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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無論漢語或德語社會，在確保人際溝通暢行無礙的前提下，說話者在談及一些禁忌時，

都選擇盡量避免使用直接的語詞來表達，而是以成語或者慣用語的婉曲 (Euphemismus)

取而代之。 

婉曲這則修辭格，顧名思義就是以婉轉、間接的方式來表達日常生活當中的禁忌或者不

便直說的用語。它在東西方文化當中具有極重要的份量。因為其在人際關係之間扮演了

一定程度的潤滑角色。 

為顧及語料的多樣性，本文選擇生活上較常見的固定語式1 (以下簡稱語式) - 成語2、

慣用語3、俗語4、俚語5和諺語6等- 作為分析語料。一窺漢、德文化中婉曲修辭的差異性。 

本論文所選擇的題材是漢、德語社會中，常見且大眾不願意直述的禁忌主題：飲酒/醉、

性/慾和死亡等。研究目的在於 (1) 探討漢、德慣用語和成語如何以婉曲呈現上述的禁

忌，(2) 討論漢、德慣用語和成語中婉曲應用哪些修辭技巧及其效果如何，(3) 比較漢、

德慣用語和成語中婉曲修辭表現的差異性。 

論文的章節如下: 一、引言，介紹本論文的背景和研究目的。二、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介紹過去學者的研究成果、本論文的語料、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三、漢、德慣用語和

成語中婉曲的比較，討論漢、德慣用語和成語中有關禁忌主題的婉曲表現及其修辭結構。

四、總結，比較婉曲在漢、德慣用語和成語中修辭表現的差異性。 

 

二、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漢語修辭書中，對婉曲的定義，各家的說法稍有些許的出入。其中黃慶萱的解釋涵蓋面

較為廣泛，較容易了解。他認為所謂的婉曲是指「說話或作文時，不直講本意，只用委

婉閃爍的言詞，曲折地烘托或暗示出本意來，叫做婉曲」(黃慶萱，2004：269)。此定

                                                 
1
 Alexander 和 Moon 認為固定語式的範圍大致包含比喻詞、成語、俗語、名言、凍結的搭配語、不合語

法的搭配語和格式化的套語等(Alexander 1978; Moon 1998)。 
2 成語為熟語的一種，習用的固定詞組。在漢語中多為四字組成。組織多樣，來源不一。如: 色膽包天、

駕鶴西歸等(辭海，1979:1653)。 
3 慣用語亦為一種固定語。口語中習慣的用語，形似成語，但沒有典故來源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慣用

語)。如杯中物、到蘇州賣鴨蛋等。 
4 俗語是指一般流行於民間的通俗語句，帶有一定的方言性。指諺語、俚語。即口語上常用的成語等(辭

海，1979:247)。 
5 俚語指通俗的口語詞，俗語的一種，常帶有方言性(辭海，1979:398)。 
6 諺語為熟語的一種。流行於民間簡潔通俗而富有意義的的語句(辭海，1979: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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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並未點出婉曲和禁忌的關係，不過他又依據黃永武的《字句鍛鍊法》一書，將婉曲分

為：曲折、微辭和含蓄三種。而其中含蓄的部分則包含了諱飾的修辭法。董季棠則是把

婉曲和折繞結合起來稱為曲繞。他所認為的婉曲是指：「說話的人，為了表示謙卑、怨

憤、感慨，或向人有所請求，心理的意思不直說，卻轉個彎說話，叫做婉曲。」(董季

棠，1994：193)，而折繞則指「繞個彎來表示斥責、嘲謔的說話」(董季棠，1994：193)。

其實董季棠所謂的折繞，就是諷刺的一種。總而言之以上兩位學者對婉曲的認知，鎖定

間接和隱藏的修辭方式。 

西方修辭學中的婉曲 (Euphemismus)源自希臘文，意謂「說好聽婉轉的話」 (das 

Wohlreden)的意思。克里提里安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在其修辭學經典著作《演

講者的訓練》(Institutio Oratoria)書中並未提到婉曲這個概念。直到德國修辭學者勞思

伯格 (Heinrich Lausberg)才把婉曲視為一種「情節策略性的諷刺」(die handlungstaktische 

Ironie) (Lausberg，1984: 142)。據勞思伯格的認知，這類委婉的表達方式和諷刺，其

特徵都是以隱藏 (dissimulatio)說話者的目的為前提。為的就是要達到下列幾個目的：

第一、說話者刻意使自己的說詞不清楚，讓對手陷入混亂，進而促使己方從中獲利。第

二、說話者被所謂的「社會適當性」(das gesellschaftliche aptum)所逼迫，以各種修辭方

式來迴避一些社會禁忌 (Lausberg，1984: 64-65)。也就是以約定成俗的語言習慣和社會

所要求的禮儀作為前提的修辭方式 (Lausberg，1984: 142)。而婉曲就是其中最常用的一

種。所以，婉曲的應用主要是為了顧及禮貌，不要傷害參與談話者的情感和避開一些不

適當的語言表達方式。然而在這種間接和隱藏式的言語當中，卻常常出現諷刺的語意。

那麼諷刺和婉曲的差異又在哪裡呢? 諷刺的目的有時為了製造可笑的效果或者對人事

物等的批判。而婉曲則在於避免衝突和迴避社會上的禁忌 (Dietz，1999: 103)。因此，

婉曲在東西方皆具有多種社會功能，如「避諱」、「禮貌」、「掩飾」(胡春梅，2005：32-33；

游桂蘭，2006：105；邱鐳，2007：47-48)或者「幽默」等(周新武，2006：92；姚吉剛，

2008：133)。 

黃慶萱認為使用婉曲可以達到下列的效果：可使語意婉轉、可使語意增強、可使語意鮮

明、可使語意詼諧、可使語意稠密、可以避免犯忌 (黃慶萱，2004：280-283)。陸西藤

伯 格  (Sigrid Luchtenberg) 則 以 為 婉 曲 具 有 隱 藏 性  (Verhüllen) 的 和 掩 飾 性 

(Verschleiern) 兩種功能。隱藏性婉曲在顧及溝通雙方情感的前提下，具有下列特點：

第一、此類型婉曲均以社會、宗教等的規範和傳統為依據。第二、在語言上避開社會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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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來談論一些令人不悦的事物。第三、基於說話者的利益，避開尷尬，而基於聽者的

