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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小說地位之特殊，是其在相對保守的思想環境下，將關照的視域從家國天

下延伸至微末的個人，構建出豐富的社會生活和想象世界。在人物行為過程中，感

官的與動以及感官邏輯的合理，是作者將人物「寫活」的關鍵。而氣味作為人體感

官的體驗對象，在明清小說中反復出現，呈現出其獨特的叙事作用，並輻射出多元

的意義層次。研究氣味書寫所傳達的信息，有助於拓寬小說的現實意義和詮釋向度。

本文以身體感及物質文化視角进入明清小說，重點以香、臭為主討論《金瓶梅》、《紅

樓夢》的氣味書寫，從感知、話語、象徵層面，考察氣味的表徵及表義作用，尤其

關注氣味對小說中人物、空間、身份、階級、性別、文化、生死等多個議題涉及，

以及對小說基調的奠定和主題的呈現。另外，本文通過對於容臭之物的整理，注意

到小說物質的展演與流轉之間，對於真實香文化、香經濟的反映，并利用弗雷澤「交

感巫術」的觀念考察物件氣味之中身體意涵的寫入。 

關鍵字：物質文化、身體感、氣味敘事、《金瓶梅》、《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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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al status of novel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that the authors extended 

the caring vision from the family and the country to the tiny individuals under a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ideological environment to build a rich social life and imagination world.In 
the process of character behavior, the movement and static of sense organ' and the 
rationality of sense organ logic are the key for the author to make the character come to 
life. Odor, as the experience object of human senses, appeared repeatedly in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showed the unique narrative function and radiates multiple 
levels of meaning. Studying the information conveyed by odor writing is helpful to broade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annotation dimension of novels. The paper enters the novel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nsory experience and material 
culture, and focuses on aroma and odor to discuss the odor writing in Jin Ping Mei and The 
Story of the Ston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erception, discourse and symbol,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presentation and semantic function of odor, and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dor and many topics in the novels, such as characters, space, 
identity, class, gender, culture, life and death, as well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novel keynote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theme.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perfume satchel, 
the paper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flection of real fragrance culture and fragrance economy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and circulation of novel materials, and uses the concept of 
“sympathetic magic” proposed by Frazer to investigate the writing of body meaning in the 
smells of objects. 
Key Words: Material Culture, Sensory Experience, Smell Narration, Jin Ping Mei , The 
Story of the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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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小說書寫，猶重人、物刻畫，而辨名別類是摹物描人之要。重同則可以齊物（人）

於類，同類相較，求異則能突出個體，樹為典型。《荀子‧正名》以天官為別同異之

理，道：「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

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

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漏庮、奇臭以鼻異；疾、癢、凔、

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慾以心異。心

有徵知……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1。荀子之說，實際上是以身體

感官為邊界建構出一種認同的機制，由此定名別分，完成我群與他者的區分，從而

使群以禮。由是知，身體感是道德化、倫理化甚至是具有階級性的。文學書寫過程

以及實際生活中，對於身體感的直接或間接強調，都是對人物身份及其文化、背景

的指涉。 

對於身體感的討論，今人的研究與古人的思辨具有一致性，余舜德等學者延續

對於氣這一重要身體感覺的課題研究，並將其範圍擴大人體感官的各類身體經驗，

試圖發展出一套研究文化身體感的理論典範，從而得以從身體感知的方向，重新解

讀歷史與文化2。「身體感」一詞 早由日本學者 Kuyiyama 提出3，以指稱身體經驗的

焦點或範疇。余舜德以此為基礎從認知科學及人類學的文化概念將之理論化，並將

身體感 定義 為： 身體是 作為 經驗 的主 體以 感知體 內與 體外 世界的 知覺 項目

（categorie），單一或多項感官知覺可作為身體的項目，多個身體感項目之間所形成

                                            
1 （先秦）荀況著，熊公哲註釋：《荀子今註今釋》，（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457。 
2 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 年 3 月版），編者序。 
3 余舜德介紹，Kuriyama 在研究日本「肩凝」、中國的「虛」以及西方的「緊張」這些身體感覺時提出了「身體

感」這一概念，並關注這些身體感覺的歷史發展。見余舜德：《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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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體系性關係是作為解讀身體接收到的資訊及各種文化意涵的行動藍本4。並進一步

解釋指稱「項目」實質類似「文化觀念」，但是「項目」隱含有文化分類或界線之間

體系性關係之意涵，文化觀念則較無此「放在體系性關係上考量」的隱義5。 

這套理論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余注意到「身體的感受同時包含意涵與感覺、文化

與本性（nature），既非純粹的身體感受，亦非單純的認知，而是兩者的結合」6。簡

言之即社會、文化、知識多重背景影響個人身體感的焦點與感受方式，因此在人與

物的關係中，人腦作為判別機制在形成某一具體感官上的「真實」時，這種「真實」

有一部分是經驗的，是身體在文化語境潛移默化的影響下產生的「偏見」。 

人類學者很早開始關注人的感知（perception）與認知(cognition)這兩個課題，並

注意到集體對個人行為、意識的滲透，涂爾幹將社會視為一個有機整體（social body），

並注意到社會的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他認為人是一個集合體

（ collective body ）， 並注 意 到 集體 經 驗的內 化 。 榮 格的 集 體 意識 （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也指出到集體經驗在個人意識層面的層積。但這個過程中對於身體的

注意仍是原始性的，是向背於道德的原始慾望的表徵（sensation）7，身體感的研究

實際在發展中緩解了這種對立性，注意到了慾望在道德中的轉向，溫飽的焦慮，生

死的危機在文明的過程中被逐漸攻克8，慾望的關注點從危機感的反射性需求轉向為

對舒適感的索求9。因此，同一感知經驗在歷史脈絡下的變化是可以被追溯的，不同

對象的感知焦點相異這一現象之下的文化網路是可以被梳理的。文化身體感理論典

                                            
4 余舜德：《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頁 145。 
5 余舜德：〈「物與身體感」架構討論：身體感的定義〉摘要報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感同『身』受：日

常生活與身體感的文化研究」計畫，上網日期 2005 年，檢自：  
http：//idv.sinica.edu.tw/yusd5644/2006newweb/activity/workshop%20doc/01-ue.htm 
6 同前注，頁 8。 
7 涂爾幹指出，「我們的心智也像我們的活動一樣，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形式：一方面是感覺以及感覺傾向；

另一方面是概念思維和道德活動。我們本身這兩部分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代表著我們存在的不同極點，這兩極

不僅各自有別，而且彼此對立。我們的感官上的慾望必然是利己主義的：它們擁有我們的個性，只有個性才是

它的目標。相反，概念思維和道德活動有別於前者的特徵，就是它們所符合的行為規範可以普遍化；確切地說，

他們所追求的是非個人的目標；道德的起點是無私，道德所依 的不是我們自身」。（法）涂爾幹：〈人性的二重

性及其社會條件〉，《涂爾幹文集》卷 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79。 
8 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探討人類的新議題時通過數據分析指出，至 20 世紀仍困擾人類的三大問題：饑

荒、瘟疫和戰爭在過去幾十年時間內成功得到遏制，他指出「這些問題還算不上完全被解決，但已經從過去的

不可理解、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轉換為可應對的挑戰」，見（以）尤瓦爾·赫拉利：《未來簡史》，（北京：中信，

2017 年），頁 1。 
9 這種轉向的前提是遞進性的，層積性而非取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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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建構一方面拓寬了人文研究視域，另一方面也深化了身體與物性的關係，為物

質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點。 

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學者從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等多個層面嘗試就此一角

度進行討論研究，文學對於身體感的關注雖然相對後進，但以此為基礎延伸的課題

卻打開了文學研究的新的視域。本文以氣味的敘事為核心探討明清小說的人、物塑

造，是因為注意到氣味在人的意識層面和社會關係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從身體記

憶的角度來看，由具體的物到抽象的氣味，人的身體實踐與想象的過程使氣味進一

步象徵化和神秘化。在原始思維下，氣味是構成此界到他界連結的重要觸媒，從神

話、儀式再到志怪乃至世情的書寫，氣味在身份界定和角色類型的建構中都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而一旦氣味與角色類型的參考關係得以確立，便可以在相關書寫的發

展脈絡下追溯變化的原因，從而推敲作者的書寫目的，甚至探討某一時期的書寫焦

點；而從氣味的感受的角度來看，據前述可知基於感受性及文化層次的差異帶來的

好惡感實際上是一種「他化」機制，當氣味成為一種描述的話語，無論說話的一方

是作者亦或是角色，通常傳達的都不僅僅只是一種身體感，而是一種價值判斷，這

與服飾研究中關注的外飾與倫理的關係10是共向的。以對立的視角切入文本，考察

文本中以嗅覺為核心的主客關係，不但有助於釐清人物關係，也有助於瞭解隱於人

物關係中的隱含話語。 

本文將視角著落於明清，是由於這個階段是傳統社會的轉型時期11，社會經濟

的復蘇使商人的地位急劇提高，致以理學為核心的思想觀念發生轉變，而原先理學

所貶抑的人慾，在個人的主體性和個體存在的價值不斷被關注的崇商文化下被解

禁，並直接影響彼時的社會風氣，從而使感官之樂被推至極致。「飲食男女，人之

大慾存焉12」，《禮記》所論口腹及肉體之慾尚是人慾之初，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來的

物慾與情慾才是物質基礎與社會文明相對成熟的明清市井生活的核心。而小說恰

                                            
10 華梅在指出，服飾的基本功能至少有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蔽身、遮羞、掩醜；第二個層次是保護、裝飾、

美化；第三個層次是尊卑、等級、規範，這三個層次都包含著豐富的倫理學意涵。華梅主編：《服飾與倫理》，

（北京：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10 年），頁 1。 
11 陳永發：《明清帝國及其近現代轉型》，（臺北：允晨文化， 2011 年），頁 7-60。 
12 楊天宇：《十三經注譯‧禮記注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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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清社會的集中反映，物質、情慾、倫理之間的辨證關係構成了這期間小說重要

的主題。瑞秋．赫茲（Rachel Herz）將嗅覺視為「慾望感官」，並指出「嗅覺是人

性不可或缺的，無論在情感、生理、性愛或者社會層面上」13，因此本文以相關的

氣味敘事為線索回看明清的小說書寫，探索文本內部嗅覺與物與情之間的潛在關

係，並考察相關敘事對情節的推動作用。而於文本外，本文試圖在歷史脈絡下從身

體層面到心理層面追溯嗅覺焦點轉向下，社會文化及思想上的階段性轉變，並以此

扣合小說書寫的主題側重。 

 

二、研究目的	

1、以一種新的回看視角進行古典小說研究。古典小說的研究取向是多樣的，

從文本外部的研究來看，既有小說史以及小說故事類型、主題、續書的相關研究，

亦有關注版本、作者與小說所反映的世情，而於文本內部的研究，研究者則多更注

重寫作手法、修辭、敘事話語與主旨分析。在小說中，人、事、物的展演構成情節

發展，是小說文本研究難以回避的重要對象。近年來，在傳統的小說研究方法之上，

敘事學、符號學、社會學、心理學等跨領域的視角介入，使小說研究的視域得以拓

寬，在成果上亦頗具開創。本論文在認識到氣味在情慾、人際關係以及身份認定起

到重要的作用這一基礎之上，以其作為線索重新回看明清小說文本，試圖以新的詮

釋角度，進一步討論人、事、物之間的隱藏關係。 

2、將身體描寫視作一種意義的發聲，而尤其關注氣味在心理層面至文學書寫

發揮的特殊作用。本論文是身體感理論在文學研究下的一種操作嘗試。一方面身體

感的本身，是認同建構的重要環節；而另一方面，原始的身體記憶亦可視作原型

（archetypes）。當它以意象的象徵形式呈現給意識，便成為重要的文學素材，影響

小說的書寫。而嗅覺在具備前述意義的同時，相較其他直覺器官，在生理功能上與

人的情、慾有更直接的關聯。在天人合一思維模式下，嗅覺往往更易使人產生超驗

                                            
13 （美）瑞秋·赫茲著；李曉筠譯：《氣味的奇幻力量》，（臺北：方言文化，2017 年 1 月），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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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想，從而走入文學的象徵層面，本論文試圖藉由小說文本與其他歷史材料的綜

合分析，探討相關氣味象徵由感而興的過程。 

3、分析小說相關氣味書寫之敘事心理，從象徵層面出發借由身體感的分析解

釋氣味與道德、心、性相關聯的情況。將嗅覺書寫作為一種切入視角，以小說為突

破口，關注明清時期思想、經濟上的異動對世情的影響，從多文本角度探討小說於

男性、女性及他者的氣味描寫之下所折射出的價值認同，以及這種認同在前述轉變

中的與動。 

4、通過小說對於氣味載體的物質書寫，將氣味視作個別物件物質意義組建的

關鍵環節。並進一步關注這類物品在文本內作為日常生活中的用物、飾物，以及流

通環節中禮物、失物各自意義的發揮以及與情節的關聯，探討物件形式之下，身體

存留的象徵意義。 

 

第二節	 	概念義界與研究範圍	

一、氣味敘事義界	

（一）氣味 

氣味一詞，實際包含了氣與味兩個面向。就氣而言，凡物之性能見之於鼻者為

氣，故有酒食之氣、花草之氣、肌體之氣等。此氣不同於先秦於「氣」之義界14，亦

有別於「氣學」所指15，故天氣、地氣、人氣、陰陽之氣等皆不在討論之列。但值得

注意的是，因「氣學」的觀點中有以「元氣化為萬物，萬物各受元氣而生」16，其說

                                            
14 劉承才指出，「氣」的 早含義有 5 個方面：絪缊聚散、形成萬物的精氣、元氣等;人的呼吸之氣;人體精微物

質;人的道德精神;自然現象，如天氣、地氣、水氣、火氣等。先秦時期，「氣」上升為具有哲學意義的概念。道

家側重於天地自然之氣，把氣作為道生萬物的中間環節;儒家重視氣及其運動變化與人的心性修養、倫理道德、

治國理民的關係。《黃帝內經》中的「氣」概念有 4 個方面：天地自然之氣、人的生理之氣、致病邪氣以及藥物

之氣。見劉承才：〈先秦哲學氣範疇和《黃帝內經》的氣學理論〉，《中國醫藥學報》（1993 年第八卷第 1 期），頁

7-10。 
15 氣學實際秉承的就是「氣本論」的思想，張載認為，「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即將氣視作宇宙本體，並將道、

理、性作為氣運動變化的過程和規律及屬性。明清時期，羅欽舜、王廷相、吳廷翰、王夫之等人在這一基礎之

上進一步發展了氣學。 
16（明）王廷相：《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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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氣」既是宇宙的本體，又是構成萬物的材料17，如王廷相言：「氣雖無形可見，

卻是實有之物。口可以吸而入，手可以搖而得，非虛寂空冥無所索取者」18，故兩者

實有混同交叉之處，未免混淆，故此處予以義界。本文所述身體層面之氣單從前者。

而在象徵層面，後說與前述在氣體的德化這一觀念中恰可互為佐證，故亦會論及。

而於味，人攝物之氣而有感，辨之，於是有好惡，喜者如馨、香、芬、芳；厭者有

腥、羶、焦、朽，皆屬氣之味，此處所論氣味之實，即余舜德所定義的「知覺項目」

之部分。「天下皆知美之為美」19，其所謂「知」，終究出乎人偽，由覺而知的過程，

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加工，故考察小說中氣「味」之偏好的表現及產制，可究材料與

形式於意蘊20，從文本與文化雙重層面深化小說意涵。但口鼻相通，加之氣的抽象性

和難以描述性致使形容辭彙的匱乏，故不得不時常依附於口舌之味表達，本文此處

不慾強分二者，但仍以描述嗅覺為准。 

（二）氣味敘事 

本文所論及氣味敘事，即明清小說文本當中的氣味書寫，實際包含三個層面，

分別為身體層面、話語層面和象徵層面。 

身體層面即指真實的氣味描寫，如《金瓶梅》第八回〈潘金蓮永夜盼西門慶 燒

夫靈和尚聽淫聲〉中寫潘金蓮聽聞西門慶娶孟玉樓之事，便「由不得珠淚兒順著香

腮流將下來」21。此處之香，既是女性脂粉所散發的實有氣味，亦帶有男性感受視角

下的女性身體指涉。除卻直接的氣味描寫之外，本文亦將視野從身體延伸至容臭之

物及盈香場域。其中涉及的容臭之物如香、香囊、繡帕、鞋襪等，通過檢視氣味與

物之間關係，討論當物進入流通，被當做禮物、轉遞物或者失物，流轉於人與人的

社交關係之中時，所起到的「節點」作用；盈香場域則如廳堂、寺廟、閨閣等，本

文試圖在這一向度下，從香的性質討論人與空間的關係。 

                                            
17
 蔡方鹿：〈張載與明代氣學〉，《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8 年 05 期），頁 35-42。 

18（明）王廷相：《王廷相集》，頁 973。 
19（魏）王弼：《老子註》，（臺北：藝文印書館，民 64 年），頁 7。 
20 歌德把藝術作品分為三個有機的結構性要素，分別為材料、意蘊及形式。賀驥對此解釋道：「素材是藝術家從

生活中獲取的原始材料；意蘊指生活材料本身含有的思想感情或藝術家為自然材料賦予的意義，材料和意蘊構

成作品的內容；形式則是內容的存在方式」。見賀驥：《〈歌德談話錄〉與歌德文藝美學》，（四川：四川大學比較

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博士論文，2014 年），頁 3。 
21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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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層面即指人物口頭語言中的氣味指涉。《金瓶梅》、《紅樓夢》中常有以香稱

人或以臭作為罵語。香常見於名，如香菱、蘭香、惠香等，罵語中則有賊臭肉、臭

娼根等詞。人物語言和敘事語言是小說的共同組成部分，相較於作者於敘事的置身

事外，人物話語往往是主觀的甚至是情緒化的，尤其在對話過程中，對於身體的指

涉時（尤其在突出臭時）常具有侵犯性，並以話語為範圍，建構出某一群體的道德

邊緣。因此本文將與氣味相關的罵詈、嗔怪、描述用詞及相關話語作為對象，考察

語言的所指、內在情緒以及言說者與接受對象之間的關係，以挖掘超出話語本身的

真實訴說，並回到作者建構的語境內部考察人物的形象建構。 

抽象層面則是指廣義的言及氣味。前文已經指出，氣味的本身是真實可感的，

氣有香臭，人有好惡，兩者在特定的條件下可以構成轉喻。此外，氣味在人的意識

中以及文學的修辭下也被進一步與德行、神鬼相比附，故有見酸秀才、腐儒語云，

亦有神香鬼臭，馨德腐行的相關敘述，更有以香為名、以臭為罵等。類似形容中的

氣味雖非真實的身體感，卻基於現實的基礎，反映出由集體無意識到文學或思想的

具體表達的階段性過渡。以此為參看對象，關注此類氣味描寫關注重點的變化，亦

可藉以掌握文本的敘述側重。 

需要強調的是，這三個面向在文本中並不是割裂的項目，而是互為表裡的。 

 

二、研究範圍	

論文以小說文本為對象而將研究範圍設為明清，即如前言是注意到明清時期，

尤其是明朝中後期，因商品經濟發展，促進了市井文化的繁榮，又恰繼理學之余，

情、慾二字逐漸落成小說書寫的重點。在這兩大主題之下，小說作者在書寫過程中

對物的流轉和身體感受的把握逐漸被凸顯。嗅覺敘事亦成為小說一條潛在的支線，

影響本文內部人、物關係及情節調度。而從外部來看，明清時期，香藥成為海洋貿

易標誌性產品，香藥的大量輸入一方面帶動了沿海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香藥在

宗教、飲食、醫療等多領域的廣泛應用全面影響彼時各個階層人們的日常生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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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也完成了從奢侈品到大眾消費品的身份轉變。香品的多樣化和平民化使嗅覺的官

能作用被空前強調，並於普通的身體感覺之外，延伸成為一種身體的修飾甚至是一

種修辭。 

基於此點，本論文將討論的文本設立為以情、慾為核心的小說書寫，其類型上

包括世情、志怪、歷史演義小說等，另一方面，從敘事的角度來看，頻率（temporal 

frequent）的本身就是一種意義的發聲，故本論文分別以香、臭為關鍵字，對相關明

清小說文本進行檢索，據統計：《金瓶梅詞話》22中有「香」字 813 筆，「臭」字 47

筆，《紅樓夢》23中有「香」字 771 筆24，「臭」字 17 筆，明顯多於其他文本，且通過

對這類資料的整理分類可知，《紅樓夢》談情，《金瓶梅》言慾，故書中談香、用香

亦顯見其一則以雅，一則以俗，雖然在兩部小說中，香臭的分部未必是均衡的。但

其氣味建構的象徵與小說整體的主旨調性相關聯。如《紅樓夢》欲將大觀園建構為

純潔的「詩樂園」，故其言香多，且香的隱喻範疇中往往映射出精神化的特質，而臭

則更多的表現為他者的身體符號。反之《金瓶梅》中，香的言說往往與情慾相互關

聯，且時常與體液、臭氣雜糅，呈現出肉體化的特色。若使兩個為本互為參看，可

以完善本文所謂氣味敘事的意義面向。且若由表及裡，以性別為參看視角，討論「身

                                            
22 金瓶梅版本有三大系統本，一為《金瓶梅詞話》，即世謂萬歷本、詞話本；一為《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其版繪有繡像，故稱繡像本、崇禎本或說散本；另一為《張竹坡批評第一奇書金瓶梅》，即張評本，乃康熙乙

亥年課本，是張竹坡點評崇禎本。自 20 世紀 30 年代起，金瓶梅的研究中心向詞話本傾斜，而節校重刊之《金

瓶梅詞話》，校注精細，且附 200 幅明版插圖，是現今 完整的全本，故文凡引述《金瓶梅詞話》內文，悉據

此本。按：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台北：里仁書局，2007 年版）。 
23 紅樓夢版本有兩大系統，一是曹雪芹原作的八十回本《石頭記》，即古本《紅樓夢》，俗稱脂本、脂評本，

劉心武考可信古本《紅樓夢》有 11 種，（見劉心武：《劉心武揭幕〈紅樓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年

版），頁 8-17），馮其庸則指出有 12 種，其中尤以甲戌本、乙卯本、庚辰本為要；一是高鶚補寫后四十回，其

友人程偉元排印的一百二十回《紅樓夢》，即俗稱高本、程甲本、程乙本。程高本又有二種，初印本於乾隆五

十六年（1791）由萃文书屋活字排印本，卷首附程伟元及高鹗序，此「程甲本」；次年（乾隆五十七年，

1792），程、高以初版「因急欲公诸同好，故初印时不及细校，间有纰缪」，故「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

无讹」重印《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此稱「程乙本」。因本文重在考察明清小說之氣味敘事，故曹、高書寫皆

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馮其庸等校注之《紅樓夢》以脂評本中傳抄較早且保存完整的庚辰本為底本，補程高本

篡改曹雪芹原旨之不足；又納高鶚補寫之后四十回，是目前較完善之百二十回本，故本文所引《紅樓夢》，以

此本為主。（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2003 年第七版。里

仁本初本為 1984 年刊行，是據人民出版社本 1982 年三月修改而成，人社版 2008 年修已訂至 3 版，對原版註

釋、標點、分段皆有改動，此亦用以對讀。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2008 年版）。另有陳慶浩：增訂本《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6；曹雪芹著，脂硯齋批評，王麗文校點：《脂硯齋批評本紅樓夢》上、 下二冊，（長沙：岳麓書社，2006

年 6 月）等亦為本文參考對象，視論述引用之。 
24 張世君對此做出了更細緻的統計，她指出《紅樓夢》賈府使用的香料有十餘種，自然香詞語有二十餘種，

其他香詞語十餘種，等等。見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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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所屬與「感知」的主體，卻又見二書異中有同。小說中以嗅覺為核心，牽引

出的男性之好與女性之飾，實能輻射出明清宦商樣態與女性的地位和日常，幫助我

們從理教至情教轉向的視角下，討論在彼時的小說書寫之下，究竟情為何物。加之

前學認為，《金》、《紅》二書具互文性，相似的架構牽引出不同主題，深化了對比研

究的意義，亦能借此考察參雜其間大量的氣味描寫，如何在刻畫人物形象與物的流

轉中發揮意義。 

因此，本文將《金瓶梅》、《紅樓夢》作為主要討論對象，並試圖以嗅覺敘事為

軸心，建立一個坐標軸，橫向考察多文本間氣味以及相關物件如何被書寫，以確立

嗅覺作為一個意義項在文本中發揮的特殊作用；縱向則關注小說文本在歷史脈絡下

對於氣味關注側重的轉移，並由表及裡，討論這種側重變化與時代內涵的呼應。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氣味敘事是本研究的關照核心。本文欲以身體感理論及物質文化的視角為參照，

將氣味作為「知覺項目」的重要局部，通過解碼其文化意涵，將其還原至小說現場，

重新考察小說內部的人、物關係，在小說建構的空間與場域中，確認氣味的「在場」，

並進一步考察其意義。 

相對的，凡言氣味，必由物發散而來，而物「通常是談話主題的焦點，能促使

互動的發生」25，張珣指出，「人類學對於『物』的研究有兩個重點，一個是針對物

的本身，一個針對物的交換」，並認同 Daniel Miller26的觀點，指出物兼具物質與象徵

兩面性質27。黃應貴則在《物與物質文化》中進一步將物質文化的研究路徑細分為八

類28。而這同樣適用於小說研究對物的關注。浦安迪在討論中國古典小說物體形象的

                                            
25
 Tim Dant 著，龔永慧譯：《物質文化》，（臺北：書林，2009 年 9 月），頁 8。 

26 Daniel Miller 指出人的主體性並非獨立產生，而通常是是與外物的互動中產生。他認為物除卻其本身物質性

質之外，同樣是可以溝通精神世界與物質世界的橋樑。見 Daniel Miller，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7.） 
27 張珣：〈物與身體感理論：以香為例〉，余舜德主編，《身體感的轉向》，（臺北：國立臺灣大學，2005 年），頁

65。 
28 分別為：1、物自身。2、交換與社會文化性質。3、物的象徵化及其與其他分類的關係。4、物、社會生活與心

性。5、物性的表徵。6、物性與歷史及社會經濟條件。7、物的象徵化及物在各文化中的象徵位置。8、物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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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與非象徵作用時，在關注小說中「言內」的實際物件和「言外」的隱義之物的

同時，進一步提出了物在故事轉折中的「情節結構」作用，並稱之其為「結點（node）」

或「鉸鏈」（hinge）29。 

就此可延伸出小說文本內部物與人的共構作用，即：一方面，物性決定其被使

用的方式、範疇、場合，由此構成小說中作為常識的常態書寫，如飯以食，水以飲，

衣以蔽體；另一方面，人之於物的一系列動作（包含體—感—用）及意識使物成為

某種價值及意義的載體，如食有味之好惡，衣有剪裁、材質之貴賤，玉石可喻君子，

繡帕可寄相思。在這一向度下，以物為核心構成的場域、人際關係，以及寄於物之

下的象徵性都需要回到人本身追索其意義，以身體為核心關照的情、慾、意與物之

間形成了嚴密的回看關係。 

近年來，學界關於身體感及物質文化的相關研究漸備，將其用作小說研究者亦

多。唯關注嗅覺與氣味者寥寥，用於考察明清小說者更無。這一研究現狀與明清香

藥貿易繁榮，香品被廣泛應用，且氣味書寫大量出現於小說中的情況相悖。即便如

此，學界一系列相關的研究成果依然為本課題的開展起到了積極的指導作用，理論

及平行小說研究的發展為本文寫作建立了良好的示範，其他文類對於氣味敘事的研

究亦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作用。另外，關於明清香藥貿易及應用的研究，也為本文所

論提供了可信的事實依據，是文本展開研究的重要起點。 

 

一、明清用香與香藥貿易研究	

    氣味在中國應用的時間非常早，並於先秦就開始具備文化功能。《禮記．郊特牲》

已有：「殷人尚聲，臭味未成……周人尚臭，灌用鬯臭」30。林素娟指出，「早在《詩

經》中歌頌祭祀時，氣味即已是儀式中的重要部分」31，並發現傳統祭儀通過血氣、

                                            
化。詳見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 年），頁 1-26。 
29 浦安迪：〈打一用物：中國古典小說物體形象的象徵性與非象徵性作用〉，《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1 年

第 5 期），頁 259。 
30（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北京：線裝書局，2013 年），頁 507。 
31 林素娟：〈氣味、氣氛、氣之通感──先秦祭禮儀式中「氣」的神聖體驗、身體感知與教化意涵〉，《清華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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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氣、酒氣、玉氣、穀氣、食氣、水火之氣，共構氣氤氳的整體情境，從而用於溝

