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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朋友生日時，你會不會把一
個「鐘」作禮物送給他？

「送鐘」，造成「為你送終
」的喻意

「送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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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比喻？

 修辭手法，用某些有類似點的事情來比擬想要
說的某一事物，以便表達得更加生動鮮明

 李煜《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聖經‧聖詠》第一篇
 專心愛好上主法律的人

 「他像植在溪畔的樹，

    準時結果枝，葉不枯，
       所作所為，隨心所欲。」
 溪水：比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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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蓮花之喻：樂府詩、《愛蓮說》、《紅樓夢
》、佛經、 《聊齋志異》

月亮之喻：《詩經》、唐詩、宋詞、《西廂
記》、《紅樓夢》

蜘蛛之喻：《西游記》、《綴網勞蛛》

珍珠之喻：《綴網勞蛛》、佛經、《莊子》



5

蓮花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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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之喻

「蓮花」有什麼喻意？

「蓮」與「憐」 諧音，表憐愛

蓮花也稱荷花，「荷」與「和」、「合」
諧音，象徵「和睦同心」、「夫妻恩愛」

「蓮籽」與「連子」諧音，比喻「連生貴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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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之喻 (樂府詩)

《讀曲歌》

「千葉紅芙蓉，照灼綠水邊。

    餘花任郎摘，慎莫罷儂蓮。
       思歡久，不愛獨枝蓮，只惜同心藕。」

芙蓉：即蓮花，諧音「夫容」

「藕」與「偶」諧音，表配偶

含蓄地表達出對戀人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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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之喻 (愛蓮說)

 [宋] 周敦頤《愛蓮說》：
「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
，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 」

「蓮，花之君子者也。」

比喻君子雖生活在塵世，卻不為世俗同化

托蓮言志，表達自己高潔的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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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之喻  (紅樓夢)

第五回  香菱的判詞 ：

根 并 荷 花 一 莖 香，

平 生 遭 際 實 堪 傷；
自 從 兩 地 生 孤 木，

致 使 香 魂 返 故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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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之喻  (紅樓夢)

「根并荷花一莖香」

蓮即荷，暗點其名：「香菱」原名「英蓮」

「菱」與「荷」同出一池，根并一起，即香
菱和英蓮本是同一個人

英蓮：甄士隱之女，從小遭受災難，先被拐
賣，後又被薛蟠搶去，淪為妾侍，終被夏金
桂虐待致死



11

蓮花之喻  (紅樓夢)

冊上畫：「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方池沼
，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

香菱在夏金桂的虐待下，「內外折磨不
堪，竟釀成乾血之症(水涸泥乾)，日漸
羸瘦。」

「蓮枯藕敗」：英蓮枯萎；配偶敗衰

甄英蓮：「真應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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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之喻 (佛經)
蓮花在佛教中有何喻意？

據說釋迦牟尼在家鄉盛植蓮花，而佛身多置
於「蓮花座」上

蓮花：佛教、佛性的象徵

比喻西方淨土的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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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中生蓮 (佛經)

《維摩經‧佛道品》：「火中生蓮花，是可謂
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

比喻雖身處煩惱(火)中而能得到解脫，達到清
涼境界(生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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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界 (佛詩)

 [唐] 嚴維〈奉和皇甫大夫夏日游花嚴寺〉
「蓮界千峰靜，梅天一雨清。

    禪庭未可戀，聖主寄蒼生。」
  蓮界，比喻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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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空花 (佛偈)
佛教有「夢幻空花」之說

宋朝宏智禪師臨終時，曾寫下一偈：

「夢幻空花，六十七年。

   白鳥煙沒，秋水連天。」
人生如夢般虛幻，如花般易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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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空花 (聊齋志異‧寒月芙蕖)
 「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凌冬
，窗外茫茫，惟有煙綠。一官偶歎曰：“此日佳集，
可惜無蓮花點綴！”

 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轉瞬間
，万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吹面，荷香沁腦。

 遣吏人蕩舟采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
素手來見。官詰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
際，漸至北岸，又轉遙遙在南蕩中。”

 道人笑曰：“此幻夢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亦
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复存矣。」

 荷花：比喻如夢似幻、「失樂園」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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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必凋謝 (聖經)

《聖經‧伯多祿前書》(1: 24)
「凡有血肉的都似草，他的一切美麗都似草
上的花：草枯萎了，花也就凋謝了；但上主
的話卻永遠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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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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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之月

月亮週期性的圓缺盈虧，與人間的聚散相似

中國人向來追求團圓，特別是在古代，由於
戰爭頻繁，男人外出為官等因素，造成人間
離散，加之交通不便，空間阻隔，故對團圓
的期盼非常強烈

這種心理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常常用明月來
比喻人間的歡聚與離別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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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合之月

 [唐] 孟郊《征婦怨四首》
「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圓。」

 [宋]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
全。」

月圓成為人們思念盼歸的心理符號，浸染著
中國特定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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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之月

人的生命有限，而明月卻永恆存在，是
生命恒久的象徵

月亮啟發人類對自身價值存在的探索

明月寄託了對宇宙人生的永恆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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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空之月

李白《把酒問月》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
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唐]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
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
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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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柔之月

月亮比喻美人

月光的柔和、靜美、純潔
，比喻女性溫柔、冰清玉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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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柔之月

《詩經‧陳風‧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月出皓兮，佼人
懰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

詩人月夜巧遇貌美女子，歸去後念念不忘，
從皎潔的月光聯想到女子的白皙，從素淨的
月光聯想到女子的俏容，從明朗的月光聯想
到女子的純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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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柔之月

 [宋] 歐陽修《生查子》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元] 王實甫《西廂記》
待月西廂下，迎風半戶開，

