 副詞 

醉笑陪公三萬場 南鄉子 偏正 副詞 
傾蓋相逢拚一醉 蝶戀花 偏正 動詞 

佳人半醉 水龍吟 偏正 動詞 

何辭更一醉 滿江紅 偏正 動詞 
他時一醉晝堂前 南歌子 偏正 動詞 

綠髮蒼顏同一醉 定風波 偏正 動詞 

回首送春拚一醉 蝶戀花 偏正 動詞 
別酒勸君君一醉 蝶戀花 偏正 動詞 

相逢一醉是前緣 鵲橋仙 偏正 動詞 

相逢一醉是前緣 浣溪沙 偏正 動詞 
但一回醉 行香子 偏正 動詞 

坐中人半醉 臨江仙 偏正 動詞 

我已為君德醉 西江月 偏正 動詞 
午醉未醒紅日晚 蝶戀花 偏正 動詞 

好將沈醉酬佳節 少年遊 偏正 動詞 

羽觴沈醉 水龍吟 偏正 動詞 
竹溪花浦曾同醉 虞美人 偏正 動詞 

冷落共誰同醉 永遇樂 偏正 動詞 

夜飲東坡醒復醉 臨江仙 偏正 動詞 
此會應須爛醉 醉蓬萊 偏正 動詞 

持杯月下花前醉 虞美人 偏正 動詞 

卻記花前醉 永遇樂 偏正 動詞 
已拚花前醉 虞美人 偏正 動詞 

拚沈醉 失調名 偏正 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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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臉、醉眼、醉墨、醉霞、醉夢、醉鄉、醉工夫。 