通天地、神祇，交感於祖先魂魄32。 

至於漢唐，香從西域及南洋傳入中國，代替前述諸氣成為信仰儀式中氣味及氣

氛的主要來源，並以此為基礎，「在原有的佛教用香文化上，逐漸發展出中國文化獨

特的『香火』觀念」33。 

劉枝萬整理香在中國民間信仰上的功用，將通神和闢邪作為香的主要功能，並

認為前述功能由香煙與香氣演成34。Dan Sperber 認為，氣味象徵屬於「原型」

（prototypical）象徵，具有喚起的力量（evocative power）35。Classen and Howes 從

作用上指出香氣會造成「跨界」36（boundary crossing）的身體改變，進而造成「範疇

改變」37（category-change）——即以香為介質，由肉體之「常」，進入經驗世界的「非

常」體驗。張珣將這種特殊的身體經驗稱作「他界感」，並認為這種身體經驗的產生

並非單純的身體感受，亦受到觀念上的影響38。梅莉特別指出，明清朝山進香活動興

盛，且受明中葉商品經濟發展的影響，出現了「去朴存艷、好新慕異的風尚」，女性

亦成為進香隊伍中的重要群體。39陳玉女在《明代婦女信佛的社會禁制與自主空間》

中亦提到，雖明太祖鑑於僧俗混雜，造成社會綱常失序而擬訂多項禁令不許女性入

寺燒香，但實雖禁不止，「法會、廟會、燈市，婦女樂此不疲，禮佛拜神、消遣娛樂

外，消費購物亦是赴會的重點」40。進香活動為原本深陷閨閣的女性提供了外出機會，

故而成為大量明清小說中男女相遇邂逅的重要契機。同因進香行為的民俗化發展，

原本淨香充盈的神聖場域，也因此參雜了大量的市井氣息。 

                                            
（2013 年 9 月），頁 389。 
32
 同前注，頁 421。 

33 張珣：〈香之為物：進香儀式中香火觀念的物質基礎〉，《臺灣人類學刊》，（2006 年 12 月），頁 37。 
34 劉枝萬：〈臺北松山祈安建醮祭典： 臺灣祈安醮祭習俗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四，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7 年），頁 129。 
35 Sperber，Dan. Rethingking Symbol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36 Claseen Constance，David Howes，and Anthony Synnott.Aroma：The Cultural History of smell. London：Routledge，

1993.p.123. 
37 Howes，David. The Varieties of Sensory Experience： A Sourcebook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ens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p.128.  
38 張珣：〈馨香祝禱：香氣的儀式力量〉，見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

學，2008 年），頁 226。 
39 梅莉：〈從《醒世姻緣傳》看明清婦女的朝山進香〉，《武漢大學學報》，（2003 年第 1 期），頁 54-59。 
40 陳玉女：〈明代婦女信佛的社會禁制與自主空間（上）〉，《成大歷史學報》，（2005 年 6 月），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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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卻儀式用香之外，其他香品、香藥的大量使用也反應出氣味對人們的觀念、

生活產生多重影響。據劉秋根考察，香藥消費在宋代已經是女性時尚消費的重要環

節41。孫靈芝《明清香藥史研究》考量明清香藥應用，從香為熏、香為藥、香為媒、

香為患四個方面分析了香藥的使用，並從墓葬習俗、生活方式等方面指出明清香藥

的社會影響42。張維屏〈滿室生香：東南亞輸入之香品與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詳列

明代輸入香藥種類，並言及其對明代士人生活的滲透43。陳冠岑《香煙妙賞：香料與

明代社會生活》則從圖像入手，通過圖像分析，結合詩詞散文等文字材料，基本重

現明人在生活中用香的情形44。林育陞《香使用文化的意義變遷與特徵》中，將元明

清視為「香料大量普及的時期」，分別從祭祀、中醫藥、品香文化及產出型式等多角

度闡述了明清用香盛況45。巫仁恕《品位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特別從

飲食領域，討論了香藥的運用46。涂丹《香藥貿易與明清社會》則關注宗教祭祀、熏

衣化粧、醫療保健、日常飲食四個方面，著力於討論香藥在中國社會的運用，涂氏

指出「各類香藥在中國社會的應用過程不僅完成了其自身從奢侈品到日用品身份的

轉化，而且彰顯了海洋文明對陸地文明的輻射與影響」47。黃瑞珍注意到，明代市民

階級興起，呈現出市民生活奢侈化，士大夫生活雅致化的特點，這直接導致「用香

群體完成了從上層到下層的下移，呈現了全民化的特點」48。 

對於香藥的大量需求促進了其供應市場的發展，萬明對比《敬止錄．貢市考》

引述《皇明永樂志》中的外國物品清單與宋元方誌中的相關記載，發現明代香藥的

種類及倉庫儲量遠超宋元49。故知明初政府雖實施海禁，香藥貿易卻不衰反盛，反而

催生了走私貿易。黃瑞珍發現，「德、嘉靖年間，私人海外貿易更出現了不可阻擋之

                                            
41 劉秋根、任歡歡：〈宋代女性時尚消費〉，《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2011 年第 3 期），頁 313-315。 
42
 孫靈芝：《明清香藥史研究》，（北京：中國中醫科學院博士論文，2015 年）。 

43
 張維屏：〈滿室生香：東南亞輸入之香品與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 年 7 月），頁 69-92。 

44 陳冠岑：《香煙妙賞：圖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45 林育陞：《香使用文化的意義變遷與特徵》，（臺中：朝陽科技大學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 
46 巫仁恕：《品位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版），頁 247-276。 
47 涂丹：《香山藥海：香藥貿易與明清中國社會》，（廈門：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14 年 4 月），頁 19。 
48 黃瑞珍：《香料與明代社會生活》，（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論文，2012 年），頁 21-32。 
49 萬明：〈明初「貢」新證——以《敬止錄》引《皇明永樂志》佚文外國物品清單為中心〉，《明史研究論叢（第

七輯）》，（2007 年 4 月），頁 9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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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香料是這些私人出海貿易的 主要物品之一」50。且明後葉，巨大的市場需求推

動了政策的變革，終使香料貿易合法化。涂丹、李斌51、鄭甫弘52、田汝康53等學者都

著重指出，香料貿易的興盛對明清（尤其是明代）的政府財政、沿海經濟及明人的

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 

在上述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特定文化的引導下，氣味引發的「他界感」造

成人們在宗教行為過程中的神聖體驗。但隨著部分宗教的本土化發展，宗教活動逐

漸成為民俗的重要環節，與商業、市井文化交織，使香火的意涵在一定程度上發生

了由聖及俗的轉變。加之明清香藥貿易繁榮，影響滲入百姓生活各處，女性勤施脂

粉、熏染香藥，進而走出閨閣，現身廟會、燈市，由此引發的案件與愛情邂逅在小

說頻頻被書寫。然而卻鮮有人對應虛實，關照其中氣味意象所隱喻的象徵性以及氣

味書寫中所伏筆的人物、情節間的關係，著實可惜，故本文緣此切入，試補全此處

的空白。 

 

二、身體感及物質文化視域下的文學研究	

傳統文學對於身體感的關注是先於理論的，如儒學經典《禮記》有冠、婚、喪、

祭、鄉、射、朝、聘之制，禮文從形式到內容無不與身體感關聯，加諸身體的外物、

規範和儀式在人的感官知覺和文化知覺中建構出道德的邊界，反映出前人早已有意

識地借由物與身體及身體感的關係確立階級與位次。 

因此學者得以從禮文中回溯儒學的倫理及思想，如王紀波〈《禮記》與儒學意識

形態的建構研究〉54、丁亮〈從身體感論中國古代君子之『威』〉55等。黃俊傑在〈中

國思想史中的「身體觀」研究的新視野〉一文中指出，「身體觀」是具有中國文化特

                                            
50 同前注，頁 43。 
51 李斌：《明代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南投：暨南大學碩士論文，1998 年）。 
52 鄭甫弘：〈明末清初輸入中國的南洋物質文化及對中國社會與經濟的影響〉，《南洋問題研究》，（1995 年第 1

期），頁 52-60。 
53 田汝康：〈鄭和海外航行與胡椒運銷〉，《上海大學學報》，（1985 年 5 月），頁 15-22。 
54 王紀波：《《禮記》與儒學意識形態的建構研究》，（湖南：湖南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3 年）。 
55 丁亮：〈從身體感論中國古代君子之「威」〉，《考古人類學刊》，（2011 年第 74 期），頁 8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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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課題，在儒學的思想脈絡下，人無「身心對立」，而是「身心互滲」的。東方人

對世界亦無本體界與現象界或精神界與物質界之分：即現象中見本體，物質中見精

神。並進一步指出身體思維56（body thinking）、隱喻思維（metaphorical thinking）研

究方向57。需與身體感理論區別的是，身體觀關照的是身體作為感官交融的整體與心

之間的關聯，後者則注重感官焦點下的文化解碼，兩者在範疇上有所交錯，但在具

體對象上仍有區別。此處贅述許多，是欲明言中國傳統文人的思維受到儒學思想的

影響，若將這種影響視作一種文化，古典文學作品內的象徵系統是受其影響的，本

論文欲將討論的身體感的德化意識亦與之密切相關。 

研究者發現，個人情感色彩濃厚的詩詞，尤其注重身體的表達。陳秋宏在《從

「氣感遷化」到「興會體物」—論六朝詩歌中知覺觀感之轉移》中，從知覺與身體

感的角度，研究六朝詩歌中觀感模式的轉移。以「氣感遷化」一詞涵蓋魏晉以前的

觀感模式，以「興會體物」描述南朝時代的觀感傾向，而將晉宋之際，作為兩種觀

感交匯的時代，並注意到身體感覺是關聯外在的物與內在的情之間的重要媒介58。劉

桂華則從詩歌發生學的角度分析代表自然物候的「物」與身體在「物」的刺激下所

產生的「感」之間是相通相應59。李欣將身體視角之研究的概括為兩個面向：1、「感

物」傳統映照下的身體觀，即從物的角度看詩詞的嬗變。2、抒情自我與身體、自然

的互相闡釋，即在抒情傳統之下找尋身體的闡釋角度60。 

這些研究指向，物在象徵層面的表情或表義，一定程度上來自身體通感的詮釋。

而實際上，當物處於表現層面時，亦可回溯身體，以感官為線索探求物與人的深層

                                            
56 吳光明在著作 on Chinese body thinking：a Culture Hermeneutics 中提出了「作為思維方式的身體」這一概念，

丁亮整理吳光明的觀點點明：當人在進行思考時，是人在身體內進行思考，當人的身體移動並發生行為時，人

是深思熟慮的活動者，在思考的心和在活動著的身體是無可分割的，二者合為一體二為身體，Kuang-Ming Wu：

on Chinese body thinking： A Cultural Hermeneutic. Leiden：E.J.Brill，1998 年 7 月。 
57
 黃俊傑：〈中國思想史中的「身體觀」研究的新視野〉，《中國文哲研究集刊》，（2002 年第 20 期），頁 541-541。 

58
 陳秋宏：《從「氣感遷化」到「興會體物」—論六朝詩歌中知覺觀感之轉移》，（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2012 年）。陳秋宏在其文章〈柳宗元永州遊記的空間書寫-以身體知覺與氣氛為考察基點〉中也以柳宗元書寫過

程中「身體在場」的知覺，作為體物的關鍵，討論外在氣氛的變化，借由身體的感知，內化為心緒的轉折，見

陳秋宏：〈柳宗元永州遊記的空間書寫-以身體知覺與氣氛為考察基點〉，《有鳳初鳴年刊》，（2009 年 1 月），頁

249-266。 
59 劉桂華〈「感物」說：一種關於詩歌發生的重要理論〉，《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 年 7 月第 03 期），

頁 140-143。 
60 李欣：《身體移情：六朝詩歌的一種解讀方式》，（廈門：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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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因此可以以其觀察文本內部構成的「潛性敘事」。 

近年來，學者開始從小說的角度關注中國古典文學的物質書寫之抒情及其象徵。

高桂惠在探討聊齋的物癡、物 時，尤其注意文學書寫如何將「物」進一步「知識

化」、「情感化」，從而「博物」且「體物」61。又在其作〈《金瓶梅》「禮物」書寫初

探〉中指出了作為身體資本的禮物62，即在禮物饋贈過程中，一些特定的物除卻其本

身具有的商品價值，亦作為身體的延續而擁有附加價值。浦安迪在探論節點的作用

時，有意將其獨立於物性本身及其蘊含的象徵、轉喻功能，從情節結構的角度使其

與前用作為並列關係。但多數情況下，物於敘事中作用的發揮，與其為何物，作用

為何是密切相關的。因此，象徵作用與非象徵作用之間並非是獨立的，而僅是切入

視角不同。在小說建構的物用中追尋物義，非但有助於理解情節結構、人物關係以

及作者的隱藏話語，亦能從文本虛構的物質細節中拼綴、構擬出真實的世情63。而其

中，身體的敘事是與物對話的重要環節。 

近學時有以食色為視角探討古典小說的主題與人物書寫，其關照對象包括《西

遊記》、《水滸》、《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等，相關研究達二十餘篇，如

胡衍南《《金瓶梅》飲食男女》、俞曉紅〈食色：明代小說性格描繪的人性深度一說〉、

趙修霈〈由陰入陽的成聖之途－由《西遊記》的「食色」談起〉、藺九章〈《西遊記》

中的「食色」敘事形態及其文化意蘊〉、張寧〈論《金瓶梅詞話》中宴飲描寫的市井

氣質〉等。趙修霈尤其提出，「由於諱談情色的民族性使然，導致傳統上常以食喻色，

即以食的模式來比喻性」64」，這兩者的捆合關係擴充了食物的隱喻性和詮釋空間，

故研究者得以在物的範疇中，以味為線索檢視人的性與慾。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身體是個人實際感知食物的味覺特質之主體，

而對於味覺意義的建構與理解，則根基於個人習以為常而又受其制約的文化習慣」

                                            
61 高桂惠：〈「物趣」與「物論」：《聊齋誌異》物質書寫之美典初探〉。《淡江中文學報》，（2011 年 11 月），頁 69-

93。 
62 高桂惠：〈《金瓶梅》「禮物」書寫初探〉，《國文天地》，（2012 年 11 月），頁 23-28。  
63 浦安迪：〈打一用物：中國古典小說物體形象的象徵性與非象徵性作用〉，《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011 年

第 5 期），頁 259。 
64 趙修霈：〈由陰入陽的成聖之途—由《西遊記》的「食色」談起〉，《新世紀宗教研究》，（2009 年 6 月），頁 161-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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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從口腹之慾到味覺感受，從抽象的慾望到具體的所求之物，飲食書寫本身實際關

注的是文本內部物與人的分配，食物的多寡、味道、食用方式及場合與人物的需求、

身份、性格、文化素養乃至情慾對應，成為觀人的一個顯化且量化的標準，並進一

步從人物影響情節，從而構成文本的重要解讀焦點。而在這之外折射出來的物觀、

價值觀又是文化層面的。 

在這一點上，以感官為核心的物質書寫具有一致性66。僅以《金瓶梅》、《紅樓夢》

為對象，相關研究亦已頗豐。趙樹勤、龍其林將《金瓶梅》視作 20 世紀中國家族小

說的一種文化資源，並著重提出了其作為身體敘事資源的意義67。馮文樓〈身體的敞

開與性別的改造——《金瓶梅》身體敘事的解讀〉認為「《金瓶梅》中細密的性行為

描寫，實際上是對『身體』的還原性敞開。這種精神的懸擱和對身體之實體性的直

觀把握，構成小說『寫實』的基礎，由此展示出晚明時期人之感覺性的生存情狀和

多元性、無根性的快適追求」68。官懿君亦從諷喻意義和美學價值雙重角度剖析《金

瓶梅》的身體書寫，從而進一步肯定其現實意義69。魏紅艷、高益榮70則將服飾作為

身體的修飾符號，從而考察兩者之間的文化關係。陳志昌71、沈心潔72、周祥73亦分別

對《金瓶梅》中的服飾書寫進行了探討。李曉萍、劉鵬、肖峰旭、朱洁則將研究視

角著落於《金瓶梅》的鞋腳文化74。除普遍觀念中的服飾外，《金瓶梅》涉及的次級

                                            
65 Pierre Bourdieu：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林淑蓉：〈食

物、味覺與身體感：以中國侗人的社會生活為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第 65 期，（2006 年 6 月），頁 60。 
66 以服飾書寫為例，衣服與飾品共同的構成性別、膚色之外另一層有差別的身體，衣服的舒適感、材質、紋飾

在價格的量化之下成為一種度量的工具，人的內外、表裡、貴賤在對於服飾的看與被看的關係中于文本內外形

成了雙重視角，文本內關注人物如何看得以明晰了人物性格及人物關係，文本外部則能從作者建構的德、物的

統與悖中探知其于本文內部的幽微話語及價值取捨，深化比較意涵，此類相关研究有陳怡君〈《水滸傳》之服飾

研究〉、颜湘君《明清通俗小說服飾描寫藝術發展淺論》等。 
67 趙樹勤、龍其林：〈《金瓶梅》：20 世紀中國家族小說的一種文化資源〉，《中州學刊》，（2012 年 5 月），頁 175-

179。 
68 馮文樓：〈身體的敞開與性別的改造——《金瓶梅》身體敘事的解讀〉，《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3 年 1 月），

頁 32-39。 
69 官懿君：〈《金瓶梅》身體敘事研究〉，（屏東：國立屏東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6 年），頁 123-132。 
70
 魏紅艷、高益榮：〈論《金瓶梅》中服飾與身體的文化關係〉，《渭南師範學院學報》，頁 47-49。 

71
 陳志昌〈從《金瓶梅》婦女服飾看明中後期「民間服制」〉《藝術與文化論衡》，( 2010 年 9 月) ，頁 37-56。 

72 沈心潔：〈《金瓶梅》中西門慶妻妾的服飾表現〉，《問學集》，(2010 年 5 月)，頁 39-68。 
73 周祥：〈《金瓶梅》與晚明鞋履服飾史（之一）〉，《西部皮革》，( 2013 年 8 月) ，頁 54-56；——（之二），《西

部皮革》，( 2013 年 9 月)，頁 57-59；——（之三），《西部皮革》，( 2013 年 10 月)；——（之四），《西部皮革》，

( 2013 年 2 月)，頁 58-60。 
74 李曉萍：《金瓶梅》鞋腳情色與文化研究，（臺中：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2 年）；劉鵬：〈《金瓶梅》中

鞋的書寫〉，《洛陽師範學院學報》，（2014 年 1 月），頁 65-67；肖峰旭：〈吊詭的影的告白——《金瓶梅》中鞋意

象與花園意象新論〉，《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9 年 6 月），頁 38-41；朱潔：〈腳上鞋兒四寸羅——論《金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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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飾亦為學者關注75。而這些物件、對象，在《紅樓夢》的研究中皆有對應。這些研

究在推敲小說情節之外，也為讀者展開了一個豐富的物質世界。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注意到晚明社會對於物語

和觀看的重視，以長物、園林、寫真、青樓四個命題，建構明末清初的文化面向，

在物慾與看視的多重視角下詮說明清文化特質76。林偉淑在〈《金瓶梅》的身體感知

——觀看、窺視、潛聽、噁心與快感的敘事意義〉亦結合多種感官，作為觀察文中

人物興起與崩壞之軌跡的線索77。童馨如在探討《聊齋》的身體敘事時指出：社會機

制形塑了作家的身體，作家又會有意識或是無意識的改造了文本中人物的身體，對

文本中人物身體的討論，也就包含了對其所反映的社會機制的討論。在文學文本中，

受到社會文化機制和作家的創作意識的雙重權力操演，而使文本中的身體成為其展

現權力的肉身。理解作者如何透過敘事文本中的身體來建構一套對於現實世界權力

結構的隱喻，即是作家在整體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展現個體性自我的表現78。故追溯文

本的真實敘事語境，分析氣味書寫輻射出的主題與真實世情的接榫，亦是本文關注

的重點。 

但遺憾的是，前人在討論小說中「人體物」、「物及人」這一關係時，大多只從

視覺、味覺的進行了嘗試，藉由人、物之間的「看」與「嘗」，討論其在小說中的意

義構成。形、貌、色、態、味固然是構成「印象」 直觀的要素，但實際莫論食物

抑或前述衣鞋飾物，在小說書寫的現場往往是被氣味修飾且被作者刻意強調的。在

對於《紅樓夢》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已經嘗試納入香文化的概念，如李朝陽〈論

《紅樓夢》中的香文化及美學蘊含〉、李燕清〈論香文化與《紅樓夢》人物形象的塑

造〉；亦有學者對人物對應的特殊香氣進行了考察，如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

                                            
梅》中的鞋〉，《名作賞析》，（2014 年 9 月），頁 63-65。 
75
 顏湘君將服飾分做四類：第一類衣著主要指不同質料的衣、袍、裙、帽、鞋等。第二類是各種附加的裝飾品，

如髮飾，耳部、頸部裝飾等等。第三類是對人體自身的裝飾，如髮式、描唇、纏足、文身等。第四類則包括佩

刀、挎包、扇、傘、荷包、香囊帶等。本文以第一類以外為次服飾。見顏湘君：《中國古代小說服飾描寫研究》

（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年），頁 5-6。 
76 毛文芳：《物、性別、觀看—明末清初文化書寫新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 年）。 
77 林偉淑：〈《金瓶梅》的身體感知——觀看、窺視、潛聽、惡心與快感的敘事意義〉，《東吳中文學報》，（2017

年 5 月），頁 109-138。 
78 童馨如：《蒲松齡〈聊齋志異〉身體敘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碩士論文，2010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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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周穎〈《紅樓夢》女性形象的香花特色〉、高鴻萍〈論《紅樓夢》中香的審美意

蘊〉等，這類研究注意到香在《紅樓夢》這一文本中的高度象徵化，並強調了氣味

對人物特質的表達。但這類研究大多基於點的觀察，突出氣味與人物之間靜態的象

徵關係，而對於整體空間的氣味隱喻、動態的氣味流動以及香勢的變化缺乏更深入

的分析討論，且現有研究多僅聚焦香這一味，而忽略臭的敘事意義，實屬可惜。香

與臭的判斷具有主觀性，作者於小說中對於香臭的形塑往往涉及身份、情慾、死生

等多個隱喻面向。                                             

因此，本文以嗅覺為核心關照，選取明清小說中的氣味書寫極具代表性的《金

瓶梅》、《紅樓夢》作為研究對象，並將討論核心分為兩個層面，於文本層面留意氣

味與容臭之物的相關書寫並在人物與情節的雙重視角下探討其節點作用的發揮；於

心理層面探討以氣味為核心構成的象徵作用中，真實與想像之間由此及彼的構成，

並試圖解答小說中一些特殊人、物乃至情境建構中這種深層心理所產生的影響，另

亦將氣味視為一種識別的機制，關注小說書寫如何借由氣味建構「我群」與「他者」

的邊界，在人物的話語交鋒中追索言語之外，其認同所在的文化的言說。 

 

三、氣味研究評述	

學界在氣味研究的領域上是雙向的。一方以生物學、醫學為主，研究針對嗅覺

器官本身的細胞、基因及其組織方式，試圖解決氣味由產生至被感知的原理79以及與

之相關的病變80。另一方則以人文社科為主，關注氣味的歷史、書寫，著重氣味與人

類精神、思維、記憶的深層關聯。兩者雖立足不同，但在發展過程中具有相關性，

前者的研究成果時常作為後者的理論依據。因本論文關注的是氣味在小說這一文學

文類下的書寫，故於在對於文獻的討論方式上亦以後者為主。 

                                            
79 傅攀峰：〈用嗅覺去感受世界——2004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成果簡介〉，《科技導報》，（2005 年 3 月），頁

26-29。 
80 魏永祥、韓德民在〈嗅覺研究現狀〉中提到了嗅覺研究的四個面向，分別為：1、嗅覺機制的研究。2、嗅覺

客觀功能檢查。3、嗅覺神經系統的可塑性。4、嗅覺與相關疾病。見魏永祥、韓德民：〈嗅覺研究現狀〉，《中國

醫學文摘：耳鼻咽喉科學》，（2007 年 4 月），頁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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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諾貝爾生物學獎頒給嗅覺受器的研究，西方世界發表、出版了大量關

於氣味與嗅覺的研究與書籍，瑞秋．赫茲81《氣味的奇幻力量》中，將氣味視作慾望

的感官，指出嗅覺具備情緒轉譯功能82（olfactory-emotion translation），能夠誘發甚至

制約情緒。他又將氣味偏好的產生歸因為後天的學習，這點上與余舜德不謀而合。

戴安．艾克曼（Diane Ackerman）83在其作《感官之旅》中尤其提出了氣味的偽裝。

他在試驗中發現，野生小鹿懼怕人類氣息，於是他通過植物製液遮掩自身氣息以接

近動物，這似乎亦反映出氣味實際是一種群體辨別的機制。當「他者」試圖跨越邊

界，進入某一群體，不得不首先從外部消除或削弱差異。阿尼克．勒蓋萊（Annick 

Le Guerer）84在追索鼻子與嗅覺的歷史的過程中，則注意到嗅覺與死亡和疾病的關

聯。他指出，直到巴斯德（Louis Pasteur）對微生物結構的研究普及之前，歐洲人一

直認為臭氣會影響健康，垃圾堆、埋屍場、便槽及沼澤發出的惡臭會引起致命的疾

病。傑洛姆．卡當（Jérôme Cardan）亦認為「感性事物中，只有嗅覺可以殺死人類

或再造人類」85。這種闡釋雖然是非科學的，但是也表明了在傳統思維下，氣味與生

存、死亡等意識密切相關。由此也可以解釋 David Howes〈嗅覺與過渡〉所認為的，

嗅覺在死亡儀式中扮演了重要的過渡角色86。阿尼克還指出了十七世紀嗅覺作為貪慾

和不真實的表徵受到理性與基督教思的共同貶抑，亦因嗅覺與性慾的密切相關。昂

弗萊也注意到，在西方傳統哲學思維下對於肉體的憎惡往往伴隨著對氣味的蔑視87。

而前文論及的 Sperber Dan，Claseen Constance，Anthony Synnott 等學者都就氣味與

宗教儀式空間的關係進行了討論，並無一例外將氣味作為觸發他界象徵的關鍵機制。

瓦潤(Vroon Piet)、范岸姆洛金（Amerongen Anton Van）等在《嗅覺符碼—記憶和慾

望的語言》中指出，在人大腦內部的嗅覺記憶和嗅覺感受機制中，嗅覺記憶系統會

                                            
81 （美）瑞秋·赫茲著；李曉筠譯：《氣味的奇幻力量》，臺北：方言文化，2016 年。 
82 嗅覺——情緒轉譯即嗅覺與情緒體驗之間相互聯繫且雙向交流。瑞秋通過實驗發現，氣味可以與特定的情緒

關聯，一旦嗅覺被觸發，其行為與實質經歷情緒所產生的行為無異。 
83 （美）戴安·艾克曼著，庄安褀譯：《感官之旅：感知的詩學》，（臺北，時報文化，2007 年），頁 47。 
84 （法）阿尼克·勒盖莱著，黄忠荣譯：《氣味》，（臺北：邊城出版社，2005 年）。 
85 （法）傑洛姆·卡當（Jérôme Cardan）著：《論靈敏與靈敏的創造，及其神秘的原因和理由》De la subtilité et 
subtiles inventions， ensemble les causes occultes et raisons d'icelles. 
86
 David Howes：Olfaction and transition： an essay on the ritual uses of smell，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1987. 