利益則可避免強烈的情緒反應。他還認為，掩飾性和隱藏性婉曲最關鍵的差異在於，前

者的目標是讓聽者知道說話者所期待的效果。也就是說，說話者基於自己的利益而去操

控語言。不過掩飾性婉曲只有在聽者因對事實真相缺乏認知或者語言意識不足，無法認

出資訊的不適當以及將說話者所竄改的資訊當作事實的前提之下，才能發揮效果7。兩類

型的婉曲有太多的重疊處。筆者認為掩飾性婉曲未能具體地表現出婉曲的功能。而隱藏

性婉曲則是把重點放在克服各類禁忌，間接地把說話者的意圖適當地表達出來。此觀點

和勞思伯格的定義一致。 

總體來看，台灣和德國的修辭學者對婉曲修辭格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

婉曲是一種修辭格 (Tropus)8，說話者為了達到有效的溝通，所採取的一種委婉的和間

接的修辭手法，並且它經常與其他修辭格結合
9
。更進一步地說，它兼顧了社會規範、文

化上和宗教上的禁忌，以及聽者或聽眾的自尊，依狀況需要使用各種修辭技巧，來達到

委婉的目的。而且有時還帶有批判、戲謔或諷刺的效果。在漢語中關於禁忌語的研究，

不計其數，其中以吳禮權的「委婉修辭研究」(2008)較為全面，不過他是以諱飾，而非

以婉曲為出發點討論其修辭現象。在台灣亦有台語 (余承勳 2009; 邱湘雲 2007)和客家

語的禁忌語研究(邱湘雲 2008)。在德語方面的相關研究也不在少數 (Danninger 1982; 

Luchtenberg 1985; Seibicke 1993)。漢德語比較的論文則較少(董怡瑩 2000; 林妍希 2007)。

以上研究大部分以文化的角度，探討一般語言中的委婉語在禁忌領域中的表現。而所謂

的禁忌領域大致包含性慾、男女關係、死亡、疾病和錢財等。 

本論文在婉曲的定義和功能的部分，是以黃慶萱、董季棠、勞思伯格和陸西藤伯格等學

者的觀點為理論基礎。而在語料的分析的部分，尤其是修辭格定義和功能，則採用普萊

特(Heinrich F. Plett，2001)和黃慶萱的觀點。 

希望此一研究對中德語教學者和語言學習者有實際的幫助，因為在文中的例子大都為日

常用語，語言教學者可以藉此生動的語料，讓教學現場變得更活潑，而語言學習亦能輕

鬆地了解此語言的文化。日常生活上，在適當的情境下，語言學者也可將有趣的婉曲帶

                                                 
7 陸西藤伯格的觀點轉引自(Dietz，1999: 106-107)。 
8 中國修辭學者大都稱「婉曲」為「委婉語」。吳禮權先生，在其「委婉修辭研究」中，稱「婉曲」為「委

婉」，將它視為一種語言表達效果，不是一種修辭格，但它可以透過各種修辭格來達到其效果 (吳禮權，

2008: 2)。 
9 潘飛在其論文中提及婉曲常與隱喻、借代、類比或引用等修辭技巧結合，增加婉曲的委婉效果 (潘飛，

2005: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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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對話中，讓它們發揮語言的實用價值。 

筆者在進行婉曲的分析比較時，盡量以其在辭典中呈現的形式做討論，也就是原則上不

與具體的語境做結合。因為本論文的目標在於對婉曲的特性進行一般性的描述和分析，

而非針對特定情境的討論。除了所討論的婉曲必須和日常的語言做實際結合或和上下文

搭配，方能了解其意外，僅以其辭典形式進行分析。 

本論文漢語成語部份主要參考繆天華(編) (1980)，「成語典」，台北: 復興書局。其內

容包含經典語、詩詞語、戲曲小說語、熟語10和俗語等，總計約有一萬二千個詞條。林

松培 （編）（2006），「成語辭典」，台北：國語日報。它收錄了五千五百七十六個辭條。

除了成語外，也收錄了一些常用的熟語、俗語和外來語等。德語慣用語則採用 Müller, 

Klaus (Hg.) (1994), Lexikon der Redensarten. Gütersloh: Bertelsmann Lexikon Verlag 版本。

此成語辭典收錄了四千則德語成語 Röhrich, Lutz (1991/92), Große Lexikon der 

sprichwörtlichen Redensarten. Freibuerg/Br.; 汪沂(編)(1992)，德漢慣用語辭典。台北: 中

央圖書出版社。以及網路常見之成語辭典和資料庫如: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教育部: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Die große Euphemismus-Datenbank: http://euphemismen.de; 

Redensarten. net: www.redensarten.net; Redensarten. index: www.redensarten.index.de; 

Phraseo – Redewendungen – Redensarten – Sprichwörter: http://www.phraseo.de/; 百度: 

http://zhidao.baidu.com/ 等。 

 

三、漢、德慣用語及成語中婉曲的比較 

婉曲 (Euphemismus)這個修辭技巧，並非只是字和字之間的替換，而是整個思維的委婉

陳述。它經常與其他的修辭技巧搭配，來達到說話者或是作者所期待的效果，因此是一

種思維性修辭格 (Gedankentropus)。下列的實例討論中，筆者將依序探討漢、德文化裡

的禁忌領域:酒/醉、性/慾和死亡，且分析婉曲和其他修辭格的緊密互動關係，並一窺

漢、德修辭文化的差異性。 

 

1. 漢、德語中酒/醉(Alkohol/Trunkenheit)的婉曲 

1.1. 漢語 

                                                 
10 按「辭海」熟語是指語言中定型的詞組或句子。使用時一般不能任意改變其組織。包括成語、諺語、

格言、歇後語等 (辭海，1979:157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http://euphemismen.de/
http://www.redensarten.net/
http://www.redensarten.index.de/
http://www.phraseo.de/
http://zhidao.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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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酒        (2) 醉 

a.黃湯           a.玉山將崩 

b.金漿玉醴                          b.玉山傾頹                                                                    

c.杯中物                            c.踉踉蹌蹌 

d.忘憂物       d.步履蹣跚 

e.傳杯弄盞       e.把腳不住 

f.一杯一曲       f.腳下劃十字 

g.千杯不醉       g.一坨爛泥        

                                 h.灌夫罵座 

 