  由上可知，與之結合的名詞，從實體的「翁」、「叟」、

「客」指具體的人位，到半抽象的「醉臉」（臉上表情）、

「醉眼」（眼神）、「醉墨」（拿墨的動作），且「醉霞」

的「霞」還是眼睛看得到的，雖是具體的名稱，「醉」的感

覺卻是抽象感覺的。再到「醉夢」、「醉鄉」、「醉工夫」，

所指的是更抽象的名詞。這一方面是「醉」字的造詞能力強，

另一方面也是東坡在「醉」字使用上的靈活與多樣。 

2. 「醉」＋方位詞「中」、「裡」的結構，即以作名詞的

「醉」結合了名詞性的方位詞，所以「醉中」就是「醉

之中」，「醉裡」就是「醉的裡面」。這也是運用了實

體隱喻的思維，將抽象的「醉」，視為一個有限制範圍

的容器，所以說「醉中」、「醉裡」。在這容器中（醉

中）「還許攬桓鬚」、會「醒」、會「知其天」、可以

「尋歸路」、可以「忘了」……，也就是可以做許多「醉

容器」之外的現實景況所不能做的事，遇到許多「醉容

器」之外的現實世界不會有的事。 

3. 「一醉」、「半醉」、「一回醉」都是〈數量詞＋醉〉，

同樣運用了實體隱喻，將抽象的「醉」視為具體可數算

的名詞，但「醉」仍作動詞，所以這裡的數量詞是副詞

的功能。如「一醉」應解為「全醉」。 

4. 〈副詞＋動詞〉的形式中，前者修飾後者。 

（1）「醉」可以是後者，作為被修飾的動詞，如：午醉、

德醉、復醉、爛醉、沉醉、同醉、花前醉。 

（2）「醉」也可以是前者，作為修飾它後面動詞的副詞，

如：醉離、醉留連、醉漾、醉歌舞、醉歸、醉笑、醉

慢、醉倚、醉眠。 

  作家就是運用文字符號以創作文學語言的人，他的創作

包括文字詞性的轉換、不同於習慣的詞語搭配等等。綜合以

上構詞分析，東坡的「醉」字可用作名詞、形容詞、動詞和

副詞。茲將分析結果，如表 7。 

  「醉」字在合成詞的前字位置者很多，其後若接名詞，

將「醉」當形容詞用，這是比較常見的。即使常見，但東坡

筆下與之結合的名詞，卻能從實體的「翁」、「叟」、「客」，

到半抽象的「醉臉」、「醉眼」、「醉墨」，再到抽象的「醉

夢」、「醉鄉」、「醉工夫」，都可見東坡在「醉」字使用

上的靈活與多樣，結合的對象較一般人寬廣，也可視為東坡

將醉意投射到更多的對象，這是他聯想力活潑、豐富的表

現，也是他「橫放傑出」的創作力。 

表 7. 東坡詞中含「醉」字之各類構詞統計分析 

結構類型 結構法 例詞 數量

名詞「醉」＋動詞謂語 醉為期 1 主謂結構 

主語＋謂語「醉」 我醉 10 

形容詞「醉」＋補語 醉厭厭 1 謂補結構 

動詞「醉」＋補語 醉倒 9 

動賓結構 動詞＋名詞「醉」 生醉 2 

形容詞「醉」＋名詞 醉翁 16 

名詞「醉」＋方位詞 醉中 8 

數量詞＋名詞「醉」 一醉 11 

副詞＋動詞「醉」 復醉 12 

偏正結構 

（修飾語＋中心語）

副詞「醉」＋動詞 醉笑 8 
 

  「醉」字在合成詞的前字位置者，在構詞上最有特色而

能造語深厚的，應屬作副詞用的偏正結構。意即其後接動

詞，而以「醉」修飾動作的構詞。被修飾的動作是既帶著酒

精作用的慵懶、緩慢，還兼有飄飄然的恍惚醉意，所以醉離、

醉留連、醉漾、醉歌舞、醉歸、醉笑、醉倚、醉眠等詞，語

意更為多層次，可視為東坡造詞高妙的成功範例，也是東坡

獨特的用法。如此深厚的造詞能力，真如王鵬運《半塘遣稿》

說的：「敻乎遺塵絕跡，令人無從步趨」3的「清雄」，意

境之高邈，更令人無從揣摩而得了。 

 

四、東坡詞中的「醉」與酒的關係 

  檢析東坡詞中「醉」字的用法後，我們不禁要問，即便

飲酒是古代非常普遍的生活文化，也是文人重要的生活情

趣，「酒」與「醉」在文人的感受與思維中，究竟有何不同。

「酒」是原料、飲料，「醉」是酒進入人體後，經過化學變

化的過程；「酒」是物質的、具體的，「醉」是不那麼有形

有體的狀態。「酒」是還在人體外的客觀事物，未與人發生

聯結關係；「醉」是酒已被人體吸收，是飲酒者主觀的感受。

所以，探討「醉」字用法，要比探討「酒」字更接近作者的

心靈感受。 

  東坡詞裡，飲酒活動相關的字眼中，「醉」字出現的次

數直逼「酒」字的次數，那麼，對東坡而言，「酒」與「醉」

的不同用字，不會只是「避免重複的單調」而已。何況，據

黃啟芳（1992）研究成果得知，東坡的酒量比一般人還小，

是他容易「醉」，還是另有所指？這一節就要來看東坡詞中

「醉」的隱喻思維。 

                                                 
3 原句為「王鵬運《半塘遣稿》：『北宋人詞，皆可模擬得其彷彿；惟

蘇文忠之清雄，敻乎遺塵絕跡，令人無從步趨。』」（龍榆生，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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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坡詩文中，談「酒」與「醉」的很多，首先看他所陳