P 398-416. 
87 （法）昂弗萊著，劉漢全譯：《享樂的藝術：論享樂唯物主義》，（北京：三聯，2003 年），頁 11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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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所有刺激整合為一種「形態」(gestalt)，從而以一種插曲式的聯想儲存下來88，因此

嗅覺時常能夠召喚出一些特定的記憶。艾瑞克．吉伯特《異香：嗅覺的異想世界》

從科學和理性的角度出發，引用大量實證、研究及調查報告，以科普的形式介紹了

嗅覺相關的知識，並尤其突出了其感性特質89。 

相對西方對於氣味研究的興趣，中文研究者的相關研究則非常少見。張珣是其

中較早關注這一議題，並積極引薦西方研究成果的學者。她本人亦先後撰寫了〈馨

香禱祝：香氣的儀式力量〉、〈香之為物：進香儀式中香火觀念的物質基礎〉、〈物與

身體感：以香為例〉三篇文章，以香這一物質為核心討論氣味如何觸發「他界感」

從而使人「感受」儀式的神聖性。林素娟則將視角延至先秦，將氣味與儀式關聯的

討論迴歸到文化語境，從中國傳統儒學觀念出發，重點闡釋儀式情境中物質想象與

氣味所帶來跨界體驗如何統合為共通感覺，引動著高度的情感體驗與族群價值信念

之內化，從而使人感通於禮儀、教化中。 

蕭旭智〈嗅覺(氣味)、習氣與衛生政體：三 0 年代的上海的都市空間與身體消

費〉則是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探討中國近代感官文化中主觀的嗅覺及客觀的氣味與

政治、社會結構中的衛生、科學和消費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論文中特別提

及在許多新感覺派作家文學作品中，「嗅覺和氣味在都市生活中佔據了某種特別的

位置，是人際關係中的某種 幽微，但是卻 不能被隱藏的揭(洩)露90」。他也指出新

感覺派小說研究者，對氣味描寫缺乏重視的現狀。邱惠真〈城市的感覺．氣味．敘

事──以上海新感覺派為討論對象〉在一定程度上補足了這種遺憾，她將氣味和嗅

覺作為一個觀察上海城市景象的切入點，試圖挖掘出城市敘述中的構型。並注意到，

「香味」的相關敘事除卻傳達出一種感官的感受之外，實際上與都市人的健康、衛

生觀念直接關聯，而小說中上海城市的特殊的歷史經歷和文化空間，實際通過香味

                                            
88 （荷）瓦潤 (Vroon Piet)、范岸姆洛金 (Amerongen Anton Van)、迪佛里斯 (Vries Hans de) 著，洪慧娟譯：《嗅

覺符碼：記憶和慾望的語言》(臺北：商周出版，2001 年)，頁 127-130。 
89 （美）艾瑞佛·吉伯特著，張雨青譯：《異香：嗅覺的異想世界》，（臺北：遠流，2009 年版）。 
90 蕭旭智：〈嗅覺(氣味)、習氣與衛生政體：三 0 年代的上海的都市空間與身體消費〉，論文發表於 2006 年臺灣

社會學會年會會議，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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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著衛生的感受性。91此外，陳靜穎92〈論《飄》的嗅覺敘事〉、張世君93的〈意識

流小說的嗅覺敘事〉、楊麗瑩94〈《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嗅覺敘事〉，都是從嗅覺出

發，對外國文學作品進行分析探討。法國作家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的《香水》

（Das Parfum）是典型的以氣味建構人物感知焦點的小說作品，賴麗文95、柯品文96、

陳思耕97等研究者已嘗試對該小說中的氣味以及以由氣味引發的情慾、權利關係等進

行了討論。莫言同樣關注小說中的氣味書寫，並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有關於氣味的

豐富的想象力。一個具有創造力的好作家，在寫作時，應該讓自己的筆下的人物和

景物，放出自己的氣味98」。史言〈「乾草之味」與「芳草之香」：朱天文、村上春樹

小說的嗅覺書寫與迷宮敘事〉是目前較為體系且完整的從身體感理論出發討論文學

書寫中的嗅覺意象的研究，作者試圖建構「身體感-嗅覺-想象」的言說體系，在文學

的範疇下以想象與感知的詩學思辨討論氣味的象徵作用99。 

如史丹言，為精確定位，她所提煉的嗅覺意象有意與心理學的觀念有所區分，

這種討論方式實際上更近於美學與美感研究，注重嗅覺作為意象對於記憶、想象的

「喚起」，從而產生一種美的體驗100。也由於這樣的範疇理解與界定，所以我們可以

發現，古典詩歌的研究者時常會將氣味書寫作為重點的關注對象，而古典小說研究

中幾乎對此避而不談。這是由於多數情況下，古典小說中描摹世情的意圖大於抒情

寫意。故研究古典小說的氣味敘事應關注而不局限於其美學價值。小說內部的人、

物構成完整的關係圖譜，流轉其間的氣味多數具有穿針引線的作用，勾連起人物的

行為及意圖，故文本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推敲情節，以社會學、心理學相關理論輔佐

                                            
91
 邱惠真：〈城市的感覺．氣味．敘事－以上海新感覺派為討論對象〉，《中極學刊》第 8 期( 2014 年 12 月) ，頁 

235-258。 
92 陳靜穎：〈論《飄》的嗅覺敘事〉，文學教育(下)，（2013 年 08 期），頁 17-19。 
93 張世君：〈意識流小說的嗅覺敘事〉，《國外文學》，（2012 年 02 期），頁 59-66。 
94 楊麗瑩：〈《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的嗅覺敘事〉，《現代語文：上旬．文學研究》（2017 年 第 7 期），頁 79-80。 
95 賴麗文：〈超越界線:徐四金小說《香水》中的嗅覺、(對抗)空間、和主體性〉，（臺北：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學位論文，2010 年）。 
96 柯品文：〈官能書寫對欲望的重構與拆解：以朱天文〈世紀末的華麗〉和徐四金《香水》為論述文本〉，《人

文暨社會科學期刊》，（2009 年 01 期），頁 25-36。 
97 陳思耕：《徐四金的《香水》中的權力關係》，（臺北：淡江大學英文學系碩士班學位論文，2017 年。） 
98 莫言：《小說的氣味》，（北京：當代世界，2004 年），頁 3。 
99 史言：〈「乾草之味」與「芳草之香」：朱天文、村上春樹小說的嗅覺書寫與迷宮敘事〉，《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輯刊：第一輯》，（臺北：秀威出版，2014 年），頁 490。 
100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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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從而考察小說作者氣味書寫的寫作用途，解碼其文化心理。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大綱	

一、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重點以文獻分析法為主，因《金瓶梅》、《紅樓夢》是文本

討論明清氣味敘事的主要文本，故作者首先對二書中氣味相關用詞進行了統計並以

其使用之場合進行分類，從而得出以下八類：1、香火、香燭之氣。2、容臭熏香之

氣：小說人物，莫論男女，多有熏香之舉，常見如熏衣、熏被、熏口，又以此延伸

出大量的容臭之物，如巾、帕、香囊等。3、體液、分泌物、排泄物。4、花香。5、

藥香。6、詈罵語。7、人名及地名。8、食香。其次，綜合分析以上八種與小說內部

人物、情節及意義建構的關係，結合身體感及物質文化相關理論，討論說明氣味意

象的象徵性來源。再次是對比討論，此處對比分為三重，一為香臭對比，首先考察

文本內香臭各自指涉，進而探明其隱喻。二為文本對比，重在考察《金瓶梅》、《紅

樓夢》相關氣味書寫的同類異述，探索在各自以情、慾為旨的文本中，氣味書寫的

同異及其作用。三為性別對比，通過男女對於氣味關注方式的不同，討論氣味所反

應出來的倫理關係。本論文擬分為五章，主要有以下三個討論面向： 

1、「身體感知」下的氣味書寫。即如前文所言，從余舜德所倡身體感理論切入，

將氣味的感受性放在文化的層面上，討論文本中的香臭書寫所反應出人物的階級、

性別、觀念等特徵，進而以「氣」論「質」，從寓於氣味的象徵以及作者對具體氣味

的揚抑考察文本特質以及整體的意義建構。 

2、以氣味為線索的「禮物」研究。牟斯認為禮物的交換過程，其實是由「義務」

所規範的社會契約，並認為贈送行為在「全面性報稱系統」(the system of total 

presentations)中實際具備「交換」的性質101。閻雲翔總結馬林諾夫斯基觀點指出，回

                                            
101 （法）Marcel Mauss 著，汪宜貞、何翠萍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臺北：遠流，1989 年)，

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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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的動機即互惠原則102。而這種互惠除卻原述物質往來的均衡，實際亦包含情感答

償。故而在《金》、《紅》小說書寫中亦能看到，禮物的交換實則是一種倫理的發生，

承載著某種意的物以禮的形式完成贈送的儀式，標誌著某種關係捆綁與系聯的完成。

情與義的答酬壓力是干預、制止交換聯繫中斷的重要原因。本文擬從以香為禮的象

徵實質出發，討論這類禮物交換在維繫和改造人際關係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氣味

作為這類禮物的主要表徵，在答贈的均衡鏈中所蘊含的身體象徵以及情感訴求。 

3、容臭之物與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的累計與支出。Bourdieu 將經濟資

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與象徵資本這四點作為人在既定的社會場域中爭取支配性

位置的資本，並將象徵性資本作為前三者被感知確認可後所形成的權威認同103。故

當小說中的物流通在人際網絡之中，其本身的物質性與附加的象徵性實際就已經以

資本的形式在運作。本文考察此間物及其交易/交流的隱喻，試圖在物流鏈中探討各

種資本的展演與轉變。 

二、章節架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首先說明論文的研究背景、動機及目的；其次對本文論題的「釋名章義」，

通過對氣味以及氣味敘事之義界，明確研究對象，排除容易混淆的概念，從而鎖定

論述重點；再次，整理、評述前人相關研究，瞭解論題研究現狀； 後闡述研究方

法及章節安排。 

第二章 說香 

    本章主要考察《金瓶梅》、《紅樓夢》文本中香的相關書寫，以「日常」和「異

界」兩個時空維度討論香的功能及其使用，並重點考量氣味與人物形象建構之間的

關係，在氣味的隱喻性中探查相關人物的性格、命運。另以香藥、藥香為對象，從

                                            
102閻雲翔在《禮物的流動》中指出，總結馬林諾夫斯基觀點指出，回禮的動機即互惠原則。馬林諾夫斯基以互惠

原則(reciprocity)解釋地方的經濟交易體系，他認為，經濟義務的約束力在於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訴諸制裁來中斷

交換聯繫。一個人給與是因為他期待報償，而一個人回報是其夥伴可能終止給與的危險，一切權力和義務都「被

置於互惠性服務的均衡鏈中」。閻雲翔《禮物的流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6。 
103 （法）Pierre Bourdieu 著：〈社會空間與象徵權力〉，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社會空間與象徵權力〉，

（臺北：明文書局，2002 年），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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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治心、治根三個層面討論香氣所展現出的治癒性。 

    第一節從「日常」與「異界」兩個角度，考察《金》、《紅》文本中香的使用。

首先，就「常」用之香分門別類，以見其香種之多，品類之細，用香之繁，香火之

盛。其次，從文本的具體內容討論兩書人物「如何用香」及「為何用香」，並進一步

檢討由此衍生而出的衛生觀念、個人禮儀、階級意識乃至倫常關係，從而區分以西

門慶一家為代表的商人家庭以及以賈府為代表的仕宦家族與市井百姓生活的區別。

再次，則聚焦於「所用何香」？香味雖然難以被準確地描述，但就質地而言，則大

抵可分清濁、濃淡、雅豔。以香之質地，配之以具體的人、物、顏色、情節，則可

用以推敲不同本文的各自調性。而所謂「異」用，則指香在文本中模糊虛實的功能。

《紅樓夢》中的太虛幻境、《金瓶梅》中焚香招神、香魂入夢，這些架設於現實中的

神異書寫以香的引渡作用合理化於文本內部，這種聯結性尤耐深究。此外，「香」所

呈現出的時間感亦在此節的討論範疇。 

    第二節則關注香的隱喻性，這主要是圍繞著《紅樓夢》內部女性的香化書寫這

一特色展開的。王希廉《紅樓夢總評》卷首以書中六十四位女子配以相應花卉入畫

104 ，歐麗娟亦以《紅樓夢》為人花一體的花文本105。作為花的重要特質，香與《紅

樓夢》中女性的性格、命運息息相關，本文以香切入，實際關照在於後者。穿插於

文本中的大量詩詞，以其尤多頌花贊香之句，亦為本文的重要考察對象。另外，《紅

樓夢》中的女性之香是建立在「潔」這一基礎之上，與「不潔」的男性互為對立。

《金瓶梅》在這一點上則全然不同，其中女性雖香，在舉止上卻多與男性「同流合

污」，故此節亦會略舉《金瓶梅》中女子，佐以比較。 

    第三節則是以香藥、藥香為對象從治病、治心、治根三個層面討論香的療癒性。

《金》、《紅》二書中，藥的存在形式主要是湯藥、丸藥兩種。湯藥氣味自不必說，

寶、黛言語中都曾刻意強調。而二書中，丸藥竟也多異香，詳如吳月娘服用的「種

子靈丹」，薛寶釵服用的「冷香丸」，以及林黛玉杜撰的「暖香丸」等。詳本文可知，

寶釵宿疾之「熱毒」，病徵在身，病竈卻是心中積鬱；月娘之不孕，亦未必全當歸責

                                            
104 （清）王希廉著，一粟編：《紅樓夢總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9 年），卷首圖。 
105 歐麗娟：〈「無花空折枝」——《紅樓夢》中的迎春、惜春探論〉，《臺大中文學報》，（2011 年 6 月），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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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生理，故本節病、症、藥三方入手，詳辨治病、治心之藥，以探作者微旨。治根

之說，則是於宏觀而言，如《紅樓夢》大旨上的揚清抑濁，以香氣治臭氣之濁，以

藥氣治香氣之虛。 

第三章 論臭 

本章重點關注小說文本言及之「臭」。首先，在《金瓶梅》「以香附臭」及《紅

樓夢》「以臭附香」的書寫之中，探討香臭交疊之下，意義的「再」生成。其次對應

前章，討論「臭」的本質及其表現，結合文本，以具體事例証男性之惡在其慾，從

而回應文本以淫為戒，或以淫為惡之旨。另從命名及話語層面，考察氣味如何被製

碼，探究其隱於言下的心理機制。 

    第一節主要討論香臭交疊之下的意義生成。本文發現，《金瓶梅》內香的敘事雜

糅在大量性及排泄物的書寫之中，精心渲染的香氛與濃重的體味相互交織。密閉於

狹小空間內的種種：耽溺的肉體、香靡的氣息、燃燒漸盡的香燭與搖曳的燈芯……

這些顯於文字和隱於情境的支離的人及物件，在文本建構的整體想象中被相互整合、

關聯，莫名交合出衰朽、腐敗之感，竟能與貫徹《金瓶梅》始終的極盛而衰的虛無

感遙相呼應。另西門慶與王六兒（61 回）、章四兒（78 回）交媾過程中，香的意義

也在原始的、骯髒的肉體的歡愉之下，被打碎、扭轉、重新生成，從民俗及信仰中

至聖至潔的祭品淪為至穢至淫的性具，此以香附臭之例。而《紅樓夢》中恰有以臭

附香之例，四十一回劉姥姥飲醉通瀉，在省親別墅的牌坊之下便要松衣解手， 後

又弄得寶玉居所「怡紅院」滿室「酒屁臭氣」，排泄物之「垢」與大戶庭院之「淨」

這個組合的對立意義在劉姥姥的「地母」106象徵及賈府的空間隱喻107之中顯現，是細

窺作者言旨的重要切入口。 

    本章第二節是與前章第二節的對應。如前言，《紅樓夢》香化女性與臭化男性是

並存的。男性之「臭」並非全然來自身體，更多的是心理與行為的不潔。無論是《金

瓶梅》的西門慶、陳經濟，抑或《紅樓夢》的賈珍、賈璉，其本身的淫行是向悖於

作者的。故作者或以之為戒，或以之為惡。本節以「不潔之惡」察二書男性之慾，

                                            
106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狂歡詩學」 ──劉姥姥論〉，《臺大文史哲學報》，（2005 年 11 月），頁 71-104。 
107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社科學院），2002 年，頁 3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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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呈現平行於理想層面之下的現實世界。 

第三節著眼於命名與詈罵中的氣味意識，考察名這一承擔價值認同的符號在氣

味的意識下如何被塑造，並試圖探討蘊於其中的審美意識及心理機制。 

第四章 容臭之物 

    本章核心在討論容臭之物，《金》、《紅》二書中，常見人物熏香之舉，以此所延

伸出的容臭之物是小說中的重要意象，時常或單獨，或與其他物件組合作為特殊的

意義載體，承擔特定的敘事功能。且以這類物品的物質性，故與之相關的敘事必須

在是人的社會行為中發生的，在特定的使用條件下，圍繞著容臭之物的敘事往往形

成相對穩定的故事情節，而容臭之物亦能成為串聯因果的關鍵物證。故本章尤其注

意這類物品的流通性，即其時常被當做禮物或者失物，流轉與人與人的社交關係之

中，此中送／收、丟／拾的過程時常構成相對穩定的話語序列。加之這類物品往往

昰私密性的，在與女性身體接觸的過程中，它們時常沾染體液、體香，從而被賦予

疊加的價值，因此可以回到物的意涵裡探討禮的性質和與小說情節的關聯。另一方

面，小說中的部分香種是等值於貨幣的財物，這類財物的交易、收送亦是男性藉由

錢權展示力量的關鍵環節。因此，本文試圖回到香經濟與香文化的語境，討論小說

中物的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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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說香	

明中葉以後，商品經濟的發展及人民消費能力的提升，使社會風尚實現「由儉

入奢」的轉變，故見時人「流風愈趨逾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

達，以珍味艷色為盛禮。其流至市井，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

酒廬茶肆，異調新聲，泊泊浸淫，靡甚勿振。甚至嬌聲充溢於鄉曲，別號下延於乞

丐」（萬曆〈博平縣誌〉卷四〈民風解〉）。奢風既成，則民多縱情僭禮。在身體、物

質、情慾的過度求索中，個人與倫常、至情與縱慾、極樂與虛無的矛盾關係便自然

地顯現，成為彼時文學、思想關注的重要命題。 

香品應用範圍廣泛，品類繁多，古之食、衣、住、行、醫藥，皆可以以香品佐

之。加之香多氣清且雅，裨益心神之外，又襯才子佳人，故文人、貴族尤多以之為

好。香品從「用物」到「賞物」的過程是一個文明化的進程。宋明時期，大量如香

譜的品位鑑賞手冊在士人群體中湧現，香品藉由文人的精緻分類被以雅俗區隔，進

而躍升稱為一種文化商品。與此同時，作為互補品（complements）的香具製作工藝

也日漸精湛，材質與樣式都極具講究。 

布迪厄爾指出，文化消費本身亦是一種解碼，掌握編碼方式才能對文化商品進

行鑑賞。所以藝術與文化消費的鑑賞能力，具有合理化社會區分的傾向及功能1。宋

代以前，香品消費的主體是通過教育或文化建立起威望的「地位群體」（status group），

即士大夫群體。巫仁恕指出，士大夫的消費文化中，有一些看似無用卻實際所費不

貲的消費，這種消費方式符合凡勃倫所謂的「炫耀式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其所具備的功能不僅是官能性或者生理性的享受而已，而是在阻止社會的流動，把

之前上升到社會上層的少數群體加以制度化2。上層階級建構了量物的標準，百姓在

具備一定物質基礎的前提下往往會學習、效仿，這也能夠解釋一些文人雅好民間化

                                            
1Pierre Bourdieu，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 by Richard Nice（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1984)，PP1—7.中譯文〈《區分》導言〉，收入羅鋼、王中忱《消费文化讀本》，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1-50。 
2 巫仁恕《品位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臺北：聯經，2007 年），頁 18。 

DOI:10.6814/THE.NCCU.CHI.004.2019.A08 



 31 

的趨勢。宋元時期，香文化已經開始流行於民間，但在明代，香文化才走入鼎盛時

期。黄瑞珍指出，明代香料的消費群體香完成了從上層到下層的下移，種種跡象都

表明了明代普通市民對於香料的普及化應用。下層民眾用香之奢侈且氾濫的情況，

折射並刺激了明代社會生活的奢侈之風。3。這一現象的出現與晚明市民階層的壯大

以及「經濟階級」（economic class）地位快速提高密不可分。尤其在明代中後期，商

人成為城市的消費主力，並且出現嚴重的士商滲透的狀況。香在供不應求的社會競

賽中變成一種「優雅的裝飾」，只要有錢就可以買到。重奢的氛圍下，市井化的購買

者更加看中香品的價值而非雅韻，故常常導致「每過入室，則十步之外，香氣逆鼻，

冰紈霧穀，窮極奢靡。至以中金為薰籠，又為溺器」4的濫用情況。 

許多明清小說中都或虛或實提及香的使用。如葉小鸞《返生香》中靜漪焚香祈

天，誠開金石，至瑤叔還魂5；馮夢龍《警世通言》伯牙瑤琴有「六忌、七不彈、八

絕」，其中就有「不焚香不彈」6；蒲松齡《聊齋志異》中董遐思託夢王九思，使其「炷

香室外」，以驅狐害7；吳敬梓《儒林外史》寫婁公子會客魯編修，使童子焚香簾外，

以致「書房兩邊牆壁上，板縫裡，都噴出香氣來，滿座異香襲人」，並強調「香必要

如此燒，方不覺得有煙氣」8……而論其中資料翔實，細節具體，自當談及《金瓶梅》

與《紅樓夢》，且《金瓶梅》、《紅樓夢》展現了商與貴兩種階級的用香觀念與用香面

貌。故本章以二者為典型，試窺書中用香活動之下所蘊含的觀念與內涵，並欲結合

小說的具體情節，探討香的象徵性以及其與人物塑造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香的功能性	

凡言香，大抵有兩個面向。一是感受性的，即謂氣之芬芳；一則是物質性的，

即論攜香之物，此處特指香藥及祭祀用香，其餘容臭之物則據物稱之，如香囊、香

                                            
3 黄瑞珍《香料與明代社會生活》，（福州：福建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2 年），頁 83。 
4 （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二），收錄於《明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 ： 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2229。 
5 （明）葉小鸞《返生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6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頁 4-5。 
7 （清）蒲松齡著，張友鶴輯校：《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臺北：里仁，1990 年），頁 135。 
8 （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匯校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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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香球等。周嘉冑《香乘》中言道：「香之為用大矣哉！通天集靈，祀先供聖，禮

佛籍以導誠，祈仙因之升舉。至返魂、祛疫、闢邪、飛氣，功可回天，殊珍異物，

累累徵奇，豈惟幽破寂繡閣助歡已耶」9。周氏之說雖然在一定程度介紹了香用，但

限於言旨，未能深究香的社會功能及用觀念。欲知真實的用香情形，仍應還原語境，

迴歸世情。可惜類書雖多，往往記事稍略，史書凡載，大多細節欠詳，唯獨小說雖

虛構情節，細節處卻多反映真實。香之為感建構出的身體邊界在小說錯綜的人物關

係中得以顯現，香之為物與人的關係亦在交換、祭祀、裝飾、贈予等具體的行動中

被召喚，構成情節展演的重要邏輯。 

一、「日常」之用	

一邊是詩禮簪纓溫柔鄉，一邊是金鳴鼎食風流場，《紅樓夢》與《金瓶梅》在書

寫過程中都採取了一種「盛極而衰」的隱喻方式，故盛時用極富貴之筆，鋪陳奢華。

可見書中宴飲，網羅幫菜之長，極盡良庖之能，動輒日食萬錢，人皆食不厭精，膾

不厭細；服飾乘駕，尤重修飾；又有水榭樓臺，雕欄玉砌。而香的修飾性，使其亦

成為這種富貴展演的重要組成部分。小說中，這種修飾性主要表現為對空間、場域

以及身體的改造上。 

    小說世界的建構過程中，時空是先驗的原則，所有的情節與人物都是在特定的

時空中得以成立的10。作者藉由對於物質與感官的細緻描述，模擬出小說內部的空間

知覺11，從而明確「主體與客體」、「顯與隱」、「精確與模糊」、「實與虛」間的關係，

終幫助讀者完成空間定位，建構出完整的空間想象。以往對於《金瓶梅》與《紅

樓夢》的空間研究大多注重視覺而忽略、貶抑其他感官，實際上，氣味雖然沒有可

                                            
9
 周嘉冑：《香乘》序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4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350。 

10
 龔鵬程，《中國小說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年），頁 28。 

11 仇小屏指出，人之所以能夠捕捉空間，是因為有是因為人具（有）視、聽、嗅、味、膚五種知覺，這五種知

覺負責負責接受外部世界的刺激並反映其屬性，主體就藉此辨認客體與客體所存在的空間。見仇小屏：〈論聽覺、

嗅覺空間定位之模糊化――以唐宋詩詞為考察對象〉，（《文與哲》，2006 年 12 月），頁 191。彭聃齡則對感知空

間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她指出：「空間知覺是人對客觀世界物體的空間關係的反映。它包括形狀知覺、大小知

覺、深度與距離知覺、方位知覺與空間定向等。空間知覺在人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中（有）重要作用。如果

人們不能認識物體的形狀、大小、距離、方位等空間（特）性，就不能正常地生存。」見彭聃齡主編：《普通心

理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第 3 版，2004 年），頁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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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的形體，卻也是小說空間建構的關鍵環節。 

《金》、《紅》二書中用香的場合很多，富商貴胄家中，尤其注重香氣的維持。

《金瓶梅》四十三回寫西門府中宴席，「盤堆異菓奇珍，瓶插金花翠葉」之外，便有

「爐焚獸炭，香裊龍涎」12；七十回群僚廷參朱太尉，作者有意借賓客之鼻眼刻畫其

家中富貴，也特意強調「芬芬馥馥，獺髓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

13。七十一回何千戶盛陳酒筵，西門慶「進入廳上，但見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獸炭

焚燒，金爐香靄」14。是夜西門慶客宿其家，千戶房內亦是「爐上茶煮寶瓶，篆內香

焚麝餅」15。《紅樓夢》中，元妃歸省，下榻「省親別墅」也有類似的描述： 

 

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	

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16。	

 

這類會客、宴飲的場合所用都是人工香品，獸炭、金爐、香料、煙靄雖然是可見之

物，卻建構出一個嗅覺的空間。當然，物質的價值是首要被衡量的，香炭與香爐的

材料皆用金製獸飾，精細的工藝和昂貴的材料本身就反應出用度的不菲，龍涎、獺

髓、麝腦從動物取材，更是相當稀有。當香餅與香炭被點燃，散發出令人舒適的暖

氣與香氣的時候，肉眼可見的物的消耗感與空氣中香氣的消逝感，進一步地烘托出

豪門宴飲的富貴與虛無感。 

公共空間的錦繡添香實際是一種權力的體現。在社會、歷史、宗教的層積下，

香時常與潔凈、衛生等觀念捆合在一起。在漫長的經驗歷史中，人們對於「惡臭」

關聯出的疾病、腐爛、死亡等意象印象深刻，因此衛生對於「惡臭」的消除與管制

使其成為一種重要的價值判斷系統，人們亦將氣味作為探查個人文化教養和生活體

驗的重要機制。在醫療、衛生條件較差的傳統社會，衛生是上層階級的所有物，因

                                            
12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書局，2007 年），頁 644。 
13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51。 
14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55。 
15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64。 
1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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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香的使用不僅是經濟，更是文化實力的顯現，而對於香氣的鑑賞能力，則又是

士人雅好與商貴模仿差距所在。 

因而，小說中商、胄的用香行為，實則也建構出一個階級的圈子。圈子裡的人

能夠沈浸、欣賞香氣所建構的氛圍，圈子外的人向內觀望，聞見其中氣味就知其富

貴。所以口裡常噙著香茶餅兒，用「茉莉花肥皂」洗臉的西門慶便知其中講究，游

刃於其中，「鄉村」來的劉姥姥進入賈府，就覺「身子就像在雲端裡一般」，只是張

口仍不離屎尿屁臭。 

值得注意的是，香氣雖然有不斷漫溢的特性，但是人工香出於自身的限制和所

用環境的建築構造，其所修飾和影響的範圍是相當有限的。在林園、庭院等更加開

放的空間，大戶則更喜飾以花草的自然香。見五十五回西門慶進京賀蔡太師壽誕，

進了太師府便「鼻子裡覺得異香馥馥」，「轉個迴廊，只見一座大廳如寶殿仙宮，廳

前仙鶴孔雀，種種珍禽，又有那瓊花、曇花、佛桑花，四時不謝，開的閃閃爍爍，

應接不暇」17。《紅樓夢》中的賈府庭院更是芬芳四溢，除卻「異香撲鼻」的蘅蕪院，

梨香院、藕香榭、暖香塢、紅香圃等多地更直接以香為名。從無香到有香，四面的

高牆建構其兩個空間的邊緣，內外是不同的兩個世界，而門是隔絕與敞開內外空間

的關鍵因素。 

除卻公共空間的用香以外，女性以香為飾的意圖則更加明顯， 主要的表現便

是對容臭之物的偏愛，以及閨閣內的沐浴以及熏香行為。《金瓶梅》、《紅樓夢》中，

諸如香巾、繡帕、服飾、香珠、香墜、胭脂、香袋、頭油、駕乘等，凡女性隨身之

物，幾乎無物不香。萬曆《江都縣誌》便錄：「（是時女性）恒修治容，鬥巧裝，鏤

金玉為首飾，雜以明珠翠羽，被衣錦繡，袒衣皆純采，其奢麗極矣」（萬曆《江都縣

誌》卷七）。對於修飾品狂熱追求，反應出女性外顯自我的心理需求。雖然，明代中

葉以後，婦女的活動空間較前得到了很大擴張，但這仍然是以特殊的時間和事由為

前提的，如節慶、廟會、進香等18。而日常生活中，在傳統禮教的影響下，女性的身

體仍然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充滿了禁忌性，除卻丈夫以外，是不能被隨意觀望和碰

                                            
17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846。 
18 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頁 3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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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的，這與主體渴望認同與欣賞的願望相悖。故進而可知，女性裝扮示眾的展演等

消費行為，兼具「表達性」和「工具性」的多重面向19。 

畢竟女性多數時間仍處高牆、閨閣之內，如果說視覺上的裝飾意圖過於明顯，

且受到更多條件的約束的話，那麽香氣無疑是 含蓄的表達。香氣本身蘊含的愉悅

/美好/潔凈等特性，以及其不斷向四周擴散的特性，使其得以作為女性身體的接續，

越過閨房的門窗，打破線性的空間限制被傳遞出去，成為女性重要的身體資本。香

氣向外延展的過程，也是女性身體、才情對外敞開的過程。《紅樓夢》中有這樣一段

描寫： 

	

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	

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裏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嘆	

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20。	

	