和其他文化一樣，酒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腳色。在社交場合裡，不管是

結婚或喜慶11，它都是助興必備的飲品。(1b)是以改寫 (Periphrase, Umschreibung)12的方

式來描述酒，特別是指美酒。其實它和一般較通俗的說法(1a)是一樣的意思。都是以酒

的色澤來建構婉曲。不管如何來美化酒的樣貌，酒在中國的社會當中，也不免有一些較

為負面的印象。尤其在酒精的影響之下，就有(2h)情緒失控的場面出現，此成語是以因

果關係替換的借代 (Metonymie)13來建構。灌夫應指大量飲酒之人，罵座則是酒後失控

的行為。而如果飲酒的人喝得過量或者不勝酒力，則可能呈現(2g)的窘狀。因此，好此

道者不直呼酒的名號，而以(1c)和(1d)稱之。前者也是以借代中的以容器替代容器中的

飲品來為酒建構委婉的說詞。而後者則以借代中的因果關係來描述酒，也就是說喝了酒，

醉了之後可能使人忘憂。不過其中也顯露了改寫的影子。以上兩種描述酒的婉曲很明顯

地發揮了隱藏的功能。即便如此，一般人大都可以直接了解其義。其中(1d)甚至還帶著

些許幽默詼諧的語意。另外(1e)、(1f)和(1g)都是借代中以容器替代容器中飲品的語式，

                                                 
11 在道教的禮儀中，即便是辦喪事，酒也是必備祭品之一。 
12 改寫 (Periphrase, Umschreibung)亦即透過改寫來避免直接地指稱某事物，而這種修辭方式經常造成語

意單位篇幅擴充。而且其形式亦受其他修辭技巧的影響。改寫的原因主要是為了避免禁忌字眼、重複和

日常的表達方式 (Plett，2001: 91)。 
13 Plett 將借代 (Metonymie) 這個修辭格分為：1. 原因替代結果 (發明者替代發明物，作者替代其作品

等)，2. 空間替代空間內容物 (容器替代其內容物，地名替代其居民等)，3. 時代替代當代的人，4. 具

體和抽象互相替代 (Plett，2001: 98-99.)。黃慶萱則將提喻 (Synekdoche) 歸入借代，將它們分成十一個類

別：(一) 以事物的特徵或標誌代替事物、(二) 以事物的所在或所屬替代事物、(三) 以事物的作者或產

地代替事物、(四) 以事物的材料或工具代替事物、(五) 部分和全體相待、(六) 特定和普通相代、(七) 

具體和抽象相代、(八) 原因和結果相代、(九) 借作用代實體、(十) 借動作代本體、(十一) 借代價代

本體(黃慶萱，2004：355-375)。其中原因和結果相代的修辭技巧和 Plett 的分類法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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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杯」和「盞」都是盛酒的容器。整組語式在描述飲酒作樂時的狀況和飲酒人的酒

量。 

(1g)是描寫酒量的成語，它本身是一則婉曲，用「杯」把「酒」隱藏，是一種借代，而

從整則成語來看則是採取誇飾14 (Hyperbel)的修辭法，誇張飲酒的量。而古代文人飲酒

作樂在所難免，常以美酒作為創作的催化劑，因此就有(2a)和(2b)來描述有美德者的醉

態。而「玉山」(謬天華，1980: 582)則是暗喻(Metapher)15有德者。用山之「崩」和「傾

頹」暗喻有德者之醉態，頗有誇飾的意味。而在(2c)、(2d)、(2e)和(2f)四組語式中，

是以酒醉者不協調的步態呈現醉的情態。它們都是以借代中原因和結果相代的修辭法。

而相較於(2g)上述情況算是輕微的。(2g)是以暗喻和誇示的修辭法來表現醉到不省人事

的情境。 

 

1.2 德語 

(3) 酒 

a. scharfe Sachen (屌貨) 

b. einen Viertel trinken (喝一杯)  

c. ein Glas trinken (喝一杯) 

d. einen heben (乾一杯) 

e. einen kippen (乾一杯) 

f. sich einen genehmigen (乾一杯) 

g. zur Flasche greifen (喝酒) 

h. sich die Kehle anfeuchten/ schmieren / ölen (滋潤喉嚨) 

 

(4) 醉 

a. zu tief in die Flasche schauen (直譯16：緊盯著瓶子不放) 

b. zu tief ins Glas schauen (直譯：緊盯著杯子不放) 

                                                 
14 誇飾 (Hyperbel)在漢德修辭學中的定義，極為接近。即將事物誇張鋪陳至超過客觀事實。而誇飾不外

乎極大和極小的誇張 (黃慶萱，2004：285-303 和 Plett，2001: 96)。 
15 Plett 對暗喻 (Metapher)定義是：「原始的語意單位被另一語意單位所替代，而它和初始的語意單位形成

一種相似和形象化的關係」(Plett，2001:100)。 
16 在此採取直譯的方式，目的是為了保留此婉曲的具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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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ie Nase zu tief ins Glas stecken (直譯：鼻子陷入杯子太深) 

d. sich die Nase begießen (直譯：澆自己的鼻子) 

e. eine schwere Zunge haben (直譯：舌頭很沉重) 

f. einen Affen haben (直譯：有一隻猴子) 

 