述的「酒量」4，如以下所引，皆出自《蘇軾文集》與《蘇

軾詩集》各卷：5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葉，乃稍醉。與之同遊者，

眉之蟆頤山觀侯老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其豪氣逸韻，

豈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不見十五年，乃以刑名政事著

聞於蜀，非復昔日之子明也。侄安節自蜀來，云：「子明飲

酒不過三蕉葉。」吾少年望見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葉矣。

（《蘇軾文集》卷六十八〈題子明詩後〉） 

黃庭堅於前引之文字後有跋語曰： 

老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慎言也，今年有孫汝楫舉進士第。

東坡自云飲三蕉葉，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不

能一大觥，醉眠矣！（《蘇軾文集》卷六十八〈題子明詩後〉） 

  綜合東坡與黃庭堅的敘述看來，東坡的酒量大概如此：  

1. 東坡說「吾少年望見酒盞而醉」，可見他「少年」時的

「酒量」是「望見酒盞而醉」，等於沒有「酒量」；同

時也沒有「酒膽」，因他說「我本畏酒人」（《蘇軾詩

集》卷三十四）、「平生不飲酒」（《蘇軾詩集》卷八），

那時應該是對酒「敬謝不敏」的，與他堂兄子明「至二

十蕉葉乃稍醉」的酒量，形成很大的對比。 

2. 東坡十五年以後，自信能與當時的子明酒量相當，「亦

能三蕉葉矣」，頗有得意的語氣。「蕉葉」是淺而低的

小酒杯，所以「三蕉葉」的容量也還算小量。東坡卻引

以為豪，所以黃庭堅說東坡這話是「醉語」，因為黃知

道東坡其實「不能一大觥6」（按文意「一大觥」的量比

「三蕉葉」少），東坡「一大觥」就「醉眠」了，那比

「一大觥」的量還多的「三蕉葉」不就更醉了？所以黃

說是東坡的「醉語」。由此可見，東坡動輒自稱「劇飲」、

「大醉」者，真是個別差異的主觀感受，不能視同一般

理解概念！ 

3. 肝臟以每小時 0.5 盎司的速度將酒精氧化。酒精便轉化為

水、碳水化合物與能量。但肝臟內的酒精酵素因體質不

同而異，個人的醉程也會不同。東坡在黃州「夜飲東坡

醒復醉」，才一個晚上就反復「飲」、「醉」、「醒」，

由此可以判斷他是一個一喝酒就容易醉的小酒量者。酒

                                                 
4 「酒量」乃指：「飲酒不醉的限度。」見《教育部國語辭典》。 
5  本文使用《蘇軾六大學習網－綜合檢索》系統，2006 年 5 月 10 日，

取自 http://140.138.172.55/su_shih/su_thing/qss/BD_SRCH.HTM  
6  指用兕牛角製成的飲酒器物。見《教育部國語辭典》。 

量小的人若喝酒醉，不多久就會酒醒，因為喝進體內的

酒量少，酒精分解的時間就不需長。反之，酒量大的人，

一旦醉倒，就要花較長的時間將酒精代謝後才能酒醒。 

4. 東坡晚年在惠州時，曾有信給程正輔說：「老兄近日酒

量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不過五銀盞耳！」（《蘇軾

文集》卷五十四）幽默得意的口吻，表示「五銀盞」又

比前述「三蕉葉」大有進境了。這或許是東坡俏皮、幽

默的表達，卻也是他最大酒量的描述。  

  東坡的酒量雖無可誇，但酒量差的人並不影響身體對酒

醉的感知與經驗。他說：「我雖不解飲，把盞歡意足。」（《蘇

軾詩集》卷九）可見他真能玩賞酒中逸趣，一盞在手而自得

其樂。他在〈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自序〉也說： 

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樂。往往頹然坐睡，人見其醉，而

吾中了然，蓋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蘇軾詩集》卷三十

五） 

  可見醉翁之意不在酒，「以把盞為樂」是自得自適的愉

悅境界，「為醉」？「為醒」？東坡了然於中。世上醉酒者，

真以為酒可以忘憂解愁嗎？「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後紛紛如

宿草」（《蘇軾詩集》卷二十二），醉時因麻痺而無意識，

待酒醒時，憂愁苦楚恐怕比醉前更甚。東坡酒量小，飲酒甚

少，醉也不至於深醉，醒醉之間，卻有真正的樂趣！  

  東坡玩賞酒中樂趣有其獨到的攝取角度，對酒品的鑑別

也別有主見，他說：「惡酒如惡人，相攻劇刀劍。」（《蘇

軾詩集》卷十一）又云：「山城酒薄不堪飲」（《蘇軾詩集》

卷十八）。又《竹坡詩話》載有： 

潘長官以東坡不能飲，每為設醴。坡笑曰：「此必錯著水也」。  

  東坡有詩題曰〈潘攽老造逡巡酒，余飲之，云：「莫作

醋，錯著水來否？」〉這是他對「惡酒」、「薄酒」和「醴

酒」的評鑑。「惡酒」傷人，「薄酒」不堪飲，「醴酒」又

如作醋加水！為求「歡」「適」，所以他自求多福，自行研

發釀製。東坡釀酒的心得，也總集而敘之為〈東坡酒經〉（《蘇

軾文集》卷六十四），還寫了〈酒子賦〉、〈酒隱賦〉、〈濁

醪有妙理賦〉、〈既醉備五福論〉等文，以推廣「神聖功用

無捷於酒」的理念。這些詩文以外的著作，也成了他堪稱「生

活大師」的有力佐證。 

  他的〈飲酒說〉還說：  

予雖飲酒不多，然而日欲把盞為樂，殆不可一日無此君也。

州釀既少，官酤又惡而貴，遂不免閉戶自醞。麴既不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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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亦疏謬，不甜而敗，則苦硬不可向口。慨然而嘆，知窮人