此時寶玉雖然本就是尋黛玉而來，但卻是這「一縷幽香」，才引起了寶玉駐足在床邊

窺看的動作。於是寶玉方能聽見佳人的呢喃細語，因而心動。這個過程中，雖然也

有眼、耳的參與，氣味才是引發這些行為的根本邏輯。 

相較於賈寶玉的聞香心動，《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卻實是個竊玉偷香的登徒浪子。

西門慶好香，自己身上也香。五十二回西門慶與李桂姐交歡，一陣纏綿過後，西門

慶便「使的滿身香汗」21。小說對西門慶洗臉、洗手，也有過幾次描寫，點出了肥皂

香品的使用，但其總是隨身攜帶的香茶，卻 是講究。 

香茶並非尋常沖泡的茶，而是用於清除口中異味，維持口香的茶餅。五十二回

應伯爵因口中有蒜味，七十二回西門慶溺尿在潘金蓮口中，潘金蓮嫌口中有鹹味，

都曾向西門慶討了香茶來噙。《香乘》云：「恆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

                                            
19 高桂惠：〈從香火到香油錢——明清女性宗教活動書寫的信仰光環與塵俗世道〉，論文發表於「2014 女性文學

與文化學術研討會」，2014 年 6 月 13 日，淡江大學，頁 50。 
20（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11。 
21（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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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與含之……出口甚香」22。香茶的功效便與雞舌香相似，只不過金瓶梅中的香茶多

用木樨、桂花或玫瑰作為主要香調。〈陳氏香譜〉、〈香乘〉皆收錄了四種香茶的製發

配方，雖無與文中對應者，但大抵可知香茶製法是取茶葉與諸種香料，研為細磨，

取水、米相和，製作成餅的23。 

比起除臭，香茶在小說中更重要的作用是作為性愛過程中的玩物，西門慶的幾

次性愛過程，都有以香茶挑逗，見第四回與潘金蓮，西門慶「向袖中取出銀穿心，

金裹面，盛著香茶木樨餅兒來，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如蛇吐信子一

般，嗚砸有聲」24，第二十三回宋惠蓮「口中常噙著香茶餅兒，於是二人解佩露珍妃

之玉，朱唇點漢署之香」25；第三十四回，書童「口噙香茶桂花餅，身上熏的噴鼻香，

西門慶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26。故而九十二回，陳經濟拿出

香茶遞給孟玉樓時，孟玉樓立馬就能領會其中性的暗示27。 

蘭陵笑笑生幾次經由西門慶的感官去描繪女性的身體，在這個這過程中，氣味

絕對是其關注的重點。初見潘金蓮時，西門慶一眼看去是「黑鬢鬢賽鴉翎的鬟兒，

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兒，香噴噴櫻桃口，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

紅艷腮兒……行坐處風裙褲，口兒里常噴出異香蘭麝……」28。雲雨初試，他望潘金

蓮是「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29。類似的情節在

《金瓶梅》中非常多，可以說，西門慶的嗅覺和他的淫心是直觀關聯的。在談及西

門慶的性愛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女性身上「燒香」的癖好，這個情節在小說

中出現了四次，分別在第八回，第六十一回，第七十八回則出現了兩次，對象分別

是潘金蓮、王六兒、林太太和如意兒。作者對西門慶和王六兒的燒香過程做了比較

完整的描述： 

 

                                            
22 劉幼生編校：《香學匯典》，（山西：三晉出版社，2014 年），見〈香乘〉頁 422。 
23 劉幼生編校：《香學匯典》，（山西：三晉出版社，2014 年），見〈陳氏香譜〉見頁 314，見〈香乘〉見頁 677。 
24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57。 
25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369。 
26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494。 
27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564。 
28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29。 
29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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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子脫了，上炕來仰臥在枕上，底下穿著新做的大	

紅潞紬褲兒，褪下一只褲腿來。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	

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肚兒底下，一個	

安在他𣬼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著。那話下邊便插進牝中，低著頭看著拽，	

只顧沒棱露腦，送來送進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須臾，那香燒到	

肉根前，婦人蹙眉嚙齒，忍其疼痛，口裡顫聲柔語，哼成一塊……30	

	

研究者在討論西門慶的性癖好時注意到西門慶在兩性關係上幾近變態的征服慾，西

門慶在床底之間，要求婦人配合自己的性喜好、要婦人發出歡愉之聲乃至實施懲罰

抑或給予獎勵，實際上都是在有意無意的突出自己的統治權31。但是，顯少人關注香

被點然後，除了在作為灼燒女性肉體的工具之外，同時在也在散發出令人愉悅的氣

味，使得西門慶完全得以沈浸在這種施虐的快感當中。嗅覺，除非收到較為強烈的

刺激，日常生活中在人的感官中存在感是明顯較低的，但在作者在對西門慶的性愛

描寫、以及對女性的觀望過程中，總是有意識的放大這一感官，恰反應出西門慶對

於肉體的極端耽溺。 

而西門慶作為《金瓶梅》中女性搶奪的重要資源，他的喜好也是女性以香氣裝

飾身體的重要原因。而論其中典型，就莫過於潘金蓮了。第二十九回，（潘金蓮）「房

裡異香噴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去」32。緊接著就是肉體的

歡愉，這場歡合看似是潘金蓮是在夢中被西門慶用強，實際也算是潘金蓮的有意安

排。作者便解釋道，「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暗

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光滑，異香可掬。使西門

慶見了愛他，以奪其寵。」33潘金蓮作為西門慶性伴侶，在對西門慶肉體關係的搶奪

中，表現出極強的侵略性和主動性。 

                                            
30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352—1353。 
31 胡衍南：《《金瓶梅》飲食男女》，見吳敢、胡衍南、霍現俊主編：《金學叢書（第一季輯）》，（臺北：臺灣學生，

2014 年頁 81。 
32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418。 
33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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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每次描寫潘金蓮閨房內的熏香、洗澡，幾乎都是以性為目的，婦人竭盡所

能的以香熏染身體和房間，幾乎是在藉助香氣的吸引，誘使西門慶，走入閨中，並

因此必然的與之發生身體關係。但是很多時候，潘金蓮也不洗澡，單單僅是「澡牝」。

但即使如此，她亦然是講究的，五十一回她叫春梅打來熱水，自己還「抖些檀香白

礬」在裡面34，故知其連私處也是香的。潘金蓮裙底藏香，以香澡牝的舉動，除卻圖

便之外，其意仍在西門慶。薄長的裙襬攏住婦人的下身，正如閨房的薄窗阻隔了內

外，隱隱透露出的香氣，亦在誘使西門慶，打開那扇「門」，進入、釋放那個香氣縈

繞的禁忌空間。 

相較於潘金蓮每次與西門慶交合，必先熏染身體，作者少有著筆去寫的吳月娘

與西門慶的兩次身體關係中，吳月娘恰也點了香。只是這香既非是熏染身體所用的

修飾用香，也非陶冶情性、安神助眠的功能用香，而是用於祈願的柱香。見二十一

回： 

	

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不說話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	

香，夜杳祝禱穹蒼，保估夫主早早回心，齊理家事；早生一子，以為終身之	

計。西門慶還不知。只見丫鬟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房，向天	

井內滿爐炷了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流戀	

煙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妄夙夜憂	

心，恐無所托。是以瞞著兒夫，發心每逢夜於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保	

佑兒夫早早回心，棄都繁華，齊心家事。不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	

為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35	

 

以及五十三回： 

 

清早起來。即便沐浴梳妝完了，就拜了佛，念一遍白衣觀音經。求子的最是	

                                            
34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764。 
35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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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念他，所以月娘念他；也是王姑子教他念的。那日壬子日，又是個緊要的	

日子。所以清早閉了房門，燒香點燭，先誦過了，就到後房，開取藥來，叫	

小玉燉起酒來。也不用粥，先吃了些乾糕餅食之類，就雙手捧藥，對天禱告。	

36	

 

吳月娘這兩次燒香的共同目的都是為了祈求生育。焚香之俗在漢代佛教傳入中國就

已經形成37。民間信仰認為，「凡人以五穀為食，神仙以香為食」。宋明時期，女性就

已經發展成為進香活動的主要群體。高桂惠在考察明清女性宗教活動的書寫時指出，

「女性供奉或崇拜行為的酬神、還願、祭典、供奉等行為方式，透過具體有徵的『物

質』來展現『願望的得遂』，既牽涉了家庭這一道義經濟體的財物與權力分配的問題，

這個問題同樣關係著善與幸福、尊重與互惠」38。桑格瑞(Sangren)亦認為，進香儀式

實際上是一種對於社會關係的再現與再生產39。吳月娘的祈願恰反映出其在西門慶家

中的地位與義務關係。同樣是盼望子嗣，吳月娘第一次祈願是站在西門慶家中「主

母」的角度上，說的是以西門慶家中妻妾無出，「不拘」何人，但求有後。這個祈願

中，唯一收益的對象就是西門慶，這反映出吳月娘在家庭的整體利益下表現出的領

導各院的寬容和婦德。第二次祈願則是以西門慶「原配」的身份，彼時吳月娘已有

一次流產（第三十三回），李瓶兒也已誕下官哥，吳月娘受了潘金蓮與孟玉樓兩人的

言語刺激，感覺家中地位受了動搖，便有心求得一子，「羞那些賊淫婦的𣬼臉」40，

故見月娘雖有主母之能，卻也非全德之人。 

在民俗觀念中，祈求神明「賜禮」時，香所傳達出的淨與祈願者的誠是直接相

關的。吳月娘和潘金蓮焚香，所導致的直接結果都是性。只是吳月娘在對神祈告，

延續香火的目的下，處於焚香氛圍中的身體被神聖性香氣熏染，其莊嚴感消弭了其

他雜念，西門慶的性是「感」其意的「答」，孝哥的出生才是對吳月娘願望真正的「應」。 

                                            
36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808。 
37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頁 508。 
38 高桂惠〈從香火到香油錢——明清女性宗教活動書寫的信仰光環與塵俗世道〉，頁 45。 
39 Steven Sangren： Chinese sociologics： an anthropological account of alien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M].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2000. 
40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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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小說描繪日常之香亦有許多具體的功能應用，有用以計時的更香，

有用以助夢的「夢甜香」，有用以凝神的「安息香」，有用以除臭的百合香，有用以

粧面的脂粉香，飯桌上有食、酒、茶香，書房裡有書、墨、紙香，庭院中樹、木、

草、花香，實可謂處處皆香。黃典權在〈香火傳承考索〉中羅列香用十六、七種，

在小說中多可尋見應用41。但是香究竟是消耗品，其物质性是脆弱的，纵使是香云缭

绕，却难免散去，好似预言了两部小说结局，映照出这浮华之虚，叫人不经感慨—

—富贵乾坤瓶中藏，食足衣暖梦亦香，只可惜到了欲灭情销造化弄，几年生死何茫

茫。 

 

二、「異界」之用	

    《紅樓夢》第二十二回寫到，賈母夜設春燈雅謎，寶釵便擬謎面如下： 

 

朝罷誰攜兩袖煙？琴邊衾裡兩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煩侍女添。焦	

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惜，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用物。42	

 

賈政猜中謎底，知是更香。但紅學界對這「更香詩迷」歸屬問題，爭議頗多，更引

出諸多版本問題。有學人比對各版指出，庚辰本、列藏本止於惜春謎，未錄「更香

謎」；蒙府本、戚序本、戚寧本、舒序本列出此謎，但未言是何人所做；夢稿本、甲

辰本和程高系統諸刻本皆刪惜春謎，增添了寶玉所作的「鏡子謎」和寶釵的「竹夫

人謎」，而將「更香謎」視為黛玉所作43。梅節即認為更香迷當屬黛玉，記作寶釵，

                                            
41 黃典權羅列眾香用法：1、以薦神佛 2、建築之用 3、除夜留火 4、熨燙衣服的襯料 5、飲茶的調味 6、防書蠹

害 7、烘熏樂器 8、籠熏香衣 9、含防口臭 10、懷身取暖 11、食物調味 12、懷袖調味 13、和墨生香 14、讀書彈

琴，焚香凝神 15、屋宇消毒 16 閨房合樂。另有僻邪用，作者言及未錄。黃典權：〈香火傳承考索〉，《成功大學

歷史學報》，（1991 年第 11 期），頁 115-116。 
42（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50。 
43 寄生草：〈再論「更香詩謎」的歸屬——和歐陽健先生商榷〉，上網日期：2017 年 4 月 9 日，檢自 

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110975551_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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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後人傳抄之誤44。欧阳健則認為程脂版本上應做「程前脂後」，指脂硯齋有「做殘」

之嫌，「琴邊衾里兩無緣」當指黛玉45。對此持反對、商榷意見，認為抄寫無誤的學

者亦多。版本問題尤驗學力，故此處不敢妄論，但若僅據言意，本文亦認為，此段

詩迷或與黛玉更貼切。 

前人解讀此段，多據謎面，如其中「無緣」、「焦首」、「煎心」，以及其中表現出

的情真意篤分明指的是黛玉。本文在認同此說的觀點之上，認為亦不妨就謎底說之。

文中賈政解完諸題，懼讖而悲皆由謎底，文中言其： 

 

沉思道：「娘娘所作爆竹，此乃一響而散之物。迎春所作算盤，是打動亂如麻。	

探春所作風箏，乃飄飄浮蕩之物。惜春所作海燈，一發清靜孤獨。今乃上元	

佳節，如果皆做如此不祥之物為戲耶？」46	

 

第二十二回迷詩之妙在於，謎底與謎面皆能一一與人物命運相照。那麽更香者何物？

虛耗至死者。恰印證了黛玉 終的香消玉殞。這樣豈不是與賈政看完此詩後所想「此

物還倒有限，只是小小之人做此詞句，更覺不詳，皆非永遠福壽之輩」47相吻合。 

此處論及「更香」，因其乃記時之香。香的燃燒過程，是一種時間感的體驗過程。

古代無鐘錶，故日常也有以香計時。約定俗成的香之長短，在相對穩定的燃燒速度

下，被用以表示相應時長，這種時間實際尚只是一種「發生」的看見，燒紅的香芯

與漸短的香身都在提示時間的存在。除了這種通過視覺相對精確「表示」時間的方

法之外，氣味的消逝、煙氣的消散，無不是時間感的體驗過程。 

    《金瓶梅》和《紅樓夢》雖然都是以人事為主要線索的敘事，但以前者夾雜民

間傳說中的神鬼信仰，後者建構於前世、今生的輪迴傳說，故二書都存在著一些異

界的書寫，在具體的表現上往往或托之於夢，或托之於還魂、顯靈。而在這些異界

                                            
44 梅節、馬力：《耦耕集：梅節 馬力論紅樓夢》，（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 年），頁 100。 
45 欧阳健〈「暫記」的是寶釵制謎嗎〉，上網日期 2017 年 3 月 30 日，檢自： 

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110880556_d.html 
4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50。 
47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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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香的存在往往起到了異化時空，模糊虛實的功能。 

《金瓶梅》中，李瓶兒病重將死，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無吉。李瓶兒言

房中常有影影綽綽，似是花子虛糾纏，西門慶恐李瓶兒氣弱招致邪祟，便請了潘道

士做法。道士來時，月娘便吩咐丫頭收拾，伺候淨茶淨水，又焚下了百合真香。此

淨身恭神之香。做法開始，道士「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道士

便焚符請神，此時香用，便如周嘉冑謂之「通天集靈」。是夜，道士做法祭李瓶兒本

命星壇，亦是以黃絹香布祭之。書中詞道「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便

見天地色變，陰司來人，呈上冥司文書48。這個過程當中，小說的場景雖然沒有變動，

但空間已經發生了變化，神聖空間與世俗空間在這裡發生了交疊，即所謂的「跨界」

或「範疇改變」。張珣認為，香在這種跨界體驗中既是中介者，也是他界的構成性質

49。其後半部分說法，在神聖的宗教觀中是成立，但在小說中，則須基於「他界」桃

源式的想象。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小說作者抑或說是在民間的觀念中，香是邊界建

構或消彌的重要依據。 

七十一回寫西門慶夜宿何千戶家中，李瓶兒託夢西門慶，兩人共度一夜春宵。

說是託夢，但小說這段並未實寫西門慶睡下，而是藉由一段物與身體的書寫虛化了

時間。小說寫到： 

 

這西門慶有酒的人，睡在枕畔，見都是綾錦被褥，貂鼠繡帳，火箱泥金暖閣	

床。在被窩裡，見滿窗月色，番來覆去睡不著。良久，只聞夜漏沉沉，花陰	

寂寂，寒風吹得那窗紙有聲。50	

 

此前，作者已經鋪墊了西門慶房中「篆內香焚麝餅」的味道。根據文字細緻的描述，

我們大致可以建構出西門慶感官的體驗：夜中多飲了些酒，漸感微醺有些昏沉，火

箱熏得房中很暖和，空氣中似有若無的漫著熏香的味道。被子是綾製的，貼著皮膚，

                                            
48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977—996。 
49 張珣：〈馨香祝禱：香氣的儀式力量〉，見余舜德主編：《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頁 224。 
50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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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覺得柔順舒適，床也收拾的柔軟暖和。燈燭已經滅了，四周寂寂的，月光映滿

窗臺，時間似乎是靜止的，又像是被拉長了，寂寞和心事似都被放大了，於是不禁

輾轉，但是眼皮卻越來越沉。至於聞見寒風吹動紙筆，西門慶雖覺自己未眠，卻實

已熟睡了。此處用筆之巧在於省略了睡覺入眠的過程，而是藉由物所對應出的身體

感自然過度到夢中。於是 終夢醒，看客也不覺驚異，只是於西門慶，雖然感覺的

真切卻分明是假，不覺更加寂然，於是下半夜再無法入眠。香雖然是整體感官建構

中的一個環節，但其作用亦不可謂不大。 

而在賈寶玉夢入太虛幻境這一回裡，作者對於寶玉夢裡與夢外的香也著墨頗多。

第五回寫到，寧府梅花盛開，賈珍之妻治酒辦家宴小集，寶玉倦怠，秦可卿便請他

在自己屋中歇息。「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而來。

寶玉覺得眼餳骨軟，連說：『好香！』」。這是寶玉入夢前之香，乃此世之香。而寶玉

入夢之後，警幻仙子攜寶玉入室，彼時寶玉又聞見一縷幽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

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諸樹之油所製，名『群芳髓』」，塵世中無有，乃彼世之香。

是夢是幻，循香便可辨之。 

香之有無、同異的邊界，實際就如一道道門，香可以通過、也可以阻隔開一個

個空間。因此，在日常生活裡，可以香辨富貴、人我，別死生、美俗；在異界書寫

中，亦可以香分此界、彼界，抑或以香為媒，貫通二者。 

 

第二節	香的隱喻性	

一、香氛與香勢	

《金瓶梅》與《紅樓夢》的對讀是極有趣的，乍看分明是兩個無甚相關的文本，

說起不同，自然也是信手拈來。人物、時空、情節原本風馬牛不相及，似去關聯的

行為本身也顯得牽強的。但稍試細讀，便覺兩書似乎處處都有映照，無論此中人是

商是冑，是端是狂，重的是慾是情，是俗是雅，抑或行的是縱是惜，是髒是潔，都

以一種可見的趨勢——似是被情節，又或是被宿命牽引著下墮，無可避免地落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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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色空與虛無。清代學者就已經注意到兩者在文學母題上的繼承關係，張其信即

指，《紅樓夢》「從《金瓶梅》脫胎，妙在割頭換象而出之」51。蘇曼殊亦認同「《紅

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52。 

余英時在討論《紅樓夢》的時空建構時就指出，紅樓夢中存在著「兩個世界」，

大觀園內是一個理想的烏托邦世界，是太虛幻境在人間的投影，而大觀園外則是現

實世界53。其後諸學對於大觀園作為理想世界存在於文本幾無異議，本文亦信此說。

但細斟文本可知，出於批判的需要，對大觀園內的美化之對立面即是對園外世界醜

化，清/濁、真/假、情/淫，作者藉由這些對立的詞彙顛倒映照出的實際是一個相反

的世界，而非如余先生所說是一個「現實」的世界。 

大觀園的內外，《金》、《紅》兩個文本之間，其所建構的世界都是對於現實的異

化。《紅樓夢》巧妙地摺疊了現實，並在上面覆之以理想的空中樓閣。《金瓶梅》則

誇大了現實，作者冷眼旁觀，過度清醒地勾勒人性中的私與慾的部分。所以《金瓶

梅》讀來分明更具現實主義色彩，但卻很難把西門慶完全想象成具體的某個人，因

為他究竟是扁平和片面的。過與不及，兩部小說建構出的世界本身都是缺損的，且

這種缺損都是作者的有意為之，情也好，慾也罷，都是見盈不見虛的貪痴，看得到

的是縱情放慾的歡愉，卻尋不見根，見不著底，逃不過命，得不到果，於是結局總

也難以圓滿。而這淨與淫的世界之間，還當有一個更貼近現實的俗的世界，作者對

此幾無著墨，「深觀世務，歷練人情」又有真血氣、真性情的劉姥姥卻分明是從此中

走出54。 

前文已經提到，氣味是構築空間的要素之一，帶有顯著的符號性。氣味可以被

身體感知，是一種真實的嗅覺感受。小說的氣味書寫大抵有兩個面向，一是焦點式

的氣味書寫，強調氣味與所屬主體的關係，氣味構成主體特質的外部特徵，因此氣

與質對立或統一是參看人、物的重要線索；而從鑑賞者的角度，氣味構成的樂/惡感

體驗，是一種解碼過程，惡、好、痴、癖，主體感知焦點的層次形塑了客體的附加

                                            
51 參張俊：〈試論《紅樓夢》與《金瓶梅》〉，《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1 年第 3 期），頁 19-31。 
52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匯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5 年 l2 月版），頁 480。 
53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社科，2002 年，頁 36-38。 
54 涂瀛：〈紅樓夢論贊·劉老老贊〉，一粟編，《紅樓夢卷》卷 3，（臺北：新文豐，1989 年），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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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 

另一種則是整體式的氣味書寫，強調人在氣味場中的氛圍體驗。鼻子是感受氣

味的感官，但是在一個香氣充盈的場域，其所產生的身體感受除卻對於香臭的辨識

之外，更是一種沉浸式體驗（immersive experience），是以嗅覺為主導的多種感知項

目（包含情感、經驗與記憶）的聯覺。因此氣味時常與直覺、回憶、想象、他界以

及其他更複雜情感或體驗聯結，甚至在一些小說的書寫下，香氣氛圍的體驗過程還

伴隨主體時間的凸現和客觀時間的虛化。氣味的這種特性就好比詩歌中的意象，物

與情感的「喚起」未必是一種線性的邏輯關係，但兩者的比附往往給予小說創作象

徵空間。 

張世君很早便注意到《紅樓夢》中香氣的敘事功能問題，她提出紅樓夢中存在

虛化的香氣空間，並試圖藉由文本分析建構出各個空間的思維定勢，進而討論文本

中不同的香氣韻調55。另外，她也強調了香在空間轉場過程中的「分節」(articulation)

作用56。張氏的說法是具有開創性的，她的操作也具有示範性。本文亦認同香氣空間

在文本的特殊性，關注香氣氛圍中主體空間感受的虛化效果，並且試圖討論香氣所

建構出的空間暗示。但仍需贅言的是，紅樓夢的香氣空間並非全然是虛化的，多數

情況下它仍然是客觀空間的構成部分。張氏關注個體空間的差異，卻忽略整體的香

氣亦有其韻調。以此再去反觀小說中淨、淫、俗三個世界的書寫，其中空間、人物

各有其氣味，而其整體的韻調更與作者所建構的小说世界的內核呼應。由此見同言

香臭，固然也有實用層面的「同」，象徵層面的「別」卻是各自「質」的表現。 

 

（一）「凈土與香冢」 

賈寶玉夢入太虛幻境，鼻中嗅見異世幽香，警幻仙子娓娓道這香之取材，便是

明此香非凡俗之物。人的身體知覺複雜而敏銳，而用以描繪這些知覺的詞彙則相對

匱乏。這種匱乏並不見得是少，而在於難以精準。漢語精深，可見「香」部表香氣

之字便有 60 餘個，言香之濃淡有𩠻（小香也）、馦、馩、馧、馞（大香）、馛（大香）、

                                            
55 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北京：中國社会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80-92。 
56 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頁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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馪等等；而如𩡎（幽）、𩡉（芬）、馥、𩡏（郁），䭲馜（旖旎）等字，其本字或異體

字在現代漢語猶有留用，故在前者的基礎之上更多了一層對香氣質感的想象。又馨

可表香之遠近，清、淡、淨、潔、俗、雅、豔亦可表香之感受。其用字之細，遠超

其他語言，亦反應出氣味體驗的豐富。但其中仍難有一字，可以完整的建構出具體

的香氣感受之想象。於是尚需依託於物，唯以物之稀有，明仙俗之別。 

如余英時所說，太虛幻境與大觀園的象徵是遙相呼應的。「群芳髓」之香氣提煉

自仙境草木之精，未曾遭俗世塵泥、污水沾染，是至潔之氣，而「大觀園」作為「失

樂園」或「詩樂園」之女兒凈土，便是建立在兩個寶玉的女兒潔淨說之上的57。賈寶

玉幼時便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

子便覺濁臭逼人」58。在此，女子的美好特質是建構在肉身的潔凈之上的，水是本，

香是質，女兒靈肉潔凈，容不得半點冒犯，故凡俗的「濁口臭舌」說起，「必用淨水

香茶嗽了口方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眼的」59。然而芳香作為女體符碼，雖淨且

美，但亦奠定了大觀園內女性整體悲的基調。 

脂硯齋在解釋寶玉在太虛幻境中的身體經歷時，就以髓與碎、窟與哭、杯與悲

的諧音隱射關係，指出了「群芳」、「千紅」、「萬艷」的共同悲劇下場。這是作者在

字面的設計，不可不謂之精巧，只是諧音通曉過後此處便無人咀嚼，少了幾分意蘊

上的賞讀。暫置諧音便不難發覺，太虛幻境中的香，既不同於秦氏房內的「襲人」

甜香，也非菱花「令人心神爽快」的清香，而是一種「幽香」。幽者，「隱也」，隱怨

而幽，幽則「自傷」。三者較之，甜香是侵面之香，主動且擅誘，與「擅風情，秉月

貌」的秦可卿相襯；清香則純凈明朗，顯得清澈通透，恰似嬌憨懵懂的香菱；唯獨

幽香曖昧，質清韻長，似散還聚，但總顯得清冷了些，隱隱能覺出幾分耗損的意味。

小說中四次出現「幽香」（一次為「幽芳」），一次是在此處，另外三次皆是黛玉身上、

房內之香，且二十六回寶黛得幽香牽引，情愛萌動，作者題名「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六十四回則更直以「幽淑女」稱黛玉，故知這幽字為黛玉之身體符號，且分明有所

                                            
57 李欣倫，〈詩意的文本──《紅樓夢》之身體及疾病隱喻〉上網日期 2011 年 7 月 15 日，檢自醫療與身體經驗

研究群：http：//idv.sinica.edu.tw/yusd5644/rading/reading.html 
58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0。 
59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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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意。 

單以一字會意，難免偏頗，於是此處牽擬出《紅樓夢》中與幽連用的詞彙做互

看之用。《紅樓夢》中有「幽」字 30 餘筆，除卻以上以及單用幽字描物，猶能得清

幽、幽靜、幽微、幽雅、幽僻、幽怨、幽恨、幽沉。此處姑且遮去半邊，竟能貫通

黛玉之性以及這異世之質。清、雅、靜、微、僻是自潔遠世之貌，黛玉的美是謫仙

之美，絕然世間，不蒙塵亦不通俗，脂評其「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舌，以

冰為神，真真絕倒天下之裙釵矣」60。也因其淡薄無為於是居幽好僻，性子也是孤高

清傲；怨、恨是憎命之情，忿俗嫉命而莫之奈何，於是幽沉自傷，此是黛玉之病，

亦是這幽香中隱喻的悲調。李燕清更舉幽有「冥」之意，以言明其在象徵上與死亡

亦有關聯61。香與人配是《紅樓夢》中的春秋筆法，結合黛玉的幽怨自損乃至玉殞香

消的結局看來，小說整體香氛的以「幽」貫之，同樣也伏筆了紅顏摧折之意。 

另外，「群芳髓」這一香名亦可重新計較。較之「千紅一哭」與「萬豔同悲」，

曹雪芹在「群芳碎」的諧音使用上差強人意，在主謂的搭配略顯勉強。玉碎紅消皆

是死亡意象，群芳既是花，用碎則稍顯不妥。當然，這類微疵其實無礙乎文章解義，

此處有意留難，是以「髓」若不以諧音解釋，似乎更能突出文章意蘊。《說文》曰：

「髓，骨中脂也」62。韓非子有云：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屬」63。金陵十二釵正副

冊中，或以詩文，或以圖畫將女子與各色花木相配，故知群芳所指便是大觀園中女

子。「群芳髓」在現實層面是草木之精，在象徵層面卻指紅顏之命，焚之為香憑空消

散，映射出園中一眾女子的命運。 

脫下樂園凈土之表，太虛幻境實是一個葬花香冢，境中香氣概括了小說總體空

間的調性，透露出死亡的淨美與儀式感，恰應了眾釵命冊所置的「薄命司」之薄命

二字。魯迅即道：「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

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64。十二金釵

                                            
60 （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王希廉評：《紅樓夢》，（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633。 
61 李燕清：〈從「香文化」角度解讀林黛玉的人物形象〉，《三峽大學學報》，（2017 年 6 月卷 39），頁 144。 
6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年），頁 168。 
63 （先秦）韓非著，陳啟天釋：《韓非子校釋》，（臺北：中華叢書，1958 年），頁 771。 
64 魯迅：〈墳〉《魯迅雜文集》，（瀋陽：萬卷出版社，2013 年），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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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詞是目之能及的結局，悲歌哀曲是耳中能聞的宿命。文字與唱辭，鋪墊了可見