德語文化圈中，和酒相關的主題，雖然不如死亡和性令人難以開口直接陳述，不過一般

民眾仍然用婉轉和間接的文字來表達。畢竟酒精會對人體產生輕微麻醉作用，進而造成

神智不清，使行為偏離社會規範。因此，他們以(3a)稱酒。以改寫的修辭方式美化酒，

讓它以另外的面貌呈現，希望減輕其負面的印象。而(3b)-(3h)都是表達喝酒的狀況。

其中(3b)和(3c)都是用借代中的容器替代容器中的內容物，前者的 Viertel 指的是一種

葡萄酒杯，容量約 250 毫升，而後者的 Glas 就是指一般的玻璃杯。一般來說兩者所指

涉的都是喝酒，大部分的聽眾都能了解說話者所要表達的意思。 

而(3d)、(3e)和(3f) 等慣用語乍看之下似乎採取省略17 (Ellipse)的修辭技巧，但是仔細

觀察它們在句法上是完整的，只在語意上留一個想像空間。einen 在句法上是代替「一

杯酒」。所以這兩組語式不是由省略的修辭法所組成 (Dietz, 1999: 276)。前兩則從其動

詞可以看出喝酒的動作，就如同(3g)以伸手拿瓶子暗喻喝酒，在此語意上同樣地留下一

個空檔，讓聽眾或讀者做聯想。喜愛杯中物者也不忘將喝酒的行為以(3h)的慣用語美化

一番。以潤喉把喝酒的行為合理化，作為喝酒的藉口。由此可以很明顯地看出說話者隱

藏實情的企圖，但也不失為一種幽默。 

喝酒過量的後果就是酒醉，德語中經常以改寫的修辭技巧，來淡化貪杯的行為。下列的

例子和之前描述喝酒的語式息息相關，其句式同樣離不開「杯子」和「瓶子」的意象。

例如：(4a)、(4b)和(4c)三組語式中。前兩組是以借代中以容器替代容器中的飲品，讓

視覺和裝酒的容器發生連結，藉此描述喝醉酒者的行為;而後者則是以誇飾的技巧，描

寫酒醉的窘態。都是極富圖像式的描寫，非常生動。另外(4d) (4e)和(4f)三組描述醉態

的語式也饒富趣味。前兩者是以酒精對人的生理影響，使人的四肢不協調或是舌頭肌肉

不靈活的現象，描述酒醉的行為，是屬於借代的修辭法中原因和結果相替代。而後者則

                                                 
17 此修辭格是將句中一個或多個部分省略，而被省略的部分可以由上下文來填補(Plett，200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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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誇飾的技巧，生動地以猴子的行為舉止和酒醉者的醜態做比較18。同時它也是用猴子

暗喻喝醉者的脫序行為。 

 

2. 漢、德語中性/慾(Sexualität)的婉曲 

2.1. 漢語 

在漢語中性/慾的婉曲，我們大致分為:性行為和情慾的描述、追求女色、性產業、色慾

和同性戀等五項來討論。 

 

(5) 性行為和情慾的描述                 

a. 和某人上床                           b. 楚館秦樓 

b. 和某人睡覺                           c. 青樓 

c. 巫雲蜀雨        d. 無煙囪工業 

d. 雲雨巫山（或互換）                   (8) 色慾 

e. 雨意雲情（或互換）     a. 踰牆鑽穴 

f. 乾柴烈火                           b. 色膽包天 

(6) 追求女色        (9) 同性戀 

a. 尋花問柳        a. 斷袖之癖 

b. 惹草拈花（或互換）                 b. 旱路姻緣 

c. 傍花隨柳                           c. 寡讀書生 

d. 眠花宿柳                           d. 契若金蘭 

e. 偎香倚玉                           e. 菜戶對食 

f. 偎紅倚翠                           f. 相公 

g.偷香竊玉        g. 相姑             

          h. 兔子 

(7) 性產業        i. 兔兒爺 

a. 柳巷花街（或互換）     j. 同志 

 

                                                 
18 Plett 認為比較(Similitudo)可以句型來定義，如果句中出現如、似或像之類的字時， 就是ㄧ般的比較，

但是，如果缺少以上這些字的話，就可稱之為暗喻(Metapher)(Plett，2001: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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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性」的課題在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深遠的台灣，已非不能公開談論的禁忌，但

一般大眾仍然認為赤裸裸地談論這個題目，是不禮貌和令人不舒服的行為。因此若論及

和某人發生性行為時，就會以間接且隱藏的說法，來避開這項禁忌。因此(5a)和(5b)最

常聽到的語式。這兩則婉轉的語式，其實都和借代中的因果相代關係或是提喻 

(Synekdoche)19中的部分替代全體的修辭法結合在一起。性活動與「上床」和「睡覺」

形成一種因果關係，前者是性活動的一部份20，而後者則可視為性活動後的附帶現象。

兩者都是以性活動所導致的部分行為或結果來替代其全部。 

古代中國人在嚴苛的禮教束縛之下，在情慾和性愛的陳述方面，文人挖空心思地創造了

許多暗喻來表達人類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如(5c)、(5d)和(5e)。以上語式原則都是

使用暗喻的手法，以大自然中雲和雨之間密切的關係來表達男女激烈的情慾。而男女間

強烈的慾火則以語式(5f)中，「乾柴」和「烈火」的關係來做比較。雖然這則成語避開

社會的禁忌，但它的誇飾效果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對好追求女色者的行為常以(6a) - (6g)等暗喻，描述美化其行為。很明顯的，這些成

語完全是以男性的角度出發，在此主要是以植物中的「花」、「草」和「柳」，以及礦石

中的「玉」和抽象的顏色 - 「紅」、「綠」和氣味 - 「香」等喻體21來暗喻女性，在此

大都指涉妓女。以上男性的行為在舊社會裡，雖然不受法規的禁止和社會輿論監督，但

是畢竟還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忌諱。即便在今日社會，或公開媒體上，還是較常用「尋芳

客」或者「買春客」等婉轉的詞彙，替代其他赤裸裸的用詞如:嫖妓或找女人等，而妓

院則用(7a) - (7d)的語式替代。而其中(7d)，現今常用來籠統的稱呼「色情行業」，這

種委婉美化的修辭手法，如果聽眾或讀者沒有具備任何背景知識，就不容易了解。因為

這兩個語義單位間能提供聽眾或讀者做聯想的弦外之音，少之又少。但稍微了解台灣社

會背景的人，就會發出會心的微笑。 

                                                 
19 Quintilianus 和 Plett 將提喻 (Synekdoche) 分為：部分/全體，一般/特殊，原料/成品和少數/多數等的

互相替換 (Quint. VIII, 6, 19; Plett, 2001: 92-93)。 
20 林妍希的論文是以中德文性行為委婉語為主題。整篇論文是以 Sigrid Luchtenberg 所提出的觀點:暗喻、