之所為無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過口，何足追計！取能

醉人，則吾酒何以佳為？但客不喜爾，然客之喜，亦何與吾

事哉！（《蘇軾文集》卷七十三） 

此「說」作於元豐四年（公元 1081 年），東坡到黃州的第

二年，提到他自釀酒的緣起及感慨。另一篇則為： 

嗜飲酒人，一日無酒則病，一旦斷酒，酒病皆作。謂酒不可

斷也，則死於酒而已。斷酒而病，病有時已，常飲而不病，

一病則死矣。吾平生常服熱藥，飲酒雖不多，然未嘗一日不

把盞。自去年來，不服熱藥；今年飲酒至少，日日病，雖不

為大害，然不似飲酒服熱藥時無病也。今日眼痛，靜思其理，

豈或然哉！（《蘇軾詩集》卷七十三） 

此「說」應是晚年在實踐養生之到多年之後作的。飲酒對於

東坡，不止於交遊、抒懷、情趣，更有實際養生保健的意義。   

綜合以上東坡論酒的文字，他既不善飲酒，又以把盞為樂，

還說「不可一日無此君」，那麼他對酒杯的迷戀與陶醉，恐

怕更在乙醇酒精的元素之外了。雖然他在《行香子》下闋說

「都將萬事，付與千鐘」，似乎要將人間萬事化為杯中之物，

但他在《漁父》更說「酒無多少醉為期」，可見「喝酒」只

是手段不是目標，「醉」才是他的目的。這個觀點，對於我

們解讀東坡詞作中帶「醉」字的詞，提供了另一個視角。也

就是說，東坡說的「醉」，未必是生理上的酒精作用，更可

能是他主觀意識所表達的感受。而他這種主觀意識的感受，

透過他活潑、豐富的聯想力與投射，莫怪乎他能創作出那麼

多含有「醉」字的合成詞。 

 

五、東坡詞中「醉」的隱喻思維 

  東坡愛酒，以把盞為樂，也研究釀酒，還寫文章推廣飲

酒觀念，雖不善飲酒，卻常有酒醉的經驗，懷抱中對酒醉也

另有獨特的體悟。依照前面第三節檢出的詞句，含有隱喻思

維的項目整理如表 8。 

  隱喻思維的發展，總是從實到虛，由具體而抽象。「醉」

在東坡詞中，因東坡的才華而有多種修辭的風貌，如表 8

的來源域映射到目標域。 

  他大膽地打破詞語搭配的習慣，擴大了「醉」在構詞上

的結合對象和方式。結合對象的擴大如：醉翁、醉叟、醉客、

醉臉、醉眼、醉墨、醉夢、醉霞、醉鄉、醉工夫。結合方式

的創新如：復醉、爛醉、沉醉、同醉、花前醉、醉離、醉留

連、醉漾、醉歌舞、醉歸、醉笑、醉慢、醉倚、醉眠。東坡 

表 8. 東坡詞中含「醉」字之隱喻思維分析 

來源域 映射用的詞句 目標域 

值得期待的好時光 酒無多少醉為期 醉醺醺、神志不清的感覺

玉簪犀璧醉佳辰 悠閒從容 

點筆袖沾醉墨 慢條斯理地沾墨寫字 

動作緩慢 

波同醉眼流 眼神呆滯、恍惚的樣子

母體生子 問無酒、怎生醉 有酒才可產生醉 

惟翁醉中知其天 

醉中吹墮白綸巾 

實體容器 

夢中了了醉中醒 

神志不清、脫離現實的空

間 

醉裡無何即是鄉 實體範圍 

醉裡卻尋歸路 

神志不清、脫離現實的區

域 

會爛如泥的東西 此會應須爛醉 酒精濃度很高的醉狀 

有重量的東西 好將沈醉酬佳節 釋放開懷地醉酒 

相逢一醉是前緣 完全醉得神志不清 可數算的東西 

坐中人半醉 神志不完全清醒的狀態

醉霞橫臉 臉色潮紅 酒醉時的潮紅顏面 

醉臉春融 喝醉酒的臉色 
 

詞中「醉」字用法的隱喻語意延伸，整理如圖 2。 

  在「醉」字的語意延伸上，值得注意的是實體隱喻中的

容器隱喻，也就是映射詞句中有「醉中」、「醉裡」的部分。

對曾有「醉」經驗的人而言，「醉中」、「醉裡」極易喚醒

曾經酒醉的許多感受，包括體溫升高、肌肉放鬆、降低緊張、

反應緩慢、無法集中精神、說話吃力、產生昏眩、神志不清

等等。所以，「醉中」、「醉裡」二詞，雖然看似通俗、平

凡、簡單，但它所能涵蓋的意象與語意認知卻是非常豐富的。 

  透過「醉」的身體經驗，使酒醉時因肌肉放鬆、降低緊

張的「微醺」感，甚而因飲酒過量而痲痺、神志不清，以致 

 