的悲劇，如同寫在篇首的預告，而香對於這種悲劇的暗示卻是隱性的，一以貫之的。 

    相較太虛幻境所建構出的整體的香氣氛圍，大觀園裡的香在表現上是馥鬱而紛

雜的，糅合著各類薰香、藥香、草木之香。香氣存留的時刻，園中仍是興盛、盎然

的，只是不知何時何處，園中花木已悄然凋零，香也在與之消散。而這香盛與香消，

都是香勢的表現。康來新在《消逝的大觀園中》有過一段感性的描述： 

    

當第一片花瓣開始辭枝飄落，春天的姿容就已然退卻了——一片花飛退卻春	

呀！那麽當無數落花紛紛墜落時，又要怎樣難堪老去的年華呀——風飄萬點	

更愁人的無可奈何呀！	

那麼，是不是，大觀園畢竟要在花凋香斷裡消失逝去呢？65	

 

《紅樓夢》的香與花在象徵層面有著一致性，花是女性的本體66，香則是其魂夢所繫。

脂評大觀園，同謂其「只為一葬花冢耳」67。大觀園中，有許多落紅餞香的情節，著

名的有寶黛葬花，不甚醒目的有群釵餞花，而全觀來看，更有落紅自葬。曹雪芹第

一次言及花謝，是在太虛幻境中「虛花悟」的唱詞之中，詞道：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	

                                            
65 康來新《紅樓夢：失去的大觀園》，（臺北：時報文化，1998 年），頁 200。 
66 《紅樓夢》的人花互喻，很早便為學者觀察，相關的證據也非常多。首先，黛玉本是花神轉世，前世為三生

石畔「絳珠草」，且其生日在二月十二日（六十二回），即花朝節，是百花生日；其次「釵冊」判詞，是以花草

畫配文來對應人物的；再次，六十三回群芳開夜宴，在座的女子除卻晴雯之外，各配一個花種；而九十三回丫

頭胡謅晴雯死前變做了花神；另外，諸女詩中，亦多以花興喻，于自身亦多有影射。王希廉《紅樓夢總評》卷

首以書中六十四位女子配以相應花卉入畫。雖在關聯的對象上，頗具爭議，但整體仍說明了女性與花的關聯。

王希廉著，一粟編：《紅樓夢總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卷首圖。余英時不僅以園中女孩子是花

神，而且寶玉自己也是花神，且是「諸豔之冠」，是總花神。見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上海：上海社

科，2002 年），頁 41。歐麗娟則是從花與女性比配關涉的抒情傳統起說，指出文學作品中，女性（尤其是美人）

與花朵相提並論的孿生現象已牢不可破，而紅樓夢中的女性較於以往，已經從審美對象轉變為主體，使所謂「人

花一體」獲得了真正屬於女性自身的寓託關係，並進一步提出了「女兒－花－水」的複合意象結構群。見歐麗

娟：〈一闋女性集體悲劇交響曲：《紅樓夢》人花互喻與象徵寓意〉，上網日期 2017/08/29，檢自：https：

//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6926；另見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石榴花」-賈元春新論〉，《臺大文史哲學報》，

2004 年 5 月，頁 113-119。） 
67 見《紅樓夢》第十八回，脂硯齋評：「至此，方完大觀園工程公案，觀者則為大觀園費盡精神，余則為若許筆

墨卻只因一個葬花冢」。曹雪芹著，脂硯齋評，鄧遂夫校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北京：作家出版

社，2006 年），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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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村裡人嗚	

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著，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	

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	

結著長生果。68	

 

而園中真正第一次出現落花之景，便是大片殘紅，浮蕩在「沁芳溪」。這個情節出現

在第十七回園內工程高竣，賈珍等請賈政遊園題匾額對聯的途中，是緊接著十六回

文末秦鯨卿夭逝黃泉路的69。周汝昌在《紅樓十二層》中就特別點明，沁芳是一個「巨

大的象徵」，是《紅樓夢》全部之核心70。「沁芳」二字為寶玉所題，以代賈政與客所

共題之「瀉玉」，瀉與沁，水之事也。玉與芳，美之代名也。兩者實指雖無二緻，措

辭卻有粗雅。「瀉」取義於《醉翁亭記》，說的是水湍急促進之貌，未若沁字，不疾

不徐，而雅韻字在其中。再者「瀉玉」連用，又與「洩慾」同音，故聞之不妥。而

沁芳之名較之則顯得蘊藉含蓄，對寶玉嚴苛如賈政，「拈鬚點頭不語」便是極高的讚

賞了。然而顧名思義，便能覺察其中悲愴。 

沁芳二字，說的是香從水中來，寶玉遣句也雅，道是「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

花分一脈香」71，只是借文中人物目之所見，卻分明是香在水中埋，二十三回作者更

用《牡丹亭》中「花落水流紅，閒愁萬種」72以應此景。紅殘香斷，隨水而逝，來人

鼻中嗅到芬芳，竟是那死花的殘香，以此再看那沁字，卻有多出幾分瀝血般的殘忍。

也因此可以推知，沁芳溪是群芳在這大觀園內的天然墓冢，水是女子香魂歸處。 

而這園中人也餞花，只是凡多了一點，少了一些體物的敏感通透，心情便全然

不同。園中女子餞花，是辭春迎夏的嬉鬧，因角色視角的限知，所以對落花的隱喻

                                            
68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2。 

69
 秦鍾是男子，並且偷期幽會，失於檢點，又是園外之人，自然是配不得這園中落紅的。但其身份又著實特殊，

作者寫寶玉初見秦鍾時道：「那寶玉自一見秦鐘，心中便如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個獃想，乃自思

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而秦鍾之貌又「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人又

「靦腆溫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後人言二人之關係，有以為是情友，亦有說是斷袖，總歸秦

鍾是寶玉珍視之人，紅樓夢自第二回便言及死亡，但自秦可卿、秦鍾始，才是寶玉在意的人逐漸死去，故秦鍾

雖不是這落紅所奠，卻亦是這死亡之悲的一個旁支。 
70 周汝昌《紅樓十二層》，（太原：書海出版社，2005 年）頁 24-32。 
71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56。 
72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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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然不覺，悲自然也無所說起，縱使覺得美，也是從外部去看的。於是祭餞花神的

芒種節便如元宵、端午，不過是一個是個開心熱鬧的節日。女孩子們盛裝打扮，用

各色巧物系滿枝頭，惹得「滿園裡繡帶飄颻，花枝招展」73，更與草木競美，倒叫那

「桃羞杏讓，燕妒鶯慚」74，語笑嫣然間，「滿園春色」如花未落，倒也真瞧不出一

點衰敗的樣子。寶玉送花，是憐香惜紅的體貼。文道： 

 

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真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	

花底下一塊石上坐著，展開《會真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	

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	

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腳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兒，來至池邊，抖在池	

內。那花瓣兒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	

有許多花瓣。75	

 

賈寶玉是極有靈性的，但凡美的事物便總有心相惜，人如是，花草如是，香也如是。

他是有心護花的，「落紅成陣」，他便恐腳步踐踏折損了花形，於是兜了花瓣兒抖在

池內。沁芳溪於寶玉是一池淨水，是清冽而美麗的，將美麗的事物放在美麗的歸處，

於他來說便是一種完滿。寶玉無疑是痴的，他總是詩性的、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不

沾了髒，染了濁，傷了身，亂了形，失了韻，一切便仍是美好的，於是他看不見出

了園子水就髒了，亦不曾覺花在落下時就已經死了。較於寶玉，倒是黛玉把殘花命

運看得通透，她對寶玉道： 

 

（將花）撂在水裡不好。你看這裡的水乾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兒	

什麼沒有？仍舊把花糟蹋了。那畸角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	

裝在這絹袋裡，埋在那裡，日久隨土化了，豈不乾淨？76	

                                            
73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20。 
74 同前注。 
75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2。 
7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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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如花美眷，似水流年」77，亦或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78。 

黛玉去看那落紅、流水，總也逃不過一個「逝」字，她清醒地看到了紅消香斷命軌，

預兆了物是人非的蕭條，她自知是逃不過的。春殘花落處，便是紅顏老死時。黛玉

的葬花，是恨命傷逝的自憫。在無可奈何的命數前，她怕的是無所皈依，是沾染污

濁，於是自掘香冢情願將風流都赴那一抔凈土，還使自己能夠「質本潔來還潔去，

不教污淖陷渠溝」79。 

    看花的人不同，餞花的心境也便不同，對於其中玄妙的知與不知，不過是悲來

的早晚的問題，在作者所建構出的輪迴與宿命中，一切都是註定。《紅樓夢》的整體

「香氛」在太虛幻境中便已經奠定，群芳髓的名實、韻調無不隱射出「凈土」與「香

冢」的象徵。而就大觀園的整體而言，看的見的是紅落，看不見的是香消，「香勢」

的漸弭貫穿了賈府的興衰起落，恰呼應了園中眾人的命勢。 

 

（二）「俗世」與「濁香」 

    大觀園的園外世界和《金瓶梅》所建構的時空，是相對於大觀園內女兒凈土這

一象徵概念的世俗世界。其間言香固然也多，但多以「用」為主，因此似乎不比前

者可以用香氛為線索建構出一個完整的空間隱喻。但試將兩者比較可以發現，潔是

大觀園中的香 為重要的性質。黛玉好潔，唯恐被世俗的髒濁沾染糟蹋了，但只消

是在這園內，她便總是安全的。大觀園中香氣紛紜卻又是分明的，因其無處不潔，

於是園中女子各自清白，皆能保留其質。但只消是出了這理想世界，便免不了染上

俗氣。香既是修飾之用，便就如那白紙，縱然其本質是潔，用以飾臭便免不了髒了

自身。俗世氣味混雜，香氣輕易便與其他味道混同，此謂之濁香。加之大觀園內無

淫，俗世有淫，尤其在《金瓶梅》中，香與淫幾乎處處關聯。香的敘事中伴隨著體

液與排泄物，香本身也成為催情助慾的物品。黑白相雜失其白，香臭相混失其潔，

                                            
7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68。 
78 同前注。 
79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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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以淫為惡，以戒淫為旨的寫作目的下，這淫香在象徵層面或當放置在臭的範

疇下討論。再就香勢而言，前亦說到，大觀園中的香是一眾女子的命之所系，故香

勢愈消，則悲情愈重；而於《金瓶梅》，香為淫所雜，故淫行愈多，香勢愈興，離精

盡人死則愈來愈近。 

二、香調與氣質	

對於女性和建築空間的「香化」是《金瓶梅》和《紅樓夢》所共有的書寫特色。

追究詞義可知，香這一用詞本身所指涉的並非是一種精確的身體感受，而是一個相

對的範疇，指氣味感受在感官上偏向樂感體驗。因此，辨別香之所以為香的過程，

本身已經融合了美的意識80。西門慶和賈寶玉都是好香之人，而此二人對於香的痴癖

卻恰反應出不同的審美層次。 

就西門慶而言，香是構成其肉體快感的重要部分，但西門慶對於香氣的感受卻

是模糊而純粹的。《金瓶梅》中的女性為了增加自身的吸引力，用了各色香料（包括

百合香、沉香、檀香、木樨香等）修飾自己的身體，西門慶對此自是歡喜的。作者

在書寫西門慶觀望女性以及與其的性愛過程，都會特出香的存在。但他的感受卻是

單一的，既無關乎香的類別，亦對香韻、香調全不在意，各色的氣味感受都只是快

感的引導下籠統的以香蔽之。由此可見，西門慶的香癖是一種原始的，本能的審美

81，緣于其對肉體快感的極致追求。 

而賈寶玉好女性之香，除卻前述的官能愉悅之外，還兼具了「賞香」特性。具

體有以下幾個表現： 

1、賞潔不賞濁。在寶玉「女兒潔凈」這一觀點下，香作為女性身體的表徵被進

一步「德化」，衍生出真、善的意涵。園中女子及其住處的香氣雖在表現上各有不同，

                                            
80 李澤厚從美的日常用法中總結出美的三種含義，第一種是表示感官愉快的強形式；第二種是倫理判斷的弱形

式；第三種專指審美對象。並進而指出「由於中國傳統經常把一切能作為欣賞對象都叫做美『美』，這就使『美』

這個詞泛化了。他並能完全等同於英文的『beauty』，而經常可以等同意一切肯定性的審美對象。也就是說，把

凡事能夠使人得到審美愉快的欣賞對象就叫『美』。（見李澤厚《華夏美學·美學四講》，北京：三聯書店，2008 年，

頁 269。） 
81 笠原仲二認為，美的意識是有階段的，官能性愉悅是美意識的起源，善是美意識的發展，真是美意識的高級

階段。見笠原仲二著，楊若薇譯，《古代中國人的美意識》，（北京：三聯書局，1988 年），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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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質都是「清香」，這與整體香氛所展現的「淨」是一致的。賈寶玉是這「女兒凈

土」的擁護者，尤恐外面的濁氣玷污了此處。因此對諸如周瑞家的婦人、婆子們尤

為不善，直指其道：「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

來，比男人更可殺了！」82。 

2、知韻明調。同是好香者，氣味在賈寶玉聞來卻是芬馥的，秦氏房中的甜香、

寶釵身上冷香、黛玉袖中的幽香、妙玉庵中的寒香……即使是限於角色視角的「當

局者」，寶玉猶能品出香調上的細微差別，隱隱覺察出其與一眾女子氣韻上的關聯，

甚至連藥香，他都能覺出幾分雅緻。 

3、好物成痴。寶玉有一痴癖——愛吃胭脂。二十一回史湘雲為寶玉編辮，寶玉

「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拈起了一盒子胭脂，意慾往口

邊送」83，被湘雲阻止這才罷休；二十四回寶玉又「把臉湊在（鴛鴦）脖項上聞那香

氣」，還「挨上身去，涎著臉笑」討鴛鴦嘴上胭脂吃84。作者幾次著筆描寫寶玉這一

癖好，加之這嗜好本身又著實奇特85，所以歷來學者皆認為此處是有所寄意的。相關

研究亦成果頗豐：蔡元培86、潘崇規87、温云英88等持隱喻說，認為寶玉是玉璽之象徵，

胭脂是印章所用的朱泥；段江麗89、何炳棣90、高振達91等則是從心理及病理的角度分

析賈寶玉吃胭脂是 物癖/異食僻的表現；羅憲敏認為此舉是「慾」92；郭乾隆認為此

                                            
82（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13。 
83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6。 

84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73。 

85 收錄文人癖好之著作很多，宋王觀國《學林》卷五有「好癖」一章，羅列史上各式嗜癖；馮夢龍《古今譚概》

亦作「嗜癖部」；閔于忱《癖癲小史》更是全書記載古人癖事……類書雖多，皆未見食用胭脂之癖；張忠良〈晚

明文人的嗜癖言行〉羅列文人嗜好對象，有自然山水、園林花木、讀書寫作、美食茶酒、 書畫古董器皿、聲樂、

美色等多類，其間 物至痴者雖多，賞物尚且依據官能之性，鮮見異食者。（見張忠良：〈晚明文人的嗜癖言行〉，

《臺南女院學報》23 期（2004 年 10 月），頁 403-428。）謝肇制《五雑俎》中則確實羅列了異食之癖，如「劉邕

之嗜瘡痂，鮮于叔明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甲，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

等；褚人获《坚瓠集》在前者基礎上補充了「賀蘭進明好啖狗糞，明初僧宗泐嗜糞中芝麻、雜米和粥食之，吳

江婦人喜食死屍腸胃。」這類異食癖實際上已遠超文人之好，兩本所舉之人皆食污飲垢，實已近於畸病，這與

寶玉吃胭脂又有本質上的不同。 
86蔡元培：《石頭記索隱》，《蔡元培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75-78。 
87潘重規：《紅樓夢新解》，（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73 年），頁 184。 
88温云英：《红楼梦作者新证》，（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1。 
89段江麗：〈賈寶玉性格的心理學闡釋〉，《紅樓夢學刊》1999 年第 2 輯，頁 326-336。 
90高振達：《紅樓四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4-5。 
91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臺北：聯經，2013 年），頁 453。 
92羅憲敏：《《紅樓夢》藝術美》，（湖南：湖南文藝，1988 年），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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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是「惜」93；柳存仁則以其為情愛描寫94；馬克夢則認為寶玉吃胭脂「就像是在嘗

試咀嚼女人的身體並通過她們來淨化他自己」95。而本文在小說文本意義的範疇內，

認為賈寶玉吃胭脂不過是由其好香轉變而成的 物，且這香是女子身體潔凈、美好

的意涵延續。寶玉在胭脂的製作與品鑑上內俱是內行，四十四回時他便介紹了上乘

胭脂的製法： 

	

那市賣的胭脂都不乾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	

渣滓，配了花露蒸疊成的。只要細簪子挑一點兒，抹在手心裏，用一點水化	

開抹在唇上；手心裏就夠打頰腮了。96	

 

由此見，寶玉對胭脂也是極講究的。須是花露蒸成的，潔凈的方才喜歡，鋪子裡賣

的庸脂俗粉並不入眼。藉著金釧的調笑97與平兒的粧飾效果98可知，這胭脂嚐與聞的

感受一併都是甜香，寶玉聞之不夠還要去嚐，既是想要進一步的去感受這甜香之外

的身體之氣，亦是試圖藉由吃儘可能的去「保留」這味道。 

B.N Landis 等學者藉由醫學角度指出，感受氣味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由鼻腔

構成的鼻前通路 (orthonasal olfaction)，主要用於偵測外界的氣味，一種由口腔和咽

頭構成的鼻後通路 (retronasal olfaction)，用於偵測嘴巴裡的味道99。而寶玉將胭脂放

入口中無疑卻是痴的，食用的行為無意識的使公共空間的氣味藉由物這一實體被含

入口中，成為他的私有物存留、縈繞於舌尖，以此形成更私人、更焦點的美感體驗。

這中間令他感到愉悅的並非是唇瓣碰觸的質感亦或對於肉體不潔的幻想，而藉由口

                                            
93郭乾隆：〈賈寶玉吃胭脂新解〉，《曹雪芹研究》，2017 年第二期，頁 117-124。 
94

（澳）柳存仁：〈紅樓夢之舊本〉，《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993 年 3 月），頁 55-100。 
95（美）馬克夢著，王維東，楊彩霞譯，戴聯斌校：《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制： 十八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

男女關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06。 
9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81。 

97 《紅樓夢》第二十三回：「金釧兒一把拉著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浸胭脂，你這會子可吃

不吃了？』」。（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61。 
98 《紅樓夢》見四十四回「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

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81。 
99 Basile Nicolas Landis， MD; Johannes Frasnelli， MD; Jens Reden， MD; et al：Differences Between Orthonasal 
and Retronasal Olfactory Functions in Patients With Loss of the Sense of Smell，Arch Otolaryngol Head Neck Surg. 
2005;131（11)：97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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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對於氣味的細膩知覺隱隱交織出的對於少女清甜本質的感受。賈寶玉從來是樂於

追索女子殘留的印記的，論其痴舉又何止吃胭脂一件。湘雲洗過臉的殘水他捨不得

潑，執意要來洗臉，翠縷遞給他肥皂，他卻道：「這盆裏的就不少，不用搓了」100，

故知其所惜非那殘水，而是那殘香；黛玉兩次用繡帕「摔」他，他卻將那沾了淚染

了香的繡帕放在床頭101，這如何是惜帕，分明是珍那香、淚之所屬；全觀而言，這大

觀園內芳華漸逝、香魂漸隕，寶玉又怎能不想護其如初，只不過是不能罷了。張岱

曾道：「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102。

寶玉的 物成痴興許在旁人看來總有些憨態，卻實是其真與情的表現。 

    較之西門慶於香的好而不能賞，賈寶玉卻能別之，知之，惜之。這種審美層次

和審美焦點的差異，除卻歸因於階級、身份、文化等外部原因，亦與本人情志相關。

鑑賞者的解碼能力是其個人涵養的展現，但無論是賈寶玉或西門慶，到底都是文本

中的人物，即使以寶玉之自覺使其能對香中意涵窺之一隅，但於作者整體寓於其中

的象徵卻仍然是難以盡解的。就《紅樓夢》而言，各院建築的空間香氣、住所的香

名、以及女子身上味道乃至詩中所吟之香都具有展演的性質，是可見可聞的「表」，

而這些香所屬人物的言、行、舉、止則是可知可感的「象」。對此二者加以體會，可

知表與象之相應。只不過這表限於言意尚有未白，象礙於情禮猶有隱、忍，因此唯

獨在文本外以作者、讀者的視角去看，全知的關聯起其中人物的心理、命運，才能

明察氣與質的相關。而《金瓶梅》雖在寫香處少了前者的刻意伏筆與言外之意，因

此難以精確地判別其中香調，但在具體的情境中，仍能藉由用不同人物的用香場合、

目的、方式推敲其香韻。而本文此處是以清、葷、素作為香之底韻，考察諸香調與

人物之關聯。 

（一）清韻 

    《說文解字注》曰：「凡潔曰清」103。《紅樓夢》中凡香以冷、暖為調者，作者時

常直指或以意象表其質清，故此處以清為韻。 

                                            
100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6。 
101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24。 
102 （明）張岱〈祁止祥廦〉，《陶庵夢憶》，收錄於《四部刊要·子部》。（臺北：漢京文化事業，1984 年），頁 39。 
103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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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調」 

    冷調之典型當屬寶釵。此點前人論述已深，故擷取概述，不複贅言。張世君以

寶釵之香型為冷香，而這冷香的來源有兩種，一種是冷香丸的香氣，一種則是寶釵

所住的蘅蕪苑整體空間定勢104。就冷香丸而言，其藥效是治療熱疾，其藥引、藥性皆

寒105，服用過後身邊時常縈著香氣106，黛玉便直呼此香為「冷香」107；而蘅蕪苑則又

是一處「清涼瓦捨」，有異草無花，人於此中感受是「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108，

入了寶釵房中更是覺得如「雪洞一般」109。李燕清在前者基礎之上，則又提出了寶釵

的服飾之冷、容貌之冷、以及為人之冷，並就金釧墜井之事寶釵所表現出的態度認

為，「她對別人生命的漠視可算是到了冷酷的地步」110，此已是從香氣調性延伸至性

格。朱淡文也認為「冷香丸」「顯示了薛寶釵性格中『冷』(或稱「無情」的特徵」。

蔣和森談到，「我們從薛寶釵的心理性格中，常常感到一種排除一切感情躍動的冷」，

那是「一種帶有禁慾色彩的肅靜和冷淡」。他將寶釵的這種冷理解為利己的封建主義

思想下的「一種自覺的理性」，而因此看到薛寶釵的體貼與冷漠，以及她那「幾近真

摯」的虛偽與美德幾乎是並存的111。歐麗娟的觀點與蔣和森異曲同工，她採取了一種

更加悲憫的角度，看見了寶釵「未冷」前的一點淘氣、童真，而冷香丸之「冷」則

延義成一種壓制力量，即社會控制中的道德力量，與此同時，「冷」亦是寶釵「失落

純真」（fall from innocence)，完成成長的「通過儀式」（the rites of passage）後的結

果112。 

    妙玉則是冷更甚之的寒調之香。四十九回，寶玉從山坡下走過，「順著山腳剛轉

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恰是妙玉門前櫳翠庵中有十數枝紅梅，如

                                            
104 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頁 84-85。 
105 冷香丸的製法是取冷色（白）（藥性）寒花（牡丹、荷花、芙蓉、梅花）和涼水（雨、露、霜、雪）製成，見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4。 
10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43。 
10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09。 
108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20。 
109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20。 
110 李燕清〈論香文化與《紅樓夢》人物形象的塑造〉，《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017 年 9 月第 5 期），頁 74-76。 
111 蔣和森《紅樓夢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年 9 月)，引文依次見頁 109，頁 107-109，頁 97。 
112 歐麗娟〈「冷香丸」新解 兼論《紅樓夢》中之女性成長與二元襯補之思考模式〉，《臺大中文學報》，（2006 年

6 月），頁 17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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胭脂一般，映著雪色……」113若說寶釵的冷還有曲意逢迎的一面，妙玉卻是高傲的，

多少有些「孤芳自賞」的意味。她以「檻外人」自居，恨凡厭俗，「好潔」成癖，寶

玉說她「為人孤僻，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目」114。妙玉之寒，是一種忍心自持的疏

離和睥睨眾生的輕蔑。於這塵世她是有心置身事外的，只是不意錯估了自己，朱光

潛即言其「既冷僻，又不忘情」115，她終是逃不過「色」，做不到「空」，乃至於落得

「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116的尷尬處境和「終陷淖泥中」117的悲劇下場。 

    前已提及，香菱是清香調的118。香菱真身原本是蓮，高貴貞潔，只可惜脫離蓮座，

委落紅塵，畸零淪落作菱花。菱花雖少了些花香的嬌氣，卻多了些草木之香的平易

近人，「令人心神爽快」。雖亦歸於冷調，卻是涼爽的，絕不至惱人。如同香菱的性

子，水一般的清澈柔善和討人喜歡。只是同因其失了依靠，本身又無了銳氣、稜角，

因此免不了遭人欺凌。 

而黛玉身上的幽香原也是帶著冷調的，前已論之，此便不再複述。 

「溫調」  

    襲人與寶玉俱是溫調的香。暖、熱都屬於溫，襲人則兼有二者。襲人之暖，不

僅沖寶玉那句信口吟誦的「花氣襲人知晝暖」，而在於她對寶玉總是溫柔和順，安分

守己的體貼。於襲人身上的是非，學人、讀者向來眾說紛紜，在階級的視角和特殊

的語境下，其中不乏一些過於嚴苛的批評119，但襲人對於寶玉的情卻不可謂之假。劉

獻廷曾道： 

       

古人所佩，大抵皆玉，蓋取玉之堅貞潤澤，以表其內德也。然玉只能受己，	

不能及物，故又於聲色臭味中取其香者以為之佩。蓋美色，美聲亦俱能美己，	

                                            
113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753。 
114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87。 
115 朱光潛：《談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61。 
11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87。 
11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7。 
118 詳見八十回香菱與夏金桂對話。（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69。 
119 見王敏：〈20 世纪花袭人研究综述〉《兰臺世界》，（2017 年 9 月第 16 期）頁 114 - 117；赵静娴：〈20 世纪袭人

研究综述〉，《河南教育學院學报》，（2005 年 7 月第 3 期），頁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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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及物，惟香非特美在於己，並可以薰不香之物變而為香120。	

 

「薰不香之物變而為香」，這種殷勤苦心，大抵可為「襲人」二字註腳。《紅樓夢》

中與寶玉有情的女子眾多，但是小姐們的愛，多是矜持而驕傲的。唯獨襲人是如姐

如母的勤懇付出，雖就結果看來是香之不足，但暖之有餘，若當然的將這些都視作

奴性、算計，則盡失情理。 

只是襲人所護的秩序究竟是對立於自由的情愛的，因此她的規勸、阻撓在全知

者看來處處都是以情相挾，強人所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充當了「加害者」的角

色。襲人瞭解寶玉，但這種瞭解卻多是撞破，第六回見寶玉夢遺是撞破寶玉的慾，

三十二回聞寶玉訴肺腑是撞破寶玉的情，因此兩人到底不能相知。脂硯齋謂「晴有

林風，襲乃釵副」121。襲人與寶釵一樣都是世故和清醒的，襲人雖賢，卻並非無求。

如寶釵之疾在其熱毒，而襲人則表現出對於地位名利之「熱」122。襲人對於自己身份

認知充滿矛盾，一方面是為奴的自卑，一方面是得寵的自傲，因此才在「準姨娘」

這一目標下「爭榮誇耀」，刻意地向上攀爬。這種野心原是一種「男性化」俗慾，以

此去看襲人的事事得體則免不了多出幾分逢迎和媚俗。只是就如李東辰所說，「曹雪

芹描寫人物的目的，在給人物一種個性，既不譽彼而貶此，也不抑此而揚彼」123。襲

人的香中有情之暖，有慾之熱，雖非完人，卻是個有溫度的角色，並非如張純瑛所

謂，是有心害人的「迷魂香」124。而說寶玉身上是暖香，原出於黛玉的一句戲言，文

中並無明言。學者對怡紅院的香勢125和用香的香性126加以推理，方以之為暖調香。並

將此與寶玉泛愛眾人，呵護女子這一性情上之「暖」加以對應。 

    惜春的住所暖香塢是作者明言的溫暖住處。五十回眾人做燈謎，賈母欲尋個暖

和去處，便提議去暖香塢，眾人走近惜春臥房，在「暖香塢」的匾額之下，「早有幾

                                            
120 劉獻廷：《離騷經講錄》，見遊國恩主編《離騷纂義》，（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頁 33。 
121（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頁 214。 
122 呂皓渝〈從桃花意象論花襲人〉，《人文與社會》，（2011 年 12 月），頁 149-151。 
123 李辰冬《紅樓夢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7 年)，頁 87。 
124 张纯瑛《紅樓女兒香》講座，見大邱：《青山依舊在：大邱文集》，（臺北：威秀，2017 年），頁 309。另見陈