ㄧ般化、特定面向的強調和外來語和專業用語等四類，並且以文化的角度討論性行為的婉曲。在其比較

中德文此類型的「性行為」婉曲中，得到部分的結論，即所謂部分替代全體，其稱此為借代 (Metonymie)，

即把睡覺視為性活動的一部分(林妍希，2007: 78)。不過其觀點和筆者的看法有些出入，筆者認為部分替

代全體應該是提喻 (Synekdoche)，請參考註解 19。 
21 黃慶萱在討論譬喻時，把它分成。明喻、隱喻 (暗喻)、較喻、略喻、借喻、詳喻和博喻。其句式分為

事物本體和譬喻語言。前者稱為本體，後者又分為喻詞和喻體。喻體是指拿來做比方的事物，而喻詞則

是連結本體和喻體的語詞 (黃慶萱，200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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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對女性的愛慕會用「拜倒 (在某人的) 石榴裙下」；石榴裙意謂紅色的裙子，而紅

色的裙子又代表女性，也就是說用女性衣著的一部分來借代女性。就如同「巾幗不讓鬚

眉」，用女性的頭部飾物來代替女性，以及用男性臉部的鬚眉特徵來替代男性一般。男

女私密的往來，則用(6g)來形容。「香」和「玉」在此是暗喻一般的女性。上述的例子

很明顯地是用間接的修辭方式避開直接提到「女性」這兩個字。另外對於色慾醺心者的

行為則以(8a)來形容。雖然此語式採用誇飾的手法，但其過度隱蔽的功能，令讀者或聽

眾不易了解其義。因此務必要和上下文結合，否則很難看出其指涉意義。而另一則(8b)

也是使用誇飾的技巧，相對就比較容易直接了解。 

漢語文化中對同性戀傾向的接受度雖然與時俱增，但仍然還是社會中的禁忌。因此保有

許多婉轉的說法：(9a)–(9j)。(9a)、(9b)和(9c)較傾向指涉男同性戀者的狀況和關係。

而(9d)和(9e)兩語式則是指涉女同性戀者間的關係。以上這些說法大都是文人書生等知

識分子的用詞，出自古書典故，較不容易直接了解。都是以特殊的行為舉止來暗喻性傾

向。而下列(9f)–(9i)較為俚俗的用法，一般聽眾或讀者較容易從字面上就聯想到其本

意。(9f)22和(9g)兩組語式可從「公」和「姑」看出端倪。當然前者指的是男同性戀者，

而後者指的是女同性戀者。動詞「相」字原意是彼此相視或看中的意思。(9h)和(9i)則

是因雄性兔子有同性交配的行為，所以也會使用以上兩種說法來稱呼男同性戀者。這些

俚俗的稱謂雖然避開了忌諱，不過仍然帶著些許歧視的色彩。以上這些語式也同樣是以

暗喻的手法指稱同性戀者。而目前在台灣「同志」似乎是他們可以接受的性別標誌。這

個名詞源自於社會主義者對彼此的稱呼，也就是彼此的「志向相同」的意思。即便這個

名稱帶著些詼諧的語意，但是至少沒有歧視的意思。 

 

2.2. 德語 

(10) 性行為和情慾的描述 

a. sich jmdm. in die Arme werfen (對某人投懷送抱) 

b. sich jmdm. an den Hals werfen (對某人投懷送抱) 

c. Eroberungen machen (佔領) 

d. sich die Hörner abstoßen (直譯：把角磨平) 

                                                 
22 另一說法清代官宦商賈流行養俊美的少年行樂，這些人被稱為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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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it jmdm. ins Bett gehen (和某人上床) 

f. mit jmdm. schlafen (和某人睡覺) 

g. ein Verhältnis mit jmdm. haben (與某人發生關係) 

 

(11) 同性戀 

a. warmer Bruder (直譯：誠心的兄弟) 

b. vom anderen Bahnsteig sein (直譯：來自於另一個月台) 

c. vom anderen Ufer sein (直譯：來自於對岸) 

 

(12) 性產業 

a. das horizontale Gewerbe (水平式的產業) 

b. das älteste Gewerbe der Welt (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 

 

即便在性觀念開放的德語系國家，一般人對性/慾和環繞著這個題目的相關話題，在用

字遣詞上仍然非常地謹慎。尤其在公開的場合，大家更是忌諱直接談論它們。原因無他，

只為了不違背社會禮儀和避免尷尬的場面，使人際溝通能夠更為順暢。 

一般婉曲的運作，通常是透過改寫技巧使語意變得較模糊，以便達到說話者隱藏禁忌的

目的。但事實上隱藏性的效果並非建立在其語意不清，而是透過借代和提喻 

(Synekdoche) 的修辭技巧，將本意中的因果關係或是部分情節表現出來，讓聽者或是

讀者能夠很容易地聯想到說話者所隱藏的本意。 

德語中若女性輕浮地愛上男性，常用的慣用語有(10a)和(10b)。這兩個語式可以從當事

人的行為來解讀，首先是因為愛上某人，致使她做出投懷送抱的動作，這是由借代中因

果關係來理解。但也可以從提喻中的部分替代全體的關係來分析，也就是說當事人所做

的動作只是整個愛慕關係的一部份。 

男人在追求愛情或者經歷愛情時，則常用軍事性或動物性的暗喻23，軍事性的用語，如: 

(10c)。這很難不令人聯想到女人被物化。女人淪為可以被侵占的物品。這組語式是一

個暗喻，而且很明顯地還帶著誇飾的語氣。它雖然避開了直接「談論」或者「找」女人

                                                 
23 林妍希在論文中從文化和男女腳色的角度討論此觀點(林妍希，2007: 80-81)，而筆者則主要從修辭的

角度來闡釋此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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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禁忌，但是卻也表達出說話者的沙文主義式優越感。而(10d)則表達強烈性慾，是一