 
 

圖 2. 東坡詞中「醉」字語意之隱喻延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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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飄飄然的快感，這些都可視為一個令人快樂的領域、範

圍。「醉中」甚至是一個有封口並與外面現實社會隔離的容

器。進到這個「醉」的容器，將會因神志不清而脫離痛苦的

現實，忘卻清醒時的煩惱，而這個容器的入口則是「酒」。 

  胡寅〈酒邊詞〉（龍榆生，1983）序說：「眉山蘇氏，

一洗綺羅薌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度，使人登高望遠，舉

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自是花間為皂隸，

而柳氏為輿臺矣。」此語中的「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

「逸懷浩氣」亦著重在虛靈的意境。東坡的「醉中」、「醉

裡」也是提供這種意境的方式。 

  孫立（1995）在《詞的審美特性》中特別用一章提到〈宋

詞的生命意識〉，包括「憂患意識」、「反思意識」、「超

脫意識」和「人類全體之性質」。飲酒的活動遂成為超脫意

識落實到現實人生的生活方式，「以酒解愁」也成了宋人解

脫心靈痛苦的表達方式。然而，「以酒解愁」有兩種，一種

是把酒當作解除胸中鬱悶的寄託之物，終究只能「借酒澆愁

愁更愁」，那個「愁」始終是存在的，解而不脫。另一種則

像東坡超脫式的「以酒解愁」。對悟透人生，有著強烈超脫

意識的東坡而言，他的飲酒不是一種活動，而是一種生命精

神的體現。面對世俗的干擾與苦惱，他以「飲酒」求得相對

的自由，所以他說「若解尊前痛飲，精神便是神仙」（《清

平調》）。所以，「醉酒」成了東坡生命精神對人生現實苦

難的一種超脫手段。 

  至於東坡要超脫的現實是什麼呢？王兆鵬（1992）在《宋

南渡詞人羣體研究》中亦列舉東坡詞作說明，認為東坡的人

生態度基本上是入世的，他從未超然遠引離開人間，對人

生、社會始終有一股執著的信念與熱愛的追求，絕對不是消

極的退避。只是現實社會對他的打壓、排斥，讓他的超脫總

蘊含著沈鬱悲涼。所以他的超脫不是像魏晉名士對現實痛苦

人生的退避，而是在勇於正視慘淡的人生和不平的現實下，

因不為憂患、挫折所困的生命超脫。 

  王文龍（無日期）亦發表一篇〈從東坡詞看蘇軾的人生

思考〉，文中提到東坡生命中有三對人生矛盾：出仕與退隱、

理想與現實、宇宙與人生。 

  在出仕與退隱的矛盾中，二十六歲時即踏上仕途的東

坡，長時間在宦海浮沉，反復地面臨人生的起起落落。儒家

的積極入世，本是他生命的基本情調，「致君堯舜，此事何

難」的豪邁，在幾番無理的貶謫後，也只有「幾時歸去，作

個閒人」來排解，退隱的欲求便油然而生。幾十年下來，東

坡一直在出入之間徘徊。在他看來，解決這一矛盾最好的辦

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了，還鄉。」出有功，退無

憾，是兩全其美。但在進退兩難，身不由己的時候，有沒有

在「進」與「退」之外的空間以遨遊？那就是「醉」，「醉」

的境界提供他進退兩難的另一出路，雖說「冷落共誰同醉」，

但「惟翁醉中知其天」，而且「醉裡無何即是鄉」、「醉裡

卻尋歸路」，進入「醉」中即可暫時擺脫出仕與退隱的矛盾。 

  在理想與現實的矛盾中，東坡雖懷抱「致君堯舜」的理

想，但現實卻事功不多，不如人意。繁冗的宦務與頻繁的調

動使他身不由己，所以說「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

營」。他的飄泊感、淪落感、厭倦感也躍然紙上：「生人到

處萍飄泊」、「天涯同是傷淪落」。烏台詩案，黃州及嶺海

的兩度流貶，都曾使他承受空前的打擊，「致君堯舜」的理

想，破碎到迷惘、負屈、沉痛，這些都是由仕途的浮沉不定

所導致的。此矛盾如何化解？「用舍由時，行藏在我」談何