小青〈借《红楼》女兒之香 张纯瑛谈曹雪芹创作之高妙〉，《新世界時報》，（2017 年 7 月 28 日版）。 
125 張世君《《紅樓夢》的空間敘事》，頁 85。 
126 李燕清〈論香文化與《紅樓夢》人物形象的塑造〉，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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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打起猩紅氈簾，已覺溫香拂臉」。127但這與暖調配的惜春，卻是天性孤僻、「心冷

嘴冷」的女子。惜春的冷表現在於他人絲毫不留情面的明哲保身。大觀園發生抄檢

的那晚，原本入畫道明箱中藏有銀錁子的原委後，鳳姐與尤氏已都表示諒解，惜春

卻執意要罰，並說「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128，還借勢與寧國府也撇清關

係。惜春的冷跟她的處境直接相關的，惜春原是寧國府的嫡親小姐，她自道，「父母

早死，嫂子嫌我。頭裡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129。惜春對自己的身份、地位充滿

了憂患，深怕為人非議折了臉面，於是總顯得小心翼翼，擔驚受怕。其實惜春一直

是通透的，许多事情多是她先「勘破」。她一早看穿了黛玉較真，世事多假；也知妙

玉雖潔，但卻塵緣未了； 後眾人苦尋寶玉去處，也是她一語道破寶玉心思。她自

始自終都是一個冷眼旁觀的人，她的《大觀園行樂圖》畫下的是大觀園內 盛的時

候，卻至古本八十回仍未完結，幾乎沒有人是她這樣朝夕對比地看著賈府衰落的。

惜春一直存了出家的心，卻直至 後賈母過世、賈府遭盜、妙玉逢劫，方覺再沒什

麽好失去，也再不愿憂懼下去，於是遁入空門，與寺廟孤燭冷香相伴。這一暖一冷，

自成呼應。 

    黛玉房中也間或有過暖與香的共存，五十二回寶玉就注意到了黛玉房內玉石條

盆中的水仙在暖閣的熱氣中愈發顯得香濃，香氣也是自己屋內不能及的130。但這暖

香卻不構成黛玉的香調，一是水仙是寶釵所送，不過是一時的擺設，再是黛玉也不

甚適應，一面說體弱挨不住花香來熏，一面又道房中藥香攪了花香，還欲將這花轉

手送與寶玉。較之喜暖怕寒的「凌波仙子」，黛玉素是更喜清冷幽僻的「湘瀟妃子」。 

（二）葷韻 

    葷者，《說文》131謂之「臭菜」，這裡的臭主要是指氣味濃重。許慎注「葷」為「辛

物」，原指蔥蒜之類132，因「葷」字在口語中多與「腥」同用而假借後者之義，故也

                                            
12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772。 
128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65。 
129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692。 
130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07。 
13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25。 
132 佛經對五葷的界定有異，見諸說如下：《楞嚴經》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蔥、茖蔥為五葷；《梵網經》謂：

「五辛，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楞伽經》謂：「五辛，一大蒜、二茖蔥、三慈蔥、四蘭蔥、五

興渠」。而道教則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為五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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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肉類。徐鉉《說文注》指出：（葷為）「方術家所禁，謂氣不潔也」133。在現實層面，

佛道信仰中也多絕葷食。一是前者以食葷生慾，二則是認為葷氣為穢氣134。此處以葷

為韻，實已脫離其原本所指實物及其所含之貶義，單謂一類香氣調性紛雜濃烈，非

純清之氣，且有慾之象徵。 

在寶玉眼中，秦可卿房中的香調是「甜」的，就如同其含在嘴中胭脂的味道。

只是較於少女的清甜，這房內甜香之中卻更帶著一絲成熟的風韻與香艷，與其室內

借由物的陳設所隱喻的情色意涵相映成趣135。因此寶玉雖不知淫色，聞之依然「眼餳

骨軟」，還在其中做了一個「意淫」之夢。再者，甜味是一種味覺感受，是五味之中

直接的、無需更多層次的樂感體驗。在人們味覺審美意識中早有以甜為美的傳統，

許多字書如段玉裁《說文解字》、顧野王《玉篇》等更直接以美訓甘、甜。從食色關

聯的角度來看，甜味是誘人且令人愉悅的，如同肉體的情慾快感，只是甜若無他味

來襯，只一味的甜難免要膩，情無他物來重，只一昧重慾則近乎淫。《紅樓夢》中，

秦姓同「情」，卻如脂評在秦鍾處所言「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136。秦鍾、秦可

卿之情在表現上實際更近於肉體層面的「情慾」，而非精神層面的「摯情」。王崑崙

在釋名秦可卿時便認為其諧音為「情可輕」137，子旭則以是「情可輕」、「情可親」兼

有138，陳樹璟則謂其為「頃刻盡」139，在論人、論情、論旨的不同向度下，諸家解法

不一。 

因此文本不妨從香與人的角度再添一筆，甜香近人，本應了秦氏平易「可親」

的性格；而甜香襲人，則是近於引誘的主動招惹，重於慾故而情「可輕」之，秦氏

自身亦淪為「可侵」之人，為寶玉、賈蓉、賈珍所「侵」。從文本來看，「襲人」與

                                            
133

（漢）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 ： 中華書局，1963 年），頁 25。 
134

《楞嚴經》嶽：是五辛，熟食發淫；生啖增恚。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諸餓鬼等，舐其唇吻，常與

鬼住，福德日銷。大力魔王，現作佛身，來為說法；非毀禁戒，贊淫怒痴。命終為魔眷屬，永墮無間地獄。是

故求菩提者，當斷世間五種辛菜也。 
135 作者借寶玉觀物之序，提及武則天的寶鏡、趙飛燕舞過的金盤、安祿山砸中楊玉環乳的木瓜、壽昌公主的寶

榻、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等等，雖然這一系物件皆是「設譬調侃」，但都有野史艷說相佐之，故顯見其「淫、豔」

之象徵。 
136 （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頁 195。 
137 王崑崙：《紅樓夢人物論》，（上海：三聯書店，1983 年），頁 51—52。 
138 子旭：《《解讀《紅樓夢》》，（新北：雲龍出版社，1999 年），頁 119。 
139 陳樹璟：〈《錦繡榮華頃刻盡——論秦可卿的象徵意義》〉，《紅樓夢學刊》，（1987 年第 2 輯），頁 2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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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侵」恰構成了「淫」的實質，是其悲劇的根源。 

    這樣看來，潘金蓮精心裝扮的「艷香」與秦可卿的「甜香」是有著內在的相似

性的。只不過《紅樓夢》寫人淡/虛，象徵的筆法隱去了許多的細節，在一些話語失

落的空白裡，讀者總是和寶玉一樣傾向的相信著其中女子的美好，何況可卿兼美釵

黛；《金瓶梅》寫人濃/實，細節刻畫的絲絲入扣，作者又向來不憚向人揭示人的醜

惡，連角色心裡的幽微計較都合盤托出，因此潘金蓮的殷勤勾引與偷情亂倫是無需

辯駁的淫罪，從道德和情感的角度都自然叫人生不出好感。 

王熙鳳則是「辛調」的香，作者雖然沒有明言其房中香味，卻用「一陣香撲了

臉來」建構出了其房中剛韻的、頗具侵略性的香勢，映襯出王熙鳳作為榮國府的當

家人的權威，以及其強勢、幹練，且帶有攻擊性的性格。 

（三）素韻 

    除卻作者明言的香調，香火本身也建構出一種素韻的香調。焚香者的身體被香

氣熏染，建構出一種淡薄、寡慾的穩重感。《紅樓夢》中的賈母、王夫人，《金瓶梅》

中吳月娘都是素韻的典型。這些女性往往年紀較長，且肩負正房或主母的身份，因

此不管其本身真實性格如何，她們的外在表現總是隱忍、持重的。這些女性藉由燒

香、祈願、管理等行為，試圖促進家這一基本單位的穩定和可續，是傳統道德及宗

法家庭中的婦女典範。 

然而如禮之有偽，「賢」亦有造作。除卻賈母人事勘破，真心豁達，福、壽、才、

德四字兼全140，確實是個慈愛長者外，王夫人、吳月娘的賢多是對真實自我的壓抑，

因此當其本來的面孔得以釋放時（王夫人逼死金釧、晴雯，驅逐四兒、芳官；吳月

娘火燒李瓶兒靈位、遺物，恨逐潘金蓮），尤其叫人驚覺這一貫賢人竟是可怖的。香

火與道德如同精美的外飾，人們期許藉由宗教與倫理建構一個女子的良善與美德，

卻掩飾不住封建的婚姻及家庭關係下女性內心的畸變。 

 

                                            
140 （清)王希廉《紅樓夢總評》，一粟編，《紅樓夢資料總匯》，卷 3，頁 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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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香的療癒性	

一、香藥	

《金瓶梅》和《紅樓夢》中都存在著大量的疾病書寫。據李姝淳統計，「《紅樓

夢》中涉及中醫藥知識共300多處，中醫藥術語150餘條，方劑45個，中西藥物127種，

病案9個，涉及內、外、婦、兒、皮膚、精神等科，其中又以情志病居多」141。而《金

瓶梅》亦提及傷寒、陰寒病症、骨蒸癆病症、驚諕、崩漏、不孕、脫陽之症、心疼

病等多種疾病。有病則以藥醫，無病可以藥/食補，是中華醫藥、飲食文化的重要特

徵。 

因此兩部小說中的藥物書寫大抵可以分做兩類，一類是對症之藥，一類是養生

之藥，而這其中又多香藥並涉及了虛實兩個層面：就實用的層面來講，香藥的運用

涉及傳統的醫療觀念。氣之為物，味之為感，究竟在療癒過程的究竟是何者產生功

效，是治身還是治心？抑或是身心互涉？就虛構的層面而言，作者既是構擬了一種

藥物，又為何有意申其藥香？是否別具隱義？這是本處探討的兩個重點。 

欲論其物，則需先釐定名實。古代香料與藥物的概念時常混同，幾乎所有的香

料都可以入藥，但並非所有的藥物都是香料142。漢學家謝弗也提出，中古時期的人們

對於藥品、食物、香料以及焚香等物品並沒有明確的區分143。因此香料貿易的研究者

在使用香藥概念幾乎是直接是等同與香料的，林天蔚在這一基礎上對狹義的香藥做

了更細部的區分，將其分做食用香料（spice），以及化妝品和藥用香料（perfume）

兩種144。 

而本文從香的療癒性切入小說書寫，更加關注香及香藥的藥用價值，因此採用

的是廣義的概念：一方面沿用 perfume 的意義，將藥用香料作為香藥的一種，另一

方面亦將草本香藥（herbal aromatic）、本身具有香氣的藥物，以及經過燃燒、煎煮、

研粉、加熱能產生香氣的藥物作為香藥。 

                                            
141 李姝淳：〈《紅樓夢》人物的情志病解讀〉，《遼寧中醫學院學報》第 5 卷第 3 期，（2003 年 8 月），頁 294-295。 
142 田汝英《「貴如胡椒」：香料與 14-16 世紀的西歐社會生活》，（北京：首都師範大學，2013 年），頁 9。 
143 （美）謝弗著，吳玉貴譯《唐代的外來文明》，（北京：中國社科院，1995 年），頁 341。 
144 林天蔚《宋代香藥貿易史稿》，（臺北：中國文化大學，1986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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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用香藥 

    《金瓶梅》、《紅樓夢》中的香料眾多，常見的有檀香、沈香、麝香、龍腦香、

百合香、龍涎香、安息香、蕶苓香、松柏香、木樨香等，這些香品在中醫的觀念裡

都具珍貴的藥用價值。如《本草綱目》便收錄：檀香安肺，沈香安腎，百合潤燥，

龍腦散火，安息香能通諸竅臟腑，辟一切不正之氣等。此外，《海藥本草》、《本

草衍義》、《本經逢源》、《本草徵要》、《藥品化義》等中醫書籍以及大量香譜

都有收錄相關藥用。 

《紅樓夢》八十四回，巧姐患內熱和驚風之疾，大夫開出處方，以發散風痰藥

以及四神散應症，煎煮後飲用。這四神散對應的四物分別是牛黃、真珠、冰片、硃

砂。其中冰片即龍腦片。楊力考其藥用指「冰片的功能在於通諸竅、散鬱火、去黯

明目、消腫止痛，主治驚病、熱病神昏、中風及無名腫毒等」145，結合其他三味治療

熱驚風，確是辨證得當，用藥合理的。而六十回用以治療春癬的薔薇硝和茉莉粉則

是草本香藥，研成粉狀用以塗抹，香氣濃郁，有清熱解毒之效。另外，前文已有提

及潘金蓮佐檀香用以澡牝的白礬也是一劑外用良藥，在消炎止血，解毒止癢上效果

甚佳。《神農草本經疏》道：（磐石）「主治寒熱洩利，白沃陰蝕，惡瘡目痛，堅

骨齒」
146

，《本草綱目》亦云：「礬石之用有四：吐利風熱之痰涎，取其酸苦湧洩也；

治諸血病、脫肛、陰挺、瘡瘍，取其酸澀而收也；治痰飲、洩利、崩帶、風眼，取

其收而燥濕也；治喉痹陰疽、中蠱、蛇蟲傷螫，取其解毒也」147。而在這中間，白沃、

陰挺、陰蝕、崩帶則反映出其在婦科疾病治療上的效果，這些藥用在西醫醫學中也

得到印證148。值得一提的是，李瓶兒罹患的「崩漏」也在其藥效範圍。潘金蓮澡牝，

雖然其目的是在性，但藉由此舉也反應出其對於相關疾病的防治意識。 

                                            
145 楊力：《紅樓夢中的養生秘密》（天津：天津科技翻譯出版公司，2010 年），電子書檢自： 

https：//yuedu.163.com/source/9d35e625ef874643a717671ae4b7e2fa_4 
146（明）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卷三，頁 10。 
147（明）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卷 11，收錄於史世勤等主編：《李時珍全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4

年），頁 1013。 
148 白磐的主要成分是硫酸鋁鉀（KAl（SO4）2‧12H2O），對金黃色葡萄球茵、變形桿菌、綠膿杆萄、炭疽桿菌、

痢疾桿菌，傷寒及副傷寒桿菌、白色念球菌、鏈球菌、肺炎雙球菌、白喉桿菌等多種細菌有抑制作用，並有明

顯的抗陰道滴蟲作用。此外，白礬有收斂、消炎、防腐、止血等作用。白礬水有淨水及滅菌作用。見醫砭-白磐，

檢自：http：//yibian.hopto.org/yao/?yno=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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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香藥焚而為香，多能起到辟穢防疫、悅脾開胃、活血止痛、醒神通竅/安神助

眠的功效。趙紹琴149與任應秋150都指出，溫熱學自明代吳有性起發現了感邪的兩條途

徑，即傷寒之邪自毛竅而入，時疫之邪從口鼻而入。中醫對於香的醫療價值認識也

在這一時期深入，進而使香成為一種重要的藥性151。香的保健作用也幾乎成為共識。 

《金瓶梅》與《紅樓夢》寫香處很多，雖然更加強調展演外飾的功能，但其中

人物對於香藥保健性的認識卻是客觀存在的。外飾與內養反映出香在身體建構的兩

個面向，一是以香之味建文明之表，另則是以香之效養有德之身。古謂養生之道，

在攝養身心，以期保健延年。香能養身是指其保健香效的發揮，小說對於香藥療癒

性的直接提及以安神助眠為多。如《紅樓夢》九十七回賈母知寶玉發了「昏憒」的

病，便「滿屋裏點起安息香來，定住他的神魂，扶他睡下」152。二書中，眾人休臥也

多燃香。其餘未能細道處，亦不妨其原本藥用。 

香之養心，則在其德性關照。黃庭堅著有《香十德》，謂其能感格鬼神、清凈

心身、能除污穢、能覺睡眠、靜中成友、塵里偷閒、多而不厭寡、而為足、久藏不

朽、常用無障。在香的審美感受中，中和、潔凈、淡泊、樸素是其中之要，因此士

人常以身處香境能沖淡物慾，昇華心靈，關照自我，達到平心療性，以臻身心和諧

的作用。加之香之質恰與「三教」之髓相應，因此在以「三教」為基的中華文化中，

香也時常與德相附。屈原《離騷》中寫道「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以

香為飾，是表亂世君子之心，不欲與世同濁；劉禹錫〈陋室銘〉所謂「斯是陋室，

惟吾德馨」，以香比德，是謂士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由此見，香道之

中，亦有士人理想之寓託（此是香藥養心，效在其味）。养其身，安其心，慰其志，

冶其性，乐其天官美其境大抵是香之療癒所在。《金瓶梅》中商冑用香往往只得其

表，故用而不雅，多以襯俗事穢物；《紅樓夢》中賈府雖為官宦，到底是書香之家，

顯外亦兼其內，故賞香而知趣，常以陪禮樂詩書。 

                                            
149 趙紹琴《溫病淺談》，（北京：人民衛生，2008 年），頁 284。 
150 任應秋《中醫各家學說講稿》，（北京：人民衛生，1986 年），頁 5。 
151 高曉山《中藥藥性論》，（北京：人民衛生，1992 年），頁 200。 
152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512-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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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可知，香藥之療癒，其一在藥，其二在香。藥者，即實有之物質，據

其物性，可製成固態丸藥吞服，研成粉末塗抹，和成膏藥張貼；可煎煮、水溶為液

態以飲用或盥洗；可蒸、焚為氣態以吸納，從而做到對症應疾。香者，即抽象之感

受。好其香味則能怡情寧心，美其香德則能韜光養性，所以悅物療情。 

（二）虛構香藥 

    《金》、《紅》二書中，處方藥的存在形式主要是湯藥、丸藥兩種，湯藥氣味自

不必說，寶、黛言語中都曾刻意強調。而二書中，丸藥竟也多異香。在對於藥物的

外在描述中，形、色、香、味是有限的變量，其中香又時常成為鑑別藥物「常與非

常」特殊的符號，往往奇藥才能配以奇香。如吳月娘服用的「種子靈丹」，薛寶釵服

用的「冷香丸」，馬道婆施展厭勝之術用的丸藥等。這些藥品多為作者杜撰，或療效

奇佳，或以毒充藥，又或別具象徵。而這中間，香作為藥的附加屬性，往往能夠作

為參考藥效虛實的重要標準。 

「種子靈丹」 

    「種子靈丹」是吳月娘用以治療不孕的藥物。崇禎本和詞話本的四十回都提到

了吳月娘為了求子，向王姑子討要薛姑子的符藥，五十回則都有王姑子把整治的頭

男衣胞，並薛姑子的藥，悄悄遞與月娘的情節。只五十三回，詞話本對於藥物的配

方、藥效、形、色、香、味以及注意事項和忌口做了詳細的介紹，崇禎本則只是對

月娘服藥的情節簡單帶過，也未提及藥名。詞話本的詳寫使人得以瞭解此藥全貌，

文道： 

 

（月娘）取出王姑子整治的頭胎衣胞來，又取出薛姑子送的藥，看小小封筒	

上面，刻著「種子靈丹」四字，有詩八句：「姮娥喜竊月中砂，笑取斑龍頂上	

芽，漢帝桃花敕特降，梁王竹葉誥曾加；須臾餌驗人堪羨，衰老還童更可誇，	

莫作雪花風月趣，烏須種子在些些」。	

後有贊詩：「紅炎閃爍，宛如碾就之珊瑚；香氣沉濃，徬佛初燃之檀麝。噙之	

口內，則甜津湧起於牙根；置之掌中，則熱氣貫通於臍下。直可還精補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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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他求玉杵霜；且能轉女為男，何須別覓神樓散。不與爐邊雞犬，偏助被	

底鴛鴦。乘興服之，遂入蒼龍之夢；按時而動，預征飛燕之祥。求子者一投	

即效，修真者百日可。」153	

 

從藥方來看，月中砂即朱砂；「斑龍頂上芽」即鹿茸，《神農本草經疏》謂其「補男

子腰腎虛冷，腳膝無力，夜夢鬼交，精洩自出，女人崩中漏血，赤白帶下」154，主治

腎陽虛之疾，於陽萎早洩，宮寒不孕療效顯著；「漢帝桃花」應取《漢武帝內傳》武

帝食仙桃錄核欲種之典，「梁王竹葉」當出自梁簡文帝蕭綱詩詠竹葉青，謂其「蘭羞

薦俎，竹酒澄芳」之故。桃花、竹葉本身也有藥用，但是於壯陽補陰卻不甚有效，

不過既是用典，大抵是取佳釀、仙藥的通補之用。再者這「烏須種子」又是主治精

虛無子，腎水不足，須發漸白之症。 

這帖藥雖有滋陰補腎，暖宮助孕的效果，其實卻是陰陽同補之方，壯陽效果亦

佳。只是用藥雖珍卻無奇，並無贊詩吹捧的神效。如蕭壎《女科經論》中道：「大抵

無子之故，不獨在女，亦多由男。房勞過度，施泄過多，精清如水，或冷如冰，及

思慮無窮，皆難有子」155。月娘實際本無不孕之症，此據其此前有過六七個月的身孕

卻以外因流產可知，倒是西門慶行房無數，既無避孕，卻只有官哥一子，故知身體

之疾在男而不在女。 

「種子靈丹」雖能滋補，但並不能必然使人懷孕。這點從潘金蓮同樣討來此方

使用卻沒有效果，西門慶死後卻很快懷上了陳經濟的孩子可以得到印證。但其卻又

並非全無作用，月娘雖無身疾，卻有心病。《沈氏女科輯要》載：「王孟英按：子不

可以強求也，求子之心愈切，而得之愈難。」156月娘亟欲求子，在公是為西門家延續

香火，在私卻是因為嫉妒。吳月娘臺面上總是大度且得體的，因此王姑子勸她要有

自己的孩子，她倒大度地表示「他各人的兒女，隨天罷了」157。但其內心卻是憂慮的，

                                            
153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803。 
154 （明）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卷十七，頁 3-4。 
155  （清）蕭壎《女科經論》卷二，北京大學圖書舘善本，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檢自：https：

//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1020&page=7 
156 （清）沈又彭等《沈氏女科輯要箋疏》，收錄於《歷代中醫珍本集成》，（上海：三聯，1990 年），頁 67。 
157 （明) 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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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一妒潘金蓮得西門慶之身，二妒李瓶兒得西門慶之心，三妒李瓶兒生下官哥，故

殷盼一子來穩固自己的地位。中醫素以「嫉妒不孕」158，認為嫉妒會導致肝氣鬱結，

從而引發不孕。故其病之實是忍妒積鬱，亟取無門而燥悶於心。種子靈丹之妙處，

便在其虛張聲勢，使人信其用而寬其心，從而起到象徵層面的療癒作用。 

這粒藥丸的從包裝到營銷，無不是成功的銷售範式：王姑子首先以「陳郎中娘

子得子」一事，鼓吹了成功的案例。再以藥引衣胞之難尋進行「飢餓營銷」，月娘從

聽聞至東西到手便輾轉了數日。藥品本身「妝點得十分好看」，「烏金紙三四層，裹

著一丸藥，外有飛金朱砂」159，色、香俱全。原料也十分稀有，除前面提到的丹砂、

鹿茸等外，用以佐藥的頭胎衣胞就是胎盤，藥稱「紫車河」，中醫謂其得父精母血，

俾育胎孕。隨附的「廣告」更是不吝吹捧，文辭華美，引經據典，天花亂墜。且用

藥也講究，必須在壬子日服用，《釋名》即曰「壬、妊也。陰陽交。物懷妊。至子而

萌也」160。 後，「用戶體驗」也十分神奇。月娘把藥丸放在手中，臍下便熱，放在

鼻邊，便津津的滿口香唾。服用薛姑子的丸藥時，是覺「異香觸鼻」，再用王姑子的

頭胎衣胞，則是「有些焦刺刺的氣子」161。這一香一臭極端矛盾的嗅覺體驗，加之一

系列「非常」的身體感受，使吳月娘先入為主的相信藥效為真，她甚至忍受「噁心」，

完成了考驗的「通過」儀式。對於藥物的信任使其得以轉嫁焦慮，放下心障，加之

西門慶用的「胡僧藥」又起到壯陽的作用，故竟果真一舉得孕。 

「冷香丸」 

藥物的攝入與反應過程對用藥者的身體起到了改造的作用。患者由病到癒的動

態過程，特定藥品對於體內寒熱、酸鹼的調，身心畸變的矯，精血虛虧的補，疼痛、

瘙癢的止，病毒、瘤、栓的除，以及壓、糖、血脂以及礦物質、維生素的平衡客觀

的影響了人的身體機能及感知狀態。「冷香丸」作為一道「海上仙方兒」，其特異之

處在於對薛寶釵身、心、品、性的全面改造。藥物之香，延伸稱為身體之香，藥性

之冷轉變為情性之冷。 

                                            
158 （清）傅山《傅青主女科歌括》，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檢自：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186139#p33 
159 （明) 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804。 
160  任繼昉纂：《釋名匯校》，（濟南： 齊魯書社，2016 年），頁 19。 
161 （明) 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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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薛寶釵「從胎裏帶來的一股熱毒」162，歷來學者在文學、醫學的向度下的詮

釋已多。從醫理的角度來看，劉曉林認為，薛寶釵患有兒童敏性的哮喘症163，陳雪梅

等以其為特稟體質164，筠宇也指其稟賦為痰熱之體165，裴雪重則提出，寶釵病因在腎，

系下焦陰火過盛導致內熱，慾火攻心，炎燒肺金，兼有咳喘之症。並從冷香丸配方

中各味藥之君、臣、佐、使的關係論證其藥效166。前人之說各據其理難以蓋棺，但從

藥性上以寒涼對熱以及本文的表現中看，冷香丸的客觀診療效果是可以肯定。 

但寶釵之病，究竟在心。脂硯齋謂其病是「凡心偶熾，是以孽火齊攻」167。首先

從象徵性肯定了其疾病的隱喻。後人或者將這熱毒理解為欲掌錢權的功利慾望168，

或以其為無法宣洩之人性情慾169。莫論其為何，總歸確為人心凡性中的一些瑕疵，有

之亦常，療之本當為善。只是卻如前節提及，這一縷冷香，看似是成全了寶釵「全

德」之美，實不過助其性之飾偽。在被標榜的道德下，天性中的早慧讓她看地清他

人的眼色，拎得清自己的處境，因此修成了總是合時宜的得體。只是人原是難有也

容不得完美的，寶釵的理性如同一把尺子，時時度量著對錯，拿捏著利害，因此少

了真摯、熱枕，失了溫度，有時竟顯得很不善良。何況如康來新所說，「寶釵這份婦

德的修持有類於冷香丸的製成，藥材一概有限，卻要耐心的等待各樣時機的巧合，

如此的千辛萬苦，千錘百鍊，卻不免斧痕的矯情造作吧!」170因此，從治心的角度去

考察冷香丸之療癒，其就寶釵已有之症，不過是抑而未去，徒具虛表。而對其情性

之影響，甚至是藥過成「疾」的。 

                                            
162（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24。 
163 劉曉林：〈「冷香九」的象徵意義與薛寶釵的形象〉《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1995 年第 2 期），頁 44-49。 
164

 陳雪梅、鄭燕飛等：〈《紅樓夢》人物之中醫體質與命運〉，《雲南中醫學院學報》，（2015 年 6 月，第 3 期），

頁 33。 
165

 筠宇：〈「冷香丸」和薛寶釵的病〉，《紅樓夢學刊》，（1980 年第二輯），頁 220。 
166裴雪重：〈對《紅樓夢》中冷香丸的研究〉，《中華中醫藥雜誌（原中國醫藥學報)》，（2014 年 11 月第 29 卷第 11

期），頁 3507-3518。 
167 （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頁 187。 
168 持此說者如朱淡文：〈薛寶釵形象探源〉，《紅樓夢學刊》，1997 年 8 月，頁 2。 
169 歐麗娟〈「冷香丸」新解 兼論《紅、樓夢》中之女性成長與二元襯補之思考模式〉，《臺大中文學報》，2006 年

6 月，頁 182-185。 
170 康來新：〈雪裡的金簪——從命名談「薛寶釵」〉，《石頭渡海——紅樓夢散論》，（臺北：漢光文化，1987 年）

頁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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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藥香	

在《紅樓夢》中，藥氣是一個獨立的象徵。寶玉曾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還香

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 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