種所謂動物性的暗喻。「角」在此是代表性慾強烈的公牛或公羊。也就是以雄性動物在

交配期的旺盛性行為來指涉男性對女性的強烈慾求。此語式也是提喻中以部分替代全體

(以角替代整隻公牛或公羊)的修辭手法。 

性關係是非常私密的個人領域，一般人不輕易與他人談論。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會開口，

不過也是以隱藏式的修辭技巧，婉轉地陳述它。在德語中表達與某人發生性關係，最常

聽到的是(10e)和(10f)。這兩組語式是以「睡覺」的意象來指涉性關係。它們也是透過

借代中的因果關係和提喻中的部分替代全體的修辭技巧，巧妙地隱藏說話者的目的。因

為性活動與「上床」和「睡覺」形成一種因果關係，而且可以把「上床」和「睡覺」視

為性活動的一部份，而以此部分行為來替代其全部24。因此，它們是由兩種修辭技巧建

構的婉曲
25
。這兩組語式的修辭手法，在漢、德語中是一致的。另外(10g)雖然隱藏了說

話者的目的，而且「關係」這個詞也不如「上床」和「睡覺」那麼具體，他以改寫的方

式，來指涉此關係，是男女之間親密的關係。因此，聽者很容易就了解說話者所要表達

的就是「性關係」。 

論及同性戀時，德語中常用 (11a)的語式。依照 Duden, Deutsches Universal Wörterbuch 

的解釋，(11a)中的 warm 除了表達適中的溫度「溫暖」以外，還有誠心的意思。其中如

warm werden 在口語中就有進一步認識的意思。另外還有：mit jmdm. warm werden 在口

中表達和某人有多於一般表面的關係。因此這個「溫暖」的形容詞很明顯有連結人際關

係的意涵，更何況把它和兄弟這個字結合，就令人聯想到一種特殊的男人之間的關係。

而且它還帶著濃濃的諷刺意味。而(11b)和(11c) 這兩組語式是兩則意義相同的暗喻，

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某方和另一方是遙遙相對，不屬於同一掛的。說話者把它們應用在性

傾向討論上時，利用它們來指涉和他的性傾向不同者，亦即同性戀者，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它們還隱含歧視的語義。 

最後談到德語文化區的性產業，德語除了小心地隱藏這個禁忌用語之外，還不忘用(12a) 

幽其一默，這則暗喻讓聽眾聯想到性活動時的姿勢。而(12b)是一則帶著諷刺的暗喻，

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業，來指涉人類最原始的需求。此一語式並非所有的聽眾或讀者，

能夠馬上理解，但是只要稍作解釋，便能會心一笑。 

                                                 
24 請參考註解 20。 
25 請比較 5a 和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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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漢、德語中死亡(Sterben/Tod)的婉曲 

3.1 漢語 

(13) 死亡                              (14) 階級身份 

a. 一命嗚呼                             a. 哲人其萎 

b. 一命歸陰                             b. 晏駕 

c. 離開人世                             c. 捐館舍 

d. 走了                                 d. 填溝壑 

e. 回去了                               e. 山陵崩 

f. 到蘇州賣鴨蛋                         f. 駕崩 

g. 百歲之後 

h. 千古                                 (15) 宗教 

i. 千秋                                  a. 仙遊 

j. 千秋萬歲                              b. 物化 

k. 一了百了        c. 駕鶴西歸 

l. 瞑目九泉                              d. 上西天 

m. 含笑九泉                             e. 到西方極樂世界 

 

與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化圈相同，直言「死亡」對華人來說是一大禁忌，大多數的人絕不

輕言「死」這個字。因此不管是在日常的或是書寫的漢語當中，說話者或是書寫者都會

殫精竭慮使用婉曲的修辭技巧，盡量避開這個禁忌，但卻又能清楚地將其表達出來。依

社會階級形態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對死亡有各自的看法，也因此產生不同的婉曲。 

漢語中描述死亡的婉曲，一般人可以一聽就懂得其義的成語：如(13a)和(13b)。兩組語

式很明顯地都使用借代中的因果關係，「嗚呼」是感嘆詞，在此可以解釋為哀悼死者的

悲歎聲，把它拿來取代「死」這個不吉利的字眼。而後者則以「歸陰」，意謂人死後回

到陰間。其實與(13c)、(13d)和(13e)或是比較詼諧的俚語(13f)等語意很類似，都是透

過空間轉換的改寫方式表達死亡26。都是把死亡當作離開親友的世界，前往另一個世界。 

                                                 
26 董怡瑩在其論文中將死亡委婉語，即婉曲，依(1)避開直稱死亡，歸納為空間、時間、肉體和靈魂型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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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也常透過將時間極度地擴充來婉轉地陳述死亡，如：(13g)-(13j)等，都是用時間的

誇飾修辭法來誇大人的生命長度。其功能除了避開了禁忌之外，還包含了對死者的尊重，

從而美化了生命的長度。今日因醫學發達人類的壽命儘管延長許多，但是(13g)的語式，

仍然具誇飾的效果，畢竟活過百歲的人仍屬少數。 

如果要表達死者了無牽掛地，已經把塵世間的所有事物都處理完後，離開人世，除了(13k)

之外，還常用(13l)或者(13m)。此二語式都是以「九泉」指涉人類死後的世界，而前者

用「瞑目」，也就是閉上眼睛，來指涉死亡，也就是說人死後會閉上眼睛，而後者則是

以「含笑」，就是帶著微笑地身處另一個世界，因此都是以借代中的因果關係的修辭法

來表達死亡。兩組語式都婉轉地指出死者是善終，死而無憾。 

漢語當中，有時會依死者的身分階級地位，使用不同的婉曲談論死亡，例如：當知識份

子過世了，就使用(14a)的語式來描述，而「萎」字原意是指植物凋零枯萎。在此則暗

喻死亡。在中國古代談論不同階級人士的死亡諱飾，最精采者莫如《史記》中的「范睢

蔡澤列傳」: 

 

「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 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 宮車一日晏駕，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 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 使臣卒然填溝壑，是

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司馬遷，1992: 2414-2415) 

 