   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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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潔之月

古代詩人常用明月
來寄託清高脫俗的情懷

 [唐] 王維《竹里館》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月夜竹林之景空明澄淨，彈琴長
嘯之人安閒自得、塵慮皆空

詩人的心靈澄淨，猶如明月的清
幽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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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潔之月

 李白《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我，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月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月亮已不是純粹的客觀物象，而是詩人自身
飄逸風采、瀟灑氣度的人格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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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

「鏡花水月」原作「鏡像水
月」，為佛家語

東晉名僧慧遠在《鳩摩羅什
法師大義》中說：「如鏡中
像，水中月，見如有色，而
無觸等，則非色也。」

比喻世間萬物虛幻不實，如
「水中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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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花水月

紅樓夢《枉凝眉》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 若說
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 若說有奇緣，如
何心事終虛話？ 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
掛。 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
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禁得秋流到冬盡，春流
到夏。」

比喻寶玉與黛玉的愛情虛幻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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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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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蜘蛛

蜘蛛又稱「蟢子」

「蟢」與「喜」同音，在古
代被聯想為預報喜兆的昆蟲

畫一隻蜘蛛從蛛網中心，沿
著蛛絲往下垂，寓意「喜從
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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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精 (西遊記)

《西遊記》第72回
盤絲洞七情迷本   濯垢泉八戒忘形
盤絲洞的七個美女蜘蛛精

比喻七情：喜、怒、憂、懼、愛、惡、慾

「絲」者「思」也，情思也

情思之纏人正如蛛絲之纏物

八戒與情慾藕斷絲連，所以自投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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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地山《綴網勞蛛》

主角尚潔是個虔誠的基督徒

謠傳她與譚先生有不正常關係，丈夫長孫可
望也懷疑她不忠

後來尚潔救了一個爬牆跌傷的小偷，丈夫誤
以為她與小偷鬼混，用刀刺傷尚潔的肩膀，
向教會投訴，要與尚潔離婚

尚潔獨自去了馬來半島，向採珠人傳福音

後來，長孫可望被牧師感化，向尚潔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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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補網

尚潔把生活看作易破的蛛網，人生的意
義好比蜘蛛一樣，忙於補綴破網

「我像蜘蛛，命運就是我的網。」

「它補這個幹什麼？因為它是蜘蛛，不
得不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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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  網

作品帶有佛教思想的痕跡

佛家語「塵勞」，指六塵中的煩惱(貪、瞋、
癡、慢、疑、見)，染污真性，勞亂身心

「塵網」：「六塵」猶如一張網，人受其束
縛不能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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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補網

帶有基督教思想的痕跡

化苦難、咒詛為祝福

「蜘蛛把一切有毒無毒的昆蟲吃入肚裡，
回頭把網組織起來。」

修補破網 (人際關係、婚姻、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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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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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海採珠 (綴網勞蛛)

「人生就同入海採珠一樣，整天冒險入海裡
去，要得著多少，得著什麼，採珠者一點把
握也沒有……可是她每天總得入海一遭，因
為她的本分就是如此。」

人生充滿未知素，每天總需要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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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性的珠子

「我已找著了許多失掉的珠子了！那些
靈性的珠子，自然不如入海去探求那麼
容易，然而我竟能得著二三十顆。」

入海採珠，比喻尋找失喪的靈魂 (珠船
裡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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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蒙塵 (禪詩)

 [宋] 白雲端禪師
「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明珠」比喻每一個人具備的光明佛性

「明珠蒙塵」：佛性蒙蔽，不得顯現

明珠暫時被各樣煩惱塵勞所遮掩，但不減它
圓潤無瑕的本質，只待「塵盡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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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裏之珠 (佛經)

《法華經‧五百弟子受記品》
「譬如有人，於自衣中，繫如意珠，不自
覺知。窮露他方，乞食馳走。雖實貧窮，
珠不曾失。 忽有智者，指示其珠，所願從
心，致大饒富，方悟神珠，非從外得。 」

比喻眾生不識本具佛性，流轉生死，雖流
轉生死而佛性未失，遇佛指示，始能識得
自心寶藏



42

遺失玄珠 (莊子)

《莊子‧天地》：「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
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黃帝在遊赤水之北、登昆崙之丘時而遺「玄
珠」(黑珍珠)

黃帝對「玄珠」十分愛惜，先後使「知」、
「離朱」等求索而不得，最後派遣「罔象」
尋覓，罔象終於把「玄珠」找了回來

比喻通玄入妙之珠 (道)，不能用智慧、眼睛
、言辯去獲得，要無心無象才能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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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 (聖經)

聖經《瑪竇福音》(13: 44-45)
「天國又好象一個尋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
一找到一顆寶貴的珍珠，就去賣掉他所有的
一切，買了它。」

珍珠：比喻天國

天國好像隱藏的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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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愛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中國文化象徵辭典》

「中國人思想體系中神與人的關係，與基督
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完全不同……

他們不怎麼關心彼岸世界的事──例如死後
會發生什麼，再生的機會，神的仁慈或罪孽
的赦免等等……

中國人的象徵極少用來表達宗教意識，它們
的作用純粹是社會性的。」

社會性的象徵 (如連生貴子、喜從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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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ien Sung, Five-Fold Happiness: Chinese Concepts of
Luck, Prosperity, Longevity, Happiness, and Wealth

中文的詞語，語調變化微妙，所以「雙關語
」層出不窮

「信奉福運和吉兆是中國人整個生活與文化
的核心……千百年來，吉兆的象徵和表達手
法，一直在不斷演化，廣泛地應用在藝術品
、手工藝品、建築、語言以至日用物品等生
活的各個方面。」

中國文學中充滿生動的比喻，使語言優美，
寓意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