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171」。寶玉喜歡藥氣卻非一概如此，寶釵身上

的冷香丸的氣味寶玉也是欣賞的，只是未曾當做藥香來賞；王一貼鋪中的膏藥氣息，

他卻又是嫌棄的，他喜歡的唯獨是那草本中藥蒸煮過後的湯藥氣息。湯藥藥氣濃郁，

隨著熱氣漫溢四散，在大觀園中自成一勢。察藥氣之象徵，大抵有三個層面： 

第一，是寶玉隱逸思想的體現。如寶玉自道，藥是神仙以及高人、隱士所好，

蘊藏著遠離塵世的意涵。據文本可知，除了襲人、晴雯、麝月等丫頭外，寶玉身邊

還有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這幾個小廝在小說中並無重要作用，但其

姓名之中卻都是些歸隱、淡泊的意象。並列式意象組合是詩詞中一種重要的筆法，

如溫庭筠的《商山早行》，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幾個質調相同的意象並列、拼

合，往往能夠建構出更深層次的意蘊。作者此處雖然未用詩筆，卻藉由人物身份的

相同使這幾個意象得以並列。茶、鶴、藥、落紅四者，皆含虛靜禪意。茶貴其清，

鶴貴其壽，藥在深山，鄰雲餐露，落紅則多消逝寂滅之義。以這四樣為伴，反應出

寶玉的價值取向實為「真士隱」。 

作者寫寶玉性格，雖有意言其乖癖頑劣，不喜讀書，定場詞更是謂其「無故尋

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

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172」但其骨子裡卻是文人，好詩擅辭，善

弄風雅。只不過較諸外偽之功利，他只想求情真而已。陳文新即指，賈寶玉是具有

超功利感情的典型文人173，他是詩意地棲居著，大觀園是他的避難所，只有與社會保

持一定的距離，才能以「詩」的方式生存174。劉再復《紅樓人三十種解讀》則認為賈

寶玉是《紅樓夢》中真正的滷人，並指出他的身上有一種永遠的「混沌」，所以始終

                                            
171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796。 
172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3。 
173 陳文新認為寶玉作為典型的文人，有幾個特點：一是對體制內的事漠不關心；第二，反感四书五經，精通辞

章；第三瞭解成功背後的醜惡辛苦，因此憎惡入仕。第四感情深厚、细腻，对人发自内心的同情。 
174 陳文新、丁三東〈論賈寶玉悲劇的詩人品格〉，《紅樓夢學刊》，（1998 年 03 期），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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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學會世俗世界的生存技巧和思維方式175。因此在紛擾的世事與功利前，他唯有

隱，他自然好慕寓於藥氣之中的仙道淡泊，但他到底只能做一個富貴閑人。賈寶玉

自然絕非貪圖富貴之人，只是他生來如此，一身才情、病癖也源於此，失之則無色，

所以他只能隱於女兒凈土，隱於無垢的紅塵。 

第二，則在對於黛玉的憐情相知。寶玉關於藥氣的一段說話，本是用來寬慰晴

雯的。後到了黛玉房中，黛玉提及自己屋裡藥香重，怕攪了花香，寶玉則又提及自

己房中也有人煎藥，還道黛玉如何知道。寶玉這裡的答話顯然是沒有什麼邏輯，因

此黛玉也笑怪寶玉「自驚自怪」。黛玉這裡的笑一是為了寶玉牛頭不對馬嘴的憨痴，

二是理解了寶玉欲與其同的心思。 

《紅樓夢》中，黛玉與寶玉的愛情是「木石前盟」，寶釵與寶玉的姻緣是「金玉

良緣」。從情的角度來看，命定本應高過物配，在俗的眼光中卻不然，物證總是高過

玄說，因此金玉相配，門當戶對是在自然不過的事情，加之寶釵「行為豁達，隨分

從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因此也更得人心。小說中多次見到黛玉對物

的執迷和計較，其實總也逃不過一個「配」字，隱射出黛玉對於自己身份的焦慮。

十九回，黛玉有心拿話去酸寶玉，說的是「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

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他？」二十七回，元妃賞賜眾人禮物，寶玉和

寶釵得的禮物一樣，黛玉則與迎探惜春則少些，寶玉拿了自己的讓黛玉去揀，黛玉

出言諷刺，計較的也是「我沒這麼大福氣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哪玉的，我們

不過是個草木人兒罷了。」二十八回寶黛因張道士胡亂指親嘔氣吵架，黛玉氣的也

是「你白認得了我嗎？我那裡能夠像人家有什麼配的上你的呢！」寶玉對於黛玉的

情意，黛玉原是懂得的，只是少了實有之物的幫襯，總顯得不自信，於是時時出言

刺撓，刻意考驗。此見其嘴上與寶玉爭吵，內心香的卻是「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

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人的呢？我就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瞭然無聞

的，方見的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怎麼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著急呢？可知

你心裡時時有這個金玉的念頭，我一提，你怕我多心，故意兒著急，安心哄我」176。

                                            
175 劉再復《紅樓人三十種解讀》，（香港：三聯書局，2009 年 9 月），頁 41-46。 
17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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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之黛玉的心細如塵，寶玉雖在女兒心事上愚魯遲鈍，卻也是有心體貼的。一切好

的，總想著往黛玉身上放，見了寶釵胳膊心動，想著的也是長在林姑娘身上，才能

得福一親芳澤。元妃配物不均，寶玉想著自己的也該是和黛玉的一個樣。而這裡說

道藥氣也是從了這個簡單心思，寶玉總是當然的想到你與我同，我與你配，因此黛

玉感到欣慰。再者，藥氣是黛玉屋中常縈繞著的，寶玉喜歡藥氣，多少也有一些愛

屋及烏之感。 

第三，是將其作為整體的療癒之氣。《紅樓夢》大旨上的揚清抑濁，大觀園內整

體氛香，作者欲借女兒香氣之清療癒世俗功利之濁，奈何人病香銷，園內整體香勢

如女兒病弱，難挽消散之勢，如藥以醫病，藥香在大觀園內獨樹一幟，實有以藥氣

之盛治振整體香氣之虛的參照作用，只是效果甚微。 

客觀上來說，藥香之中或許沒有實用的療癒效果。只不過一絲寓托可以慰志，

一點相知可以療情， 末雖只這一點藥氣，到了濁也無醫，病也無治，勢也難輓，

終是隨眾香而銷。如一切有為法，生滅無常，只是其中真善，那怕是短暫的存有，

也當算是成全這紅樓一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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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論臭	

第一節	從感官到象徵	

以余舜德為主的一批人類學者致力於探討文明如何建構人的偏好與感知，從而

形塑人的「感官習癖」（habitus）。經由前章的討論可知，香的樂感體驗之來源，其

一是純粹生理性的官能感受，其二是由「知」建構的審美能力。在道德的體制以及

治世的理念下，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價值貶抑引發失序的根源，如慾望、疾病、死

亡等，士人試圖藉由倫理確立秩序、精緻、理性以及穩定的社會典範。 

香的象徵意義所以能得以確認，在一定程度與神話思維下的類比思維密切相關，

先民將氣味所引發的愉悅的、陌生的身體感受與神聖、他界、美好、潔淨、健康等

其他正向的體驗相比附，形成一種抽象的思維規則，而這一規則也在文學、巫術、

禮儀的進一步形塑中得到確認。 

    而臭之字義原本在先秦的文獻的記載中是中性的，既做動詞表示嗅的動作，亦

作名詞表示氣味。《廣韻》曰：「凡氣之揔名俗作臰（臭之異體字）」1。《說文》中臭

的篆書寫法為 ，屬會意字，從犬從自。自即古「鼻」字。古以膻（或曰羶）、焦、

香、腥（或曰鯹）、朽為五臭2。其中，腥、膻為動物之氣，亦表動物肉膏之氣，焦是

火之臭味，香是黍稷馨香，腥、膻、焦、香諸種氣味關乎人的飲食；朽是木枯之氣，

是關乎人的住宿3。其中膻、焦、腥、朽是惡氣，香則別之。 

識臭是初民在自然界存活的必需技能，其生存環境充滿各式著威脅，嗅覺的敏

銳與人的生存息息相關。原始的生存環境中充斥著各類氣味，其他動物的氣息，代

謝物的氣息，食物的氣息，腐敗的氣息，衰老的氣息，屍體潰爛的氣息……惡臭幾

                                            
1 周祖謨校：《廣韻校本》，（北京 ： 中華書局，2011），頁 437。 
2 《禮記·月令》曰：「東方其臭膻，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見班固《白虎通》；

成玄英《莊子疏》謂「五臭，謂羶、薰、香、鯹、腐。」；《三字經》則曰：「羶焦香，及腥朽。此五臭，鼻所嗅。」 
3 朽與庮同義，皆為朽木臭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內則鄭注云。庮、惡臭也。引春秋傳一薫一庮。許

說同先鄭。久屋而後有朽木。故字从广。从广酉聲。與久切。三部。周禮曰。牛夜鳴則庮。臭如朽木。」因知

其與住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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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與危險並存的，并且與疾病息息相關。在醫療條件落後的古代，疾病致死的几

率極高，具有傳染性的瘟疫4更是時常引發大規模的死亡。 

在現代微生物理論完善之前，建立於對於疾病現象直觀觀察的瘴氣理論

（Miasma theory）一直為公眾所信。瘴氣理論普遍認為：惡劣的空氣，有毒的氣味，

潰瘍和腐臭的動物都會導致疾病5。Daniel Jütte 在介紹這一理論時更是直接用 evil 

smells 表示臭氣6。可以看到，作為疾病之現象（appearance）的臭氣在一段時間內被

視為致病的原因。雖然中醫在解釋瘟病上疫源上基本採取雜氣說7，更加關注氣而非

味，但在古典小說、雜記的錄述中仍然可以注意到人們對於氣味與疾病的關聯意識。

晚晴彭養鷗小說《黑藉冤魂》為刺鴉片之害寫到一場鼠疫： 

	

一日，有一個家人，在門前經過，聞著一陣臭味，門縫裡一張，卻不見得	

什麼。這臭味卻從那門縫裡直衝出來，於是去拿鑰匙，開了鎖，進去一	

看，只叫得奇怪！見地板上面縱橫狼籍，盡是死鼠，不知是什麼緣故？便	

來告訴了伯和弟兄。大家都來一看，人人道怪，個個稱奇，卻沒有一人能	

知其故。一個家人，去捉了一隻貓來叫他吃。那貓聞一聞，便走了不吃。	

伯和見這死鼠，貓都不吃，更覺莫明其理，只好教家人拿掃帚來，掃在糞	

箕裡，搬出去拋在僻靜地方。這死鼠腐爛開來，腥穢奇臭，被日光蒸發，	

這惡毒臭氣，散在空氣中，傳佈得十里周圍，都聞得著這陣臭味。那年廣	

                                            
4 當代醫學概念下瘟疫是由細菌、病毒等病原體引發的具有大範圍傳染力且致死的流行病。而在古代，瘟疫是

對各種流行性急性傳染病的總稱。（見孟慶云：〈瘟疫與中華民俗文化〉，《中醫文化》，2014 年 3 月，頁 12-14。）

但賴文也指出古代稱瘟、疫、瘴者未必都是傳染病（見賴文：〈古代「瘟」「疫」「瘴」未必都是爆發流行的傳染

病〉，《中華醫史雜志》，2005 年第三期，頁 148）。曹樹基認為能夠導致患者人口大量死亡的傳染病只有少數幾

種。鼠疫、天花 ( smallpox ) 和霍亂( cholera) 是三大國際檢疫的烈性傳染病（霍亂在 19 世紀中頁才傳入中國），

而伤寒 ( typhoid fever)作為急性傳染病致死率極高。（見曹樹基：〈鼠疫流行及華北社會變遷（1580-1644 年）〉，

《歷史研究》，頁 19。）楊瑩纓則整理出包括以上四種加之狂犬病、麻風等十二類古典小說中常見瘟疫（見楊瑩

纓《中國古代小說瘟疫描寫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 4 月）。 
5
 L Demaitre， Air， miasma and contagion - Epidemics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78/2 
(2004)， pg. 466-468 
6 Daniel Jütte， 'The Strait Gate： Thresholds and Power in Western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5，pg.167. 
7 雜氣即邪氣，又天地一切不正之氣。如楊栗山言：「毒霧之來也無端，煙瘴之出也無時，濕熱熏蒸之惡穢無窮

無數，兼以餓殍在野，胔骼之掩埋不厚，甚有死屍連床，魄汗之淋灕自充，遂使一正之氣升降流行於上下之間。」

見清·呂田集錄，王致譜校點《瘟疫條辨摘要》，收錄於《溫病大成》，（福州：福建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 年 8

月），頁 774。中醫的說法雖然帶有一定形而上的色彩，但根本上也是對致病現象的總結，且意識到空氣在疾病

傳播過程中的介質作用，與瘴氣理論的核心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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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就有了鼠瘟，多是這死鼠的毒氣傳染出來。但這鼠果真是何毒氣呢？列	

位，這死鼠不是在吳瑞庵煙室中的麼？瑞庵在日，這煙室裡面，煙氣薰	

薰，那些鼠子，都已聞得慣常，也有了癮。瑞庵一死，他兒子將煙室鎖了	

起來，不再有人到裡面吃煙。這煙室中冷冷清清，一些煙氣沒有，那些鼠	

子癮發，想出窩尋些食吃，又沒了氣力，都跌倒在地板上，慢慢的就死	

了。這鼠子都有鴉片煙癖，腸腑中含著煙毒，所以腐爛開來，那毒氣就釀	

成了鼠瘟。8	

	

在這段描述中，臭氣和毒氣多次被提及。「毒」是一種物質，「臭」則是一種現象，

兩者在空氣這日常難以感知的對象中被混合，臭的氣味提示了空氣的存在和變異，

身體則經驗了臭味並遭遇「中毒」的結果。因此，無論作者所歸因的疫源正確與否，

在其深層意識中，臭都提示了危險。更何況即使是貓，也直接感知到了臭氣中的不

安因子。晉人張華的《博物志》中，献香人以香祛疫的故事則從反向論證了相近的

認識9。由此可知對於臭的理解首先是由經驗建構的。對於危險的恐懼使臭這一身體

記憶被保留下來成為習癖（habitat）的一部分。當食住問題在文明中逐漸得到緩解，

對惡臭的恐懼亦隨之轉變為情緒上的厭惡。 

另一方面，文化與意識形態也在形塑感官和身體，建構著各式的刻板印象

（stereotype）。在不同的文明進展中，對香臭的判定沒有統一的標準。但在由倫理建

構的儒學價值里，就已經可以觀察到原初的身體被他者化了。披髪、裸露被認為不

雅，汗液、體液亦被視為不潔。因此成人需束發加冠，君子需修身、飾體。人們通

過沐浴保持身體的乾燥、潔凈，通過裝飾建構文明的符號。而人體發酵的汗氣被認

為是勞動性質和階級屬性的反映，被認為是臭的，是貧窮、卑賤與不文明的身體印

記，對其產生心理及行為上的厭斥甚至是生理上的噁心是人們有意識或無意識自證

文明性的標誌。而從華夏視角謂胡人體氣為胡臭10，且更進一部的將異族獸類化而稱

                                            
8（清）彭养鸥：《黑藉冤魂》，見（清）张春帆《宦海，外一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125。 
9（晋）張華：〈異產〉，《博物志》卷 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10-11。 
10 陳寅恪：〈胡臭與狐臭〉，《寒柳堂集》，（北京：三聯，2001 年 4 月），頁 157-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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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臭11也是同理。在常與非常之間，對於臭的建構和認識轉變，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

反應出主流的價值及其偏見。 

   〈荀子·正名篇〉中載：「香、臭、芬、鬱、腥、臊、漏庮、奇臭以鼻異」12，初見

文獻中將臭作為一種嗅覺感受與其他諸味並列。漢代作品中已多見以臭指代惡氣而

與香相对，但保留原用亦多。直至宋明話本、小說文體興起，語言形式由文入白，

臭的使用情境與範疇得到了擴充，文學作品中的臭字才幾乎同義於日用。魯迅在散

文〈文學和出汗〉指出，「『弱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

是臭汗」13。這種說法在作者原本的語境中無疑是帶有諷刺的，但卻反映出一種普遍

的書寫方式，氣味的象徵在文學中被進一步加工從而映射出作者的價值傾向。 

    從量的角度來看，《金瓶梅》、《紅樓夢》對香的提及都遠多於臭，各式的芳香縈

繞於兩個文本妝點出商、貴家庭的華麗外表，而臭就如同華裳上的蚤子，微末卻是

真實的。在《金瓶梅》死亡與性愛的場景中，有大量的體液、排泄物的書寫，作者

未必直接言及臭，但濃重的體味卻是客觀存在於文本的。而於《紅樓夢》，臭則是作

者加諸大觀園外「他者」的身體符號。香臭在文本中相互交疊如小說虛實之相映，

往往是可究作者言旨的要處。 

 

第二節	死亡·情慾·他者	

一、死亡	

色空是《金瓶梅》和《紅樓夢》共同的主題。死亡則是兩部小說核心事件。《金

瓶梅》、《紅樓夢》故事發生的時間跨度實際並不長14，但其中的死亡卻不可謂不多。

                                            
11
 黃永年〈讀陳寅恪先生《狐臭與胡臭》兼論狐與胡之關係〉，《唐史十二講》，（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85。 
12 （先秦）荀況著，熊公哲註釋：《荀子今註今釋》，（臺北：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457。 
13 魯迅：〈文學和出汗〉，《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2005 年），頁 581-582。 
14 以金瓶梅詞話本為例，第三回西門慶道彼回陳經濟十七歲，至九十九回陳經濟橫死時為三十九歲推算，《金瓶

梅》的時間跨度約為二十二年上下。林偉淑指出，作者在《金瓶梅》書寫過程中通過概述、停頓等手法控制小

說的敘事節奏與詳略。（林偉淑，《〈金瓶梅〉的時間敘事與空間隱喻》，見吳敢、胡衍南、霍現俊主編：《金學叢

書（第一季輯）》，臺北：臺灣學生，2014 年，頁 28-33）。因此其中有一些時間實際是被省略的。至於《紅樓夢》，

周汝昌認為八十回的《紅樓夢》原書時間跨度為 15 年。見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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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的死亡事例就有 42 起15，而《紅樓夢》死亡人數則有 34 人，涉及死亡

議題的回目就有十七次16。可以說，死亡是串聯起兩部小說由色入空的核心環節。在

這大量的死亡人物當中，鮮少有全夀善死者，絕大部分人是非正常死亡的，如病死、

毒死、溺死、吊死、刀劍割刺而死等。縱使生前曾處繁華，縱使美人似月如花，猶

有一些人的死亡過程充斥著體液與臭氣，是在極端污穢、惡劣的環境中死去的。 

「香生」與「臭死」是一組矛盾，不管作者書寫死亡的目的是出於勸懲、明志、

達情，抑或是情節的需要，死亡的本身都在回應著一種悲情。亡者於世間的美、醜、

情、淫在肉身死亡的時刻寂滅，只留下一具將腐的軀體。生者的情感卻一時無處安

頓，只能投諸喪葬的細節和對靈魂以及死後世界的信仰，而這個過程往往又參雜著

大量的香的敘事。在香-臭-香的死生对照下，反映出的不只是作者的生死觀，亦是人

物情的集中體現。死亡雖不足以超越道德，但往往能夠喚起同情（compassion），於

惡而無情者，人自敵愾之，於其死亦呼報應不爽；而於有情者，縱人憎其惡却亦憐

其情，此人之惻隱。 

（一）淫死與香葬 

《金瓶梅》中的死亡帶有明顯的懲戒意味。酒、色、財、氣是小說中西門慶等

一干人物的生之道，亦是其生之「業」。西門慶在生前享盡榮華，實際並沒有體會人

生的痛苦與不幸。死之虛無，是對其生存方式及意義 大的否定，而死之痛苦與不

潔，則是作者果報觀念的集中體現。 

如東吳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道：「金蓮以奸死，瓶兒以孽死，春梅以淫死，

較諸婦為更慘耳」17。金、瓶、梅三人皆無善果，加之西門慶在內，四個主角都是在

各自的體液中死去的。79 回，西門慶縱慾過度，又受潘金蓮撩撥，誤服過量胡僧藥，

導致「遺精溺血流白濁」，作者寫其死前「到五更時分，那不便腎囊腫脹破了，流了

一灘鮮血，龜頭上又生出疳瘡來，流黃水不止」18。由此見，西門慶是死於精液、膿

                                            
張笑俠〈紅樓夢大事列表〉則認為百二十回《紅樓夢》共記十九年事，前八十回至 16 年，後四十回共記 3 年事。

張笑俠〈紅樓夢大事年表〉收錄於霍國玲選編的《紅樓解夢（第一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年）。 
15 洪慈彗：《《金瓶梅》死亡主題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45-47。 
16 鄭靜芸：《《紅樓夢》人物死亡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20。 
17（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4。 
18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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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87 回，潘金蓮因投毒謀害武大郎而遭武松報復，被剜心剖腹，砍下頭顱，

血先是邈了出來，再又流了滿地， 後死狀是「星眸緊閉，直挺挺尸橫光地下，銀

牙半咬，血淋淋頭在一邊離」19。故知潘金蓮是死於血水中。100 回，韓春梅因「淫

慾無度，生出骨蒸癆病症」，仍與周義偷歡，「不料他摟著周義在床上，一洩之後，

鼻口皆出涼氣，淫津流下一窪口，就嗚呼哀哉，死在周義身上」20，此見春梅死於淫

水中。62 回，李瓶兒罹患崩漏之疾，則是死於女性經血之中的。中醫認為，崩漏與

觸犯禁忌的性行為有關，「血」因此成為小說中逾越界線及生命流逝的隱喻21，西門

慶與李瓶兒的精、血之流逝構成了重要的對看關係。人體代謝的體液粘稠、污穢，

並帶有濃重的氣味，反映出四人死狀的狼狽，這與西門慶家原先體面的，以及表面

上 香好潔的形象截然相反，如果說服飾、宴飲、香味在人際社會的角度具有展演

的性質，是權力關係的展現。而這種權力顯然在死亡面前被全然瓦解了。 

佛教中有不淨觀（a-śubhā-smrti），主張藉由觀想人的身體組織以及人體在過世

之後成為屍體，並逐漸毀敗的過程，使人產生厭作意，從而懲治貪慾。作者始終置

身事外，冷眼旁觀地呈現人物的死亡過程，如同引導讀者進行不淨觀想，藉由「我

身不淨亦復如是」的推人及己，消弭人對於肉身的貪 及痴迷，從而達到「速除心

中慾、恚之病」的作用。 

體液是四人死亡的共同特徵，也是作者通過「殺死」角色建構懲戒性死亡的重

要儀式。在西方古典的醫哲思維中，人體是由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種體

液構成，四種體液的平衡狀態（eucrasis）影響人的健康以及氣質22。這種說法雖然被

現代醫學証誤，但這種古典思維在地方文明中仍是有跡可循的23，同時也論證了體液

的意象化和倫理化。 

                                            
19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498。 
20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685。 
21 鄭媛元：〈《金瓶梅》中的「崩漏」之疾與女性身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5 期(2015 年 6 月)， 頁 53-

114。 
22 張大慶：《中國近代疾病社會史》，（濟南：山東教育，2006 年），頁 33。 
23 斯特拉森·斯圖瓦德著在名為「醫學人類學的體液觀」講座中提及了胡利人（Huli）的例子：胡利人認為性與

血液狀態有關，後者會影響男女之間的性吸引力，過度性行為會消耗男性之精，女性之血。他們認為女性陰道

是「熱」的，具有危險性，而男性的精液可以降溫，所以性交可以產生平衡，而濫交則有害。（美）斯特拉森·斯

圖瓦德著 ; 梁永佳等譯：《人類學的四個講座：謠言想像身體歷史》，（北京 ： 中國人民大學，2005 年），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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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儒學尤其是明前期理學「存天理，去人慾」的思想指導下，保守的社會

風氣幾乎將「包裹」演繹成為一種維護倫常的手段，女性的生存空間被「包裹」於

閨閣之内，身體被「包裹」於嚴密的服飾之下，腿腳則被「包裹」於裹布之中。道

德的內涵因父权文化下两性既定的从屬關係而被異化、雙標，女性肌體在公眾場合

的外露是傷風壞道的，而體液的外滲更是淫褻失德的。 

至於明晚期，思想上承陸、王心學之風，文學上以李卓吾的「童心說」、湯顯祖

的「至情論」、馮夢龍的「情教觀」等為代表，開始重新肯定被禁慾主義貶抑的人情

與人慾。言情的才子佳人小說與言慾的情色文學成為彼時文學市場的兩大主流題材。

禁制的削弱刺激了人們對禁忌的渴望，市場的趨利性催生了大量的性產品與性文學。

對於性愛細節的細緻描寫反應出《金瓶梅》催生情慾工具性，由色貫穿的情節怕是

難以用「思無邪」一言以蔽的。蘭陵笑笑生雖其人難考，但從韻文、辭藻、文章的

整體架構以及細節處理，都可確認其文人身分。熊秉真指出在中國古代思想中，男

性的身体建构尤其強調節慾的重要性24。兰陵笑笑生基於文人视角和倫理的困擾，就

書寫情色小說首先表明了立場，并尤其強調了酒色財氣之害，此與李漁在《肉蒲團》

首回開宗明義地指出「止淫風借淫事說法，談色事就色慾開端25」的宗旨是一質的。

情慾與道德的拉鋸構成了《金瓶梅》復調（polyphony）的特性，顯示出其包容異質

的空間。但可以看到，無論是《金瓶梅》亦或是《肉蒲團》，其實際性愛法則遠多過

於道德法則。王溢嘉提出情色療愈的作用，他將男性性幻想與現實間的落差稱之為

「色情烏托邦的二階段論」，并解釋道： 

	 	 	

所謂「二階段論」，是指心性發展過程中的「慾望對象」及「個人經驗」而言，	

但其慾望與之受挫，與利用幻想來尋求替代性滿足的轉機是如出一轍的。色	

情小說所呈現的「色情烏托邦」，通常是這兩個階段兼而有之，它們為讀者所	

                                            
24 （美）Hsiung Ping-chen（熊秉真）：“Recipes of Planting the seeds and Songs of Sleeping Alone：A Profile of Male 
Body Culture in Ming-Ch’ing China”〈種子方與獨臥吟：明清的男性身體文化〉，見熊秉真主編，王璦玲、胡曉真

合編：《欲蓋彌彰：中國歷史文化中的「私」與「情」——私情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 年），頁 349-

410。 
25 （清）李漁著，情痴反正道人編：《肉蒲團》，（臺北：雙笛國際，1995 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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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禁制的快樂」，不僅是在替讀者說出它們難以啟齒的內心話，更引他	

們踏進他們所未知的禁區中。像雞生蛋，蛋又生雞，色情小說的「窠臼」終	

於等同於多數男性色情幻想的「普同」結構。26	

 

而這中間淫慾制裁之必要，如處方藥尤須申明其副作用，慾過成害這一經驗在思想

上不斷被強調，又現實中不斷得到印證，因此作者不得不建立中斷機制，用道德收

編情色造成的失序。浸液之死是至污，體液的滲透，氣味的擴散，使穢物滲透重重

包裹，成為生命 後的展演，道德的不潔外化為外觀的不淨，在華人強調善終以及

體面的死亡文化中成為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反面例證。而寡慾至凈的空門是死亡之

外的另一種救贖，卻亦非尋常人所欲，故只能避其兩端而折取其中，從而產生斂身

節慾的意識。恐懼是宗教、法律規正人之言行的外在手段，也是勸懲所以奏效的基

本心裡，作者以人之所懼及其所不願協調其所欲，從而達到導慾而不至於縱的作用。 

四人之中，李瓶兒的死亡是 具體的，詞話本五十九至六十七回詳細描述了李

瓶兒由病至死再到葬的過程。崩漏作為李瓶兒所罹患的主要疾病，除却具有客觀病

症、與情色淫慾關聯之外，亦兼具情志病的特性27。鄭媛元注意到，作者有意放緩敘

事節奏，通過大篇幅的疾病敘事，折射出人物複雜的社會網絡及權力關係。另一方

面，崩漏作為女性所特有的疾病，以「血」為核心呈現出與逾越和禁忌的關聯，亦

能就病理回溯身體，考察疾病構成的深层隱喻28。劉曉玲則具體的以疾病為線索串聯

起李瓶兒的人際關係與人生機遇，並分析了李瓶兒在婚姻家庭的地位關係，以下嫁

西门慶分界，總結歸因了李瓶兒兩個不同生命歷程的痛苦經歷29。 

                                            
26 王溢嘉：《古典今看：從孔明到潘金蓮》，（臺北：野鵝，1989 年），頁 9-25。 
27 小說中，作者、角色（包括醫者、西門慶、丫頭等）都曾嘗試對李瓶兒的病狀進行歸因，任醫官謂之「七情

感傷」，何老人說她：「精衝了血管起來，然後著了氣惱」，西門慶道她「生生為這孩子不好，是白日黑夜，思慮

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轉，勸著他，又不依」，作者則指：「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著了重

氣，把舊時病症，又發起來，照舊下邊經水淋漓不止。」如意兒亦白曰：「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爹請了太醫來

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著了驚諕不好，娘晝夜憂戚，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

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著了那哭，又著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裡，就是鐵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

犯了！」綜上可知，李瓶兒的病癥結在心。 
28 鄭媛元：〈《金瓶梅》中的「崩漏」之疾與女性身體〉，《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5 期(2015 年 6 月)，頁 53-

114。 
29 劉曉玲〈疾病生死說瓶兒〉，《衡陽師專學報》，（1998 年 8 月），頁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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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論述重點主要圍繞著李瓶兒的病因、病況、疾病隱喻三個重點，以此輻射