古代皇帝過世，稱為「晏駕」，國王死了叫做「捐館舍」，而臣子之死則被賤稱為「填溝

壑」。或者用「山陵崩」、「駕崩」來暗喻皇帝死亡。亦即，「是以山陵喻帝王，崩喻死，

有尊敬的意思」(董季棠，1994：307)。而「駕」也是指涉帝王。相對地，如果臣子談

論自己的死，則用「填溝壑」描述，意在謙虛 (董季棠，1994：307)。以借代中的因果

關係，以果代因，亦即以其死後的結果替代死亡這件事，巧妙地避開死的禁忌。以上此

類婉語，不管是出發點是尊敬或謙虛，其實都隱含著誇飾的語氣。 

另外，具道家出世思想的說法有(15a)、(15b)27和(15c)，其中(15b)是以物我界限之消

解，回歸大自然暗喻死亡。(15a)和(15c)兩組語式都具有「成仙」的意象，而後者還帶

                                                                                                                                                         
曲。以及(2)依避開與死亡相關字詞，歸納出與時間相關、死亡類型、與人物相關以及與儀式相關的死亡

婉曲。在結論中亦整理出婉曲的修辭結構，很可惜修辭術語的部分，除了借代(Metonymie)在第 38 頁的

註腳中解釋外，其他的修辭格如: Metapher、Symbol 等卻未釋義。 
27 物化即物我界限之消解,與大自然融而為一(吳宗德，2007: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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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歸鄉的語意。「鶴」在道教的思維中是一種靈鳥，和「仙人」一樣用象徵(Symbol)28的

手法表達長壽和長生不老者，以整組語式來看都是表達死亡。 

而帶有佛家思想的語式(15d)和(15e)，其實西天就是西方極樂世界。這兩組語式都是以

前往另一個美好世界，空間轉換的概念來改寫死亡。這和道教強調入土為安的「九泉」

概念雖然不同，但是所表達的意思卻是相同。 

 

3.2. 德語 

(16) 死亡 

a. sanft und selig entschlafen (安詳地辭世或含笑九泉) 

b. die Augen (für immer) schließen [(永遠)閉上眼睛] 

c. die ewige Ruhe finden (得到永遠的安息) 

d. jmdn. zur letzten Ruhe betten (將某人安葬) 

e. zur letzten Ruhe geleiten (參加某人的喪禮) 

 

(17) 宗教 

a. in Abrahams Schoß eingehen (直譯：進入 Abraham 的懷裡) 

b. bei Petrus anklopfen (直譯：敲 Petrus 的門) 

c. über den Jordan gehen (直譯：渡過約旦河) 

 

(18) 幽默 

a. die Radieschen von unten anschauen (直譯：從下面觀看櫻桃蘿蔔) 

b. einen kalten Arsch kriegen (直譯：屁股會很冷) 

c. jmdm. tut kein Zahn mehr weh (直譯：某人的牙齒不會再痛) 

 

(19) 時間 

a. sein letztes Stündchen /Stündlein hat geschlagen (他的最後時刻已經敲響) 

b. seine Tage sind gezählt (他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 

                                                 
28 黃慶萱認為: 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情感、與看不見的事物，不直接予以指名，而由於理性的關聯、

社會的約定，從而透過其某種具體形象做媒介，間接加以陳述的表達方式，名之為象徵(黃慶萱，2004: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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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seine Uhr ist abgelaufen (他的鐘已經停止) 

d. in die Ewigkeit abberufen werden (被召喚進入永恆) 

 

(20) 其他 

a. jmdm. den Lebensfaden abschneiden (切斷某人的生命線) 

b. jmds. Lebenslicht erlischt (某人的生命之光已熄) 

c. die Löffel abgeben (交出湯匙) 

d. in den letzten Zügen liegen (剩下最後幾口氣) 

e. seinen letzten Seufzer tun (嘆出他最後一口氣) 

f. seine / die letzte Reise antreten (踏上最後的旅程) 

g. der Weg, den wir alle gehen müssen (我們每個人都得走的路) 

 

德語婉曲表達死亡時，為顧及社會禁忌，常以「睡覺」和「安息」的婉轉語意來改寫和

死亡相關的字眼。例如：(16a)是從 schlafen (睡覺) 這個字衍伸而來。而另一個常用的

語式(16b)，如果只有閉上眼睛的話，它的語意可能就不是很清楚，聽者或是讀者必須

根據上下文來判斷，否則容易產生誤會。閉上眼睛只不過是表達睡覺的提喻中，部分替

代全體的修辭法，如果不加上「永遠」這兩個字，就很難讓人聯想到死亡。其他

如:(16c)(16d)(16e)這三組語式都是間接透過 Ruhe(安息)這個字眼來塑造死亡的意象。

本來德語 Ruhe 這個字，並非直接和死亡產生連結。但是在它的前面加上形容詞「最後

的」或是「永遠的」，就會產生極大的語義變化。 

源自於基督教表達死亡的婉曲有下列幾則：(17a)、(17b)和(17c)。其實這三組語式都

不是直接表達死亡，而是描寫進入天國的景況。Abraham 是人類的始祖，Petrus 是天國

的守門神，而 Jordan 河是進入天國的邊界。所以，以上的人名和河川名都是作為改寫的

元素，轉個彎避開社會上的禁忌來表達人類的死亡。而 Abrahams Schoß、Petrus 和 Jordan 

三元素在修辭上都是屬於象徵的手法，語意上則指涉天國(董怡瑩，2000: 109)。 

德語婉曲當中，偶而也會出現一些表達死亡的俗語或慣用語，它們不但隱藏了社會的禁

忌，同時還帶些輕鬆幽默的口氣 (Dietz，1999: 267)。當然說話者使用這類語式時，大

都是在比較輕鬆的場合，不是很嚴肅地談論死亡的問題。這類語式如下：(18a)、(18b)

和(18c)。前面兩組語式的基本架構，是從死者躺在墳墓裡的角度來設計的。他們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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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幽默感對讀者來說並不容易直接體會。尤其是非母語者更是難以理解。而(18c)把

死亡和牙痛連結在一起，對讀者和聽眾來說，似乎霧裡看花無法直接了解。雖然他的邏

輯很簡單，人死了以後，牙齒就不會再痛。不過這類婉曲，其隱蔽的效果似乎把原意也

都覆蓋了。原則上在此所使用的修辭法為借代中的結果替代原因，也就說人死入土了，

視野變成由下往上，或是沒有疼痛的感覺。 

有些慣用語則是以時間的極限和終結來表達生命的結束。(19a)、(19b)和(19c)。(19a)