容易？「袖手何妨閒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鬥尊前。」

喝酒豈不比較簡單？且鬥尊前來個「醉中」，「醉鄉路穩不

妨行」、「一自醉中忘了」，就能跳出這個理想與現實的永

遠的矛盾。 

  在宇宙與人生的矛盾中，這是一個人生哲學上的根本問

題。「閬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不知人生苦厭求。」

蘇軾在此觸及了宇宙無窮與人生短暫的深刻矛盾。他對於日

居月諸、時不我待異常敏感：「人事淒涼，回首便他年」、

「此生此夜不長好，明月明年何處看」。這種對於人生短促

的慨歎，與其惜花傷春之作，同樣表現了對生命本體的憂

思。但在〈赤壁賦〉中又從宏觀的角度提出了一種達觀的詮

釋：「自其不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在有限的

時空中，要如何跳脫具象以追求無窮的宇宙？如何讓肉身雖

受限制，精神卻能自由超脫？那就是在「醉中」，因為「若

須待醉了方開解時」。 

  這三對人生的矛盾，正可以說明東坡的超脫並非出世、

退避的超脫，也可以解釋為什麼東坡愛酒、愛飲、愛醉，以

把盞為樂，而且不可一日無此君。他肉身的人還是在現實世

界中，但藉由在「醉中」、「醉裡」的身體經驗，在另一個

容器空間的領域中，他能跳脫無可解的矛盾，進到「醉」的

空間裡，甚或跳離現實的矛盾之苦，到另一個得解脫的空間

遨遊。透過這種方式的壓力紓解、情緒管理與心靈的調劑，

他才能夠維持對現實人生的熱愛，在順境中仍能享用淡泊、

在逆境中依然從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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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結論 

  本文從「醉」字的詞彙結構入手，檢出東坡詞中「醉」

字有四種構詞方式，除動詞、形容詞外，還用作名詞、副詞。

「醉」字在東坡筆下，打破了詞語的搭配習慣，開擴了結合

對象，活化了構詞方式。 

  東坡的「醉」字構詞方式，不僅可以看出東坡在「醉」

字使用上的自由靈活與多樣，結合的對象較一般人寬廣，也

可視為東坡將醉意投射到更多的對象，這是他聯想力活潑、

豐富的表現。包括以「醉」為形容詞的偏正結構，其結合的

對象從實體的「翁」、「叟」、「客」，到半抽象的「醉臉」

（臉上表情）、「醉眼」（眼神）、「醉墨」（拿墨的動作），

且「醉霞」的「霞」還是眼睛看得到的，雖是具體的名稱，

「醉」的感覺卻是抽象感覺的。再到「醉夢」、「醉鄉」、

「醉工夫」，所指的是更抽象的名詞。 

  同時，以「醉」當副詞修飾動作的構詞方式，可說是東

坡式的新語言，在構詞上最有特色且能造語深厚。被修飾的

動作是既帶著酒精作用的慵懶、緩慢，還兼有飄飄然的恍惚

醉意，所以醉離、醉留連、醉漾、醉歌舞、醉歸、醉笑、醉

倚、醉眠等詞，語意更為多層次，可視為東坡造詞高妙的成

功範例，也是東坡獨特的用法。 

  「醉」字在飲酒活動中，並非惟一，卻比「酒」、「杯」、

「尊」更具主觀感受。因為「醉」是酒進入身體後的過程，

有著具體的身體感知，是人經歷得到的，也是有過經驗者容

易被喚醒的感受。 

  「醉」的構詞中，以結合處所詞的「醉中」、「醉裡」

富含更抽象的隱喻。這是他將生命中的「超脫意識」落實到

現實人生的處理方式，使他能順利地解除矛盾的人生問題。

藉由在「醉中」、「醉裡」的身體經驗，在另一個容器空間

的領域中，他才能跳脫無可解的矛盾，他才能夠維持對現實

人生的熱愛，在順境中仍能享用淡泊、在逆境中依然從容。

這是智慧的東坡對自己生命問題的解決方案。對照東坡對人

生課題的思考，正足以說明何以東坡愛酒、愛飲、愛醉，以

把盞為樂，而且不可一日無此君。從東坡使用「醉」字的隱

喻思維，不但找到東坡愛醉的原因，也為東坡如何處理人生

的問題，如何落實到具體行為，提供了語言材料上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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