和(19b)是採取暗喻的技巧，但是(19d)卻是把時間擴張至無限，也就是以誇飾的手法，

將永恆暗喻死亡。另外在德語慣用語中也出現(20a)和(20b)，是以線和光將抽象的生命

具體化，也是一種象徵的修辭手段。 

很有趣的一則慣用語是(20c)，也就把用餐的工具交出去，意謂不再吃飯把生命做一個

結束。這也是一則很間接婉轉的提喻型的暗喻，把湯匙視為進食的必要工具之一(部分

替代全體)，因此用失去進食工具來暗喻生命的結束。 

在前已經提過德語婉曲中關於死亡的婉轉說法，其中許多的暗喻是用形容詞「最後的」

來建構，例如：(20d)、(20e)和(20f)。前兩組語式是以提喻中的部分替代全體來建構，

亦即人類的部分生命跡象-氣息替代生命。儘管其語氣婉轉間接，但是仍然很容易了解;

後者則是用最後旅程的暗喻來隱射人生的終點(董怡瑩，2000: 107)。而最令人感到無奈

的一句慣用語則是(20g)，語意中充滿著宿命，毫無選擇的氛圍。它是以改寫的方式，

把死亡稱作人類必經之路。 

 

四、結論 

從以上的實例分析中，可以看到各種婉曲的修辭結構。婉曲本身就是一種思維性修辭格

(Gedankentropus)，因此以上的討論中觀察到它與其他修辭格的結合。如「千杯不醉」

本身是一則婉曲，以「杯」替代酒，而在此是採取借代(Metonymie)中容器替代其內容

物。而整則婉曲「千杯不醉」是以誇飾(Hyperbel)的修辭法，以超乎常理的量「千杯」

來描述某人的酒量。另外德語表達醉態的婉曲如:einen Affen haben 其實也是隱含了借代

中的以結果替代原因，以及暗喻(Metapher) 兩種修辭格，後者將醉態和猴子舉止做比

較。 

在表達「酒」的婉曲方面，兩種語言在修辭結構上沒有太大的差異性。大都是以借代中

的容器替代其內容物的修辭技巧，即以「杯子」替代「酒」;而德語中最特別的是以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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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聽者想像空間的留白式婉曲來替代酒。另外兩者都以改寫 (Periphrase)的方式談論酒: 

漢語使用「黃湯」，而德語則用 scharfe Sachen (屌貨)。漢語較強調婉曲和實物的關係，

而德語在此方面則較模糊。 

在表達「醉」的意象方面，漢、德語也常以借代中因果互代的關係，尤其是人在酒後不

靈活的肢體或者肢體失控。漢語的例子中，較常透過步法的描述來呈現，而在德語的例

子，則常見醉者與酒瓶的互動關係來表達醉的意象。兩種語言都能生動地呈現醉態的形

象。 

在「性」和「慾」的範疇裡，文化和社會規範似乎扮演更重要腳色。漢語文化中男女的

腳色，處於非對等的狀態。而且大致以男人的角度看待性別的相關問題。因此在漢語成

語或慣用語中常用「花」、「草」、「玉」、「氣味」暗喻女人，而德語中這類暗喻則較少29。

另外漢語也常用自然界的現象和物品作為暗喻的修辭元素來建構男女關係，如: 「雲」、

「雨」、「柴」、「火」，「花」、「草」、「柳樹」，以及礦石中的「玉」和抽象的顏色 - 「紅」、

「綠」和氣味 - 「香」等。 

德語文化中，針對兩性議題的表達方式，原則上也是以男性的角度出發。其慣用語的建

構方式也離不開男性視角。德語中常用人體的部位「手」、「脖子」、「懷裡」或是抽象的

行為 –「關係」–等作為暗喻的修辭元素來呈現男女間的性關係。在此議題上，德語

文化似乎較強調「身體性」，而漢語文化則以「自然界的物品和現象」，以較疏離的方式

避開身體性。而在近代漢、德語文化中，都出現以「上床」和「睡覺」的意象來婉轉地

表達男女的性行為。這一類型的婉曲，原則上都是以借代中的因果關係和提喻

(Synekdoche)中的部分替代全體來呈現性行為。 

針對「死亡」的禁忌，在漢、德語文化中，除了以提喻中部份替代全體的手法，透過「睡

覺」和「閉上眼睛」的意象呈現之外，大致以「時間」、「空間」、「宗教」以及無厘頭式

的「幽默」為修辭元素，創造出間接、婉轉的表達方式。時間性的婉曲裡，漢語原則上

是以誇飾的技巧，將死者的生命以超乎想像的方式延長，來避開死亡的字眼。而在德語

中，則常以時間結束的暗喻表達死亡。 

在漢、德語兩個文化圈中，也都以結合「空間」的轉移和「宗教」的信仰來塑造死亡的

婉曲。空間性的死亡婉曲還常與「旅程」的意象結合，而前者很明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

                                                 
29 在德語中也會用珍珠來暗喻女人。但大都以抽象式的比喻如: das zarte Geschlecht, das schwache 

Geschlecht 或是 das schöne Geschlecht 等來指涉女人 ( Die große Euphemismus-Datenbank，Frauen 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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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而後者則和基督教無法切割。兩者所使用的婉曲都是以暗喻的方式呈現。 

在某些場合以幽默的口氣來談論死亡，在漢、德語文化中也時有所見，雖然以無厘頭的

方式改寫死亡的意象，但卻令人莞爾。漢語較偏改寫的修辭方式，而德語則採用借代中

的因果關係。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之下，漢語中連死亡的委婉語也有「君臣階級」之分，其意在謙虛，

所使用的修辭手法是借代中的因果關係，即以結果替代原因。 

從以上討論漢、德語婉曲的修辭架構中，可以發現即便文化背景相異的兩種語言，在迴

避禁忌創造委婉的語詞時，皆費盡心思，而且在修辭技巧上具有如此大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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