文本上下，對相關的人物情節做了詳細的詮釋與推理。而這之外，以氣味為線索，

以李瓶兒的房間為單位，其實也可以觀察到疾病對於空間場域的改變。 

李瓶兒的生病過程是極其穢臭的。崩漏病徵之一是經血淋漓不止，文章中多次

提及這一情景，尤其在六十一回重陽宴上，李瓶兒勉強飲下月娘所勸甜酒後回到閨

房「坐淨桶，下邊似尿也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流的眼黑了」30。李時珍《本草

綱目》中記錄了對於女性月水的認識： 

 

女人入月，惡液腥穢，故君子遠之。為其不潔，能損陽生病也。煎膏製藥出	

痘持戒，修煉性命者，皆避忌之，以此也。《博物志》云：扶南國有奇術，能	

令刀斫不入，惟以月水塗刀便死。此是穢液壞人神氣，故名藥忌觸之。此說	

甚為有據。31	

	

而後李瓶兒病重，更是下不來床，便解都在床上，只以草布鋪墊，見六十二回： 

	

初時李瓶兒還𨴃䦶著梳頭洗臉，還自己下炕來坐淨桶。次後漸漸飲食減少，	

形容消瘦，下邊流之不止。那消幾時，把個花朵朵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	

不著的炕了，只在裀褥上鋪墊草布。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教丫頭燒著下些香	

在房中。32	

 

至此，每當西門慶及外人（任醫官、潘法官等）近身探望，房內必需先熏香掩臭。

疾病使個體被動地完成了對於所處空間的改造。這與病前作者多次著筆強調的李瓶

兒房間的馨香，以及其 受西門慶青睞的肌體的香細構成了鮮明的映照。 

惡臭中的相守是西門慶無關乎慾僅在乎情的第一重體現。在《金瓶梅》的描繪

                                            
30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964。 
31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1578)，人部第五十二卷，收入柳長華主編，《李時珍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

藥出版社，1999 年)，頁 1610。 
32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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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西門慶誠然一個是被酒色財氣驅使，好色縱慾，缺乏道德觀念的反面人物。但

面對人之將死，色衰體臭的李瓶兒，西門慶的選擇卻是不弃，幾次三番守在床前，

兩人言語亦是言詞懇切，句句肺腑，而在李瓶兒撒手人寰之後，西門慶的嚎啕慟哭，

其情之悲，緬懷之久，甚至招引月娘嫌惡。作者首回即開章明義，道：「『情』、『色』

二字，乃一體一用，故色絢於目，情感於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視」33。色是西門慶

情慾之所起，香是其流連耽溺肉體之所鍾，此刻李瓶兒色隕香消，西門慶仍留守在

床前，是真心憐之愛之，故目不惡其醜，鼻不嫌其臭，甚至當潘道士告誡進入李瓶

兒病房，恐其招致災禍，西門慶竟是寧可死了也罷，執意要守著李瓶兒。 

較之西門慶，陳經濟作為《金瓶梅》中另一個重要男性，則表現得現實很多。

西門慶生時陳經濟便與潘金蓮有染，前者暴斃後，陳經濟更是有迎娶潘金蓮之意。

只是未待其成事，潘金蓮已被武松殺死，剖去五臟，且死無葬處。潘金蓮託夢陳經

濟，盼他「可念舊日之情，買具棺材盛了葬埋，免得日久暴露」34，陳經濟雖然感傷，

卻忌憚落了吳月娘口實而遭到連累，因此狠心拒絕。此處有一個特別的轉場： 

	

經濟哭著，還要拉著他說話，被他身上一陣血腥氣，撒手掙脫，卻是南柯一	

夢。35	

	

無論是李瓶兒的經血亦或是潘金蓮的血液，其質之腥臭構成了兩人較之常態下的他

性，在短暫的時間內建構起一種認同的選擇，而選擇的根本機制便是情，西門慶捨

命也要守在李瓶兒床前，陳經濟則幾乎是下意識的鬆手，一近一遠的取捨下，反映

出的是兩人情感實質的差異。 

另一方面，以血腥氣作為陳經濟由夢到醒的契機恰呼應了前章提及的以氣味為

線索虛實跨界。在小說的敘事邏輯中，氣味描寫的參與往往構成時空、情節、節奏

的多重過渡，香多半起到引入的作用，而相應的他界（或主體）時間往往慢於客觀

                                            
33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 
34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505。 
35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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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這主要取決於作者對於他界屬性的設定，同時也與主體沉浸式的美感體驗有

關。相對的，臭則以其能使人驚惡，從而可以達到由夢到醒的急促轉出。應激與行

動的組合構成了推動情節發展的根本邏輯，以此展露出氣味在空間層面的節點作用。 

    其次，西門慶對於李瓶兒遺體的安置則是兩人情分的另一重體現。李瓶兒藥石

無醫，西門慶聽從花大舅的建議欲購壽木，試圖以其相沖來破除不祥。將物的價值

精確到具體的價格是《金瓶梅》物質書寫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特色，購壽木的過程中

亦有一番明確的價值計量：首先，是李瓶兒的預期。李瓶兒對於墓葬的要求不過是

「將就使十來兩銀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墳旁，只休把我燒化了，

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搶些漿水，也方便些。你惹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

36。李瓶兒於死亡安頓要求的一切從簡，主要是從生計的角度考量。就常理而言，以

西門慶的富貴，本無需做此憂慮，此時李瓶兒的囑託加之其臨終遺言，實際已經展

露出西門家衰敗的源頭，伏筆了其家庭人走財散的結局。從情的角度，這則又是真

切的關懷，人之將死，放心不下的卻是這個人前顯赫的男子，縱其身邊佳人無數，

亦恐其無人相知相依，縱其眼下腰纏萬貫，亦不忍其破財招禍，因此只是瑣碎的交

代和在微末處為其計量，而這些話在死生之間這一特殊時間節點，遠比西門慶所鍾

愛的甜言蜜語與床第間的殷勤真摯，西門慶因是懂得，於是覺得「如刀剜心肝」，哭

得尤其哀慟。而西門慶在購置棺木時亦未有保留： 

	

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經濟：「你後邊問你娘要四錠大銀子來，	

你兩個看去。」那陳經濟少頃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地傳去了。37	

	

四錠大銀子在本文的換算下是二百兩银子38，小說中西門慶資助常時節的「門面兩間

二層，大小四間」是三十五兩銀子，替王六兒在獅子街石橋東邊「門面兩間，倒底

四層」的房屋是一百廿兩，花子虛在同一條街上購置的房屋亦不過二百五十兩，由

                                            
36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985。 
37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986。 
38 據尚舉人之棺木要價三百二十兩，陳經濟以五錠銀子購棺仍需補其七十兩可知，一錠銀子要價五十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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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李瓶兒之壽木竟貴於多數人的生巢。這中間極其巧妙的情節是，西門慶令陳

經濟要四錠銀子，月娘實際給的卻是五錠，此舉反應出的是月娘作為正妻在操持後

院與順應西門慶心意上的智慧，結合後文月娘對於西門慶哭李瓶兒的冷嘲熱諷，以

致焚燒李瓶兒畫像等情節，可以明顯觀察出月娘性格在度與妒之間的性格矛盾，有

助於更深層的瞭解月娘「賢」的實質以及其中的隱忍與苦澀。  

西門慶 後用三百二十兩買下了尚舉人家的桃花洞。這副板子「每塊五寸厚，

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39。它的奇異之處在其鋸開後「裡面噴香」，作者在六十

二回及六十四回分別藉由西門慶及賓客之口、眼詳細的介紹了這一棺材的質地、氣

味以及來歷。此處香的意義是雙重的，其一便是對價值的標榜。物無香不顯其貴，

如夥計間閑話「你六娘沒了，這等樣棺槨，祭祀念經發送，也勾他了！」40    

李瓶兒的喪葬是按照民間的葬禮舉行的，小斂後需停殯，然後由「街坊鄰舍，

親朋官長，來吊問上紙祭奠」41。這個過程雖是肅穆的，但同時也是觀望的過程。棺

材之為物被放置於眾目睽睽之下，既作為亡者遺體的載體，替代其本身成為眾人悼

念的對象，而其客觀物性在人的感知下亦使其成為重要的「引動」機制，由接觸的

過程（聞、看）引發相關的行為（詢問-讚美）、心理（羨慕-肯定）。因此這口噴香

的昂貴棺材，既展演了富西門慶的財富，也從物的價值肯定了李瓶兒的地位。風光

的葬禮是西門慶表達情意的方式之一，只是這情只能藉由外在的價值去肯定，反應

出其本質的虛無。 

另一方面，棺木之香與死（屍）之臭是遙相呼應的。在李瓶兒死亡的安頓中，

靈肉的歸處是分離的。作者藉由陰陽先生手上的陰陽秘書，揭示了李瓶兒的前世今

生，以及来世命途，確定了其魂之所歸，此人力所不逮。此時只有肉身的安頓尚是

西門慶力所能及。以香入葬，客觀上是掩蓋肉身腐壞的惡氣，主觀上卻是對其苦、

惡的一次清償。從西門慶的角度來看，李瓶兒是苦的，嫁入家中做小，受潘金蓮暗

算排擠，喪子之痛未去又遭惡疾纏身。而其性子又總是恭順的，忍氣吞聲，逆來順

                                            
39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987。 
40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021。 
41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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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因此苦在心中難以明言。只是他不意月娘也是苦的，也是隱忍的，所以這一層

偏愛表現出來時，月娘總顯得不耐煩；從倫理的角度來看，李瓶兒是有惡的，如張

竹坡言道「蓋雲貪慾嗜惡，面骸枯盡，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兒，直令千古風流人

同聲一哭」42。李瓶兒與西門慶通姦，間接害死了花子虛，又以性為藥， 後因慾而

死，因此亡於惡臭之中，遺容狼狽。死亡是作者對於眾人惡業的清算，只是在處理

李瓶兒的死亡時，他卻留了餘地，許是因為李瓶兒性格中的一絲良善，亦或是西門

慶確實動了一些真情，因此作者在不改輪迴的前提下仍予其一些憐憫，既讓西門慶

在其死前表達了真心，也讓西門慶通過葬禮除去李瓶兒身上的污穢，使其入土時能

夠以香為襯，恢復女子潔凈美麗的樣貌，人為地為其達成質雖有瑕還潔去的「善終」。 

    《紅樓夢》中秦可卿的死亡與李瓶兒極其相似。兩部小說在處理二人的死亡細

節上亦有諸多雷同43。《紅樓夢》甲戌本中記錄了關於「秦可卿淫喪天香樓」的刪改

過程，其中脂批道：「作者用史筆也。老朽因有魂托鳳姐賈家後事二件，豈是安富尊

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漏，其言其意，則令人悲切感服，姑赦之，因命芹

溪刪去」44。此章的缺省導致秦可卿的具體死亡方式不得而知，俞平伯與胡適之等學

者皆持秦可卿與賈珍私通，被婢撞見，羞憤自縊死之觀點45。是說與紅樓夢第五回《金

陵十二钗正册》中秦可卿畫頁上「一座高楼，上有一美人悬梁自尽」46相應，亦有秦

可卿的曲词《好事终》首句「画梁春尽落香尘」47為佐證，應當確實無誤。 

但究其根本，曹雪芹仍是將秦可卿的死因歸結在了一個「淫」字上。第七回寧

府家奴焦大的「醉後胡言」已然揭發了公媳通姦的「爬灰」之事，賈珍在秦可卿死

後的異常表現也證明了兩人難以啟齒的關係。由此知，李瓶兒與秦可卿的死是表異

質同的。另一方面，作者亦詳述賈珍之悲，如寫他「哭的泪人一般」、「恨不能代秦

氏之死」、「過于悲哀，不大进饮食」等，哀慟之狀幾與西門慶無異。更為關鍵的是，

                                            
42 （明）蘭陵笑笑生著，（清）張竹坡評：《第一奇書》（竹坡本《金瓶梅》）（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見頁

首〈金瓶梅寓意說〉。 
43
 潘建國：〈《金瓶梅》、《紅樓夢》中的美人之死〉，《文史知識》，（2013 年 11 月），頁 70-76。 

44
（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頁 223。 

45 參俞平伯〈秦可卿之死〉，《紅樓夢辨》，收錄於《民國叢書》，（上海：上海書店，1990），頁 159。 
4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8。 
4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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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記錄了賈珍重金求購棺木的過程，而其 終所求得的這塊板子「幫底皆厚八寸，

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48，含香之徵又與李瓶兒相同，故見秦

可卿同樣是伴香入殮。 

兩個文本中，淫喪與臭死所蘊之因果無疑都是作者的春秋筆法，是作者從倫理、

摯情的宏觀視角對縱慾宣淫、苟且私通這類行為的貶抑。但回到個人的角度，西門

慶與賈珍雖箭垛式地集結了男性之惡，但在葬禮過程中展現出的主導作用以及哀慟

之情實際反應出其作為男性家主的力，以及其或由財起，或由慾起，但又確實生成

的世俗之情。這種情雖是有限的，卻讓二人在其限知的視域內，使秦、李之肉體迴

歸於香，建構出一種主觀的、相背於作者的轉喻和愿望。這種敘事层面與視角的多

重性反應出小說復調的特性，香臭所隱射的善惡在同一個人物身上被糅合則反衬出

去臉譜化的角色形象。 

（二）困頓中的死亡與想象 

人類學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指出：「人類偉大的宗教教義之一，就是

深信靈魂在一個生命體死亡後能繼續存在和生活，而這種對來世的信仰可以分為兩

個主要部分：第一是靈魂的世界論，第二是死後靈魂的繼續存在」49。與西門慶和賈

珍的現實不同，賈寶玉的世界觀是充滿理想性的，因此其對於死亡的態度也充滿著

理想的色彩。 

寶玉丫頭晴雯逝世時，恰處於一個客觀的潦倒境地，前因被賈府驅逐榮華盡失，

後又不受哥嫂善待，落入病困。寶玉偷來看望時，晴雯臥病渴著半日，連水都不曾

有人倒過半碗。寶玉「桌上去拿一個碗，未到手內，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

了來，先拿些水洗了兩次，復用自己的絹子拭了，聞了聞，還有些氣味」50。此處對

於茶碗氣味的描寫，起到了強化現實的作用。既突出了人物的性格，也能以小物投

射整體，反應出晴雯生前所處環境的不佳，形成與賈府時期的強烈反差。除却晴雯

                                            
48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02。 
49 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對審美發生問題的思考》(北京：三聯書店，1988 年 2 月)，頁 26-27。 
50  （清）曹雪芹著，高鶚續：《東京大學東陽文化研所藏程甲本紅樓夢》，（東京：汲古書院，2013 年），頁 128。

另有版作 「只得桌上去拿了來，也甚大甚粗，不像個茶碗，未到手內，先聞得油羶之氣。寶玉只得拿了來，先

拿些水洗了兩次，複又用水汕過，方提其沙壺斟了半碗。」見（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

紅樓夢校注》，頁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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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落魄，其死葬也是极其潦草的，王夫人為免事端，謊稱晴雯癆死，命其哥嫂速

將其火化，可憐勇晴雯、俏丫鬟 終難免抱屈夭風流。前面曾經提到，水與香是賈

寶玉對女子之美的總結，晴雯肉身 終為臭所困，為火所滅，寶玉卻未痛苦悲極，

只因丫鬟的善意謊言使寶玉相信晴雯做了芙蓉花神，魂歸香處。 

在寶玉的生死觀中，男女靈肉的重要性是二分的。大丈夫死名死節遠不如活著

的好，而男子的肉身，即便是他自己的，也都毫無價值。他幾次提及死後寧願靈肉

俱滅，如灰飛煙散，無形無跡，無知無覺。這一觀點，與道家翛然往來，歸於自然

死亡觀頗為一致。 

但對於眾女子，他卻難以達觀，如鄭靜芸所說：「他的生命是與情愛相互連繫的，

他的施情對象不在已身，而在他人，故寶玉可以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但用情對象的

際遇，卻是他世界割捨不下的執著，因此當女兒們的生命紛紛凋落後，對寶玉的打

擊甚大」51。女子的肉身，是他珍之重之的對象，死亡以醜以臭毀損女子的肉身，銷

滅美好的存在，如何不使其痛心。魯迅曾指出： 

 

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先有可卿自經;秦鍾夭逝;自又中	

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	

歿。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52	

	

所以在情感層面，他不得不通過相信或者說說服自己相信馨香美好的彼世來療癒和

轉嫁這種創痛。如其《芙蓉女兒誄》中自道「始知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

死轄芙蓉。聽小婢之言，似涉無稽；據濁玉之思，深為有據。何也？昔葉法善攝魂

以撰碑，李長吉被詔而為記，事雖殊，其理則一也。故相物以配才，苛非其人，惡

乃濫乎？始信上帝委託權衡，可謂至洽至協，庶不負其所秉賦也」53。賈寶玉在大觀

園內建構起了一個花主與眾花神宿住的理想世界，當這世界因為現實的禮、法以及

                                            
51
 鄭靜芸：〈《紅樓夢》人物死亡研究〉，頁 119。 

52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61-173。 
53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14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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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等因素逐步走向衰落，他仍然想為他的那些花寻求一个配得上其才情美好之處，

因此唯有藉著想象擬構他界，使因受讒言，淒清困頓中死去女子成為香花相伴的芙

蓉女兒。 

    香臭的本質是一種「非常」的身體體驗54，嗅覺是氣味的主要感受器官，但這種

感受的真正建構卻是整體式的，並連同著主體對自我屬性的確認。在這種比較的認

知中，感知對象的超越性或貶抑性亦隨之體現。而在文本層面，無論是出於客觀亦

或是勸懲的目的，氣味都是死亡對肉體毀損的重要表現形式。在火葬尚未被接受的

傳統漢人社會，出於情的安頓或是義的履行，生者必須安頓亡者的靈肉，並在死之

禮中尋求亡者生之形的復原、延續與昇華。在《金瓶梅》與《紅樓夢》兩個文本中，

香都是男性重構女性亡者超越性的重要憑證。西門慶與賈珍是從物質層面以實有的

棺木之香遮掩臭氣，從而外化地重塑女性肉體之香。這與肉體作為主客間情感關係

的基礎是直接相關的，而擁有對於女性遺體的處置權實則也是兩人世俗地位的體現。 

相反於前二者，賈寶玉身上的浪漫性和悲劇性則表現為既對世俗的一切不屑一

顧，卻也因此對其無能為力。從驅逐晴雯，到安頓晴雯肉體，在女性家長的完全主

導下，賈寶玉在這一過程中幾乎是完全被動的，因此他甚至不及接觸晴雯的遺體，

此為寶玉葬其之「不能」。其二如寶玉葬花，寧任其隨水而逝，也不欲使之沾染塵埃，

讓潔凈之物入土而腐，此舉或可說明寶玉於土葬之「不願」。而另一方面，在賈寶玉

詩性的世界里，靈魂是存在且遠高於肉體的，他對於女性的色之審美亦是基於其本

質的純潔，水、泥骨肉之說實是基於禀賦而非皮囊。因此當女性的肌體在不可抗的

外因下香消玉殞，他自然是傷心、痛苦的，但當他以想象中的馨香神界作為芳魂歸

處，他又幾次轉憂為喜。雖然死亡於他終究還是現實的永久的失去，但於這些女子，

卻能使之「質本潔來還潔去」，脫開困頓現實，重歸桃源，反而成為一種迴歸與上升。 

賈寶玉對於魂之所歸的關注，與其情之所鍾的根本也是呼應的。他對女子的肉

體有著幾近痴憨的欣賞與迷 ，只不過這迷 是發乎「心」，止於「意」的，其究竟

所鍾愛與期望守護的，仍是精神層面的美好。因此他在現實中建築桃源，在前者崩

                                            
54 此說立足於人類日常對於氣味的忽略，即我們通常認為自己所處的空氣是沒有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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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之後，又在死亡中延續桃源。在這中間，香始終是他構築樂園的重要屬性，是其

理想世界超越性的重要表徵。但實際上，現實的朽敗與惡臭只不過是被隔絕、忽視

了，如同大觀園建基於 骯髒、污穢的會芳園與榮府舊園，都只不過是一場爛漫、

華美的謊言，這實際也映照出《紅樓夢》整體上的悲劇性。 

 

二、情慾	

胡衍南曾對《金瓶梅》中的性描寫做過一個統計，指出這部百回小說直接描寫

或間接提示了一百五十次以上的性行為，而其中具體的性愛場景實則超過半百
55
。許

多學者意識到其中性與死亡之間的關係，如卜鍵即指「翻開《金瓶梅》，觸目而來的

是一個又一個淫慾場面的描繪，其字裡行間，又都透出兩個可怖的字眼—死亡」56。

王婷瑋亦發現「書中人物的死亡必定是先有著過度或是非常性的性行為所導致的；

或是死亡的情節會進而產生性慾的催化」57。性與死的聯繫固然必須回溯至全文的果

報觀，以對應全書 終回的總結論所道：「閑閱遺書思惘然，誰知天道有循環。西門

豪橫難存嗣，經濟顛狂定被殲。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可憐金蓮遭惡

報，遺臭千年作話傳」58。但與此同時，死亡也在回應著一種極致。情慾放縱成道德

無法收編的失序，肉體突破禁忌肆意狂歡，強烈的快感創造出一種「臨界」的幻覺，

導致許多人把性愛的高潮體驗同揣測式的死亡體驗相提並論，宣稱在性愛中感受到

了死亡的況味，從而把性的高潮比喻為「欲仙欲死」，並視其為極樂的死亡。 

古人以食色為人之大慾，而這二者在金瓶梅中得到了極好的融合。學者注意到

飲食在文本中充當了性行為的媒介。在小說多數性行為中，皆有一桌菜餚或點心當

作前戲、增強物或是做愛完的補充品，而食物亦時常被用以比喻肉體。並且在性愛

過程中，口的作用被凸現，曖昧的話語之外，男體女體亦被視作食物般的品嚐59。食

                                            
55

 胡衍南：《《金瓶梅》飲食男女》，頁 51。 
56 卜鍵：〈世風的澆漓與生命的懲戒—金瓶梅情節進程的剖析〉，見中國金瓶梅學會主編：《金瓶梅研究》(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二輯，頁 180。 
57 王婷瑋〈性與死：《金瓶梅》的主題探討〉，（臺中：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6。 
58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695-1696。 
59胡衍南：《《金瓶梅》飲食男女》頁 10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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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關聯說明金瓶梅的性愛不僅停留於性器交合的生殖行為，而是一種藉由身體的

狎暱以及對感官的整體滿足所形成的極致歡愉。因而除卻口之外，眼、耳、鼻之聯

覺與肌體細膩、曖昧的觸感都是建構性的愉悅的重要環節。此處單拎出氣味討論，

不僅因為嗅覺本身與情慾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繫，更重要的是在性愛的現場，氣味對

整體空間的改造和對於真實感的偽證。 

《金瓶梅》的閱讀過程中，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看到繁華的時候多，落魄

的時候少，但一個家族分明就這樣衰敗下去了。這一點在氣味的表現上也是相似的。

小說中寫香的地方極多，直言臭的寥寥無幾，但讀者從經驗即可判斷一些事物、行

為顯然是帶有惡氣的。只是角色於此卻全然不覺，或是不以為臭。書面的人物建構

通常是藉助感知焦點從而產生視角的，這個過程受限於敘述重點，選擇性的擱置一

些感官感受時常有之，嗅覺更是時常被忽略。但《金瓶梅》性描寫中比較特殊的是，

這一過程中氣味/嗅覺（香）既不斷地被提示，（臭）又不斷地被忽略，人物身體感與

現實的衝突被显著凸現。這種留白，以及焦點塑造與常識間的斷層，是作者有意識

地建構出角色的無意識，感的「反常」可以回溯至人物的知與情，從而反應出人物

的典型性。 

在《紅樓夢》中，水是一個至凈的概念，與香一起構成了女子身體潔凈的隱喻。

但在《金瓶梅》中，女體的水卻是污穢的。在西門慶的性愛過程中，有大量的體液

書寫，如二十七回西門慶和潘金蓮在葡萄架下投壺，西門慶淨手回來，見潘金蓮「脫

的上下沒條絲」，就動了淫心： 

	

（西門慶）先將腳指挑弄其花心，挑的淫津流出，如蝸之吐涎；一面又將婦	

人紅繡花鞋兒，摘取下來戲，把他兩條腳帶解下來，拴其雙足，吊在兩邊葡	

萄架兒上如金龍探爪相似。使牝戶大張，紅鉤赤露，雞舌內吐。西門慶先倒	

覆著身子，執塵柄抵牝口，賣了個倒人翎花，一手據枕，極力而提之，提的	

陰中淫氣連綿如數，鰍行泥淖中相似。婦人在下，沒口子呼叫達達不絕60。	

                                            
60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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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又以女陰為容器投壺，挑逗戲弄： 

	

（西門慶）於是向水碗內取了枚玉黃李子，向婦人牝中內，一連打了三個，	

皆中花心。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	 ，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與	

婦人吃。又把一個李子放在牝內，不取出來，又不行事。急的婦人春心沒亂，	

淫水直流，又不好去叫出來的61。	

 

此處所謂「淫津」、「淫水」是女性的身體渴望與慾的具象表徵，也是女性在西門慶

藉由支配（Dominance）、誘導（Inducement）所建立起的性主宰下臣服（Submission）、

屈從（Compliance）的直接證據，這種性關係所呈現出的情感關係恰好也符合威廉·馬

斯頓（William Moulton Marston）提出四種情感模型（DISC 模型）62。 

在多段的性描寫中可以都看到，西門慶尤其喜歡在女性表露出渴求時刻意停頓，

通過觀望「淫水」、聆聽「淫聲」證實女性對其迫切的需要，並通過獎賞式的滿足建

構其男性力量與威權。在西門慶的視角下，淫水也時稱臊水，氣味的點明和強調反

應出羞恥和禁忌的打破，女性的尊嚴和矜持在慾望面前顯得尤其卑微，在這種不對

等交歡中，女性被異質化，被剝去社會性如同獸，而男性則始終佔據主導。同樣的，

小說中還有大量的津液、男精書寫，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口交、吞精情節。在這些情

節中，作者卻幾乎沒有論及氣味，即使是潘金蓮、如意兒飲尿的情節中，也對此諱

莫如深，見七十二回： 

	

西門慶要下床溺尿，婦人還不放，說道：「我的親親，你有多少尿，溺在奴口	

裡，替你咽了罷！省的冷呵呵的，熱身子，你又下去凍著，倒值了多的。」	

                                            
61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392。 
62 這套理論 早由 William Moulton Marston 在其著作〈Emotions of Normal People〉中提出，用以解釋正常人的

情緒反應，1960 年托馬斯·漢德爾森為了消除歧義便於理解，將屈從（Submission）修改為穩定型（Steadiness），

將誘導型（Inducement）修改為影響型（Influence）。此處引用此說，主要是注意到西門慶在性行為的過程當中

交替利用性暴力與性挑逗的策略從而形成性主宰地位，其與性伴侶之間的關係恰好符合 DISC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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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西門慶聽了，越發歡喜無已。叫道：「乖乖兒，誰似你這般疼我！」於是真	

個溺在婦人口內，婦人用口接著，慢慢一口多咽了。西門慶問道：「好吃不好	

吃？」金蓮道：「略有些咸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香茶	

在我白綾祅內，你自家拿。」這婦人向床頭拉過他袖子來，掏掏了幾個，放	

在口內才罷。63	

 

尿液作為人體的代謝物其騷臭是無需多言的，人凡飲惡氣之物，多會產生生理上的

噁心或心理上的抗拒，但婦人竟主動要求充當「尿壺」，其中曲意迎合，不言自明，

恰應了作者所說的「雖屈身忍辱，殆不為恥」64。尤其當西門慶問及其感覺時，潘金

蓮回答是從味覺的角度中性、客觀地指出「略有些咸味兒」，雖這確是直接回應西門

慶的問題，實際卻巧妙帶過了日常人們對於尿液另一直觀的身體感受——氣味的描

述。此中刻意，從潘金蓮飲香片茶雖也用以沖淡鹹味，但香實際對應的卻是臭也可

知一二。此處對於氣味的留白是潘金蓮的察而不言，無論是處於真心還是假意，潘

金蓮的本意就是討好、關懷西門慶，氣味雖是客觀的，卻帶有冒犯的意味，明言则

衝撞西門慶身體與權威，此為其之不可說。再者，精、尿等體液雖在倫常、衛生觀

念下為人所惡，在性愛過程當中卻成為了「難題求歡」的條件，忍辱的行為構成了

交換歡愛的「代價」。身體感上的短暫不適以及道德上的壓力都轉化為潛在的象徵資

本，在情的度量下用以交換更進一步的榮寵以及更強烈的身體快感。在所欲前，价

值度量的倾斜致使人的感官導異為常，此是潘金蓮的可不說。女性在氣味感受中的

妥協和失語，是一種權力關係的展演。社會地位與性別認同的缺失，使女性在家庭

關係甚至性關係中處於從屬地位。女性的自我認同建立於男性的生活及生理需求之

上，女性的生理快感建立於男性的生理及心理滿足之下。因此，在父權單向宰制下，

對於香臭的知覺感受多是由男性所建構和表達的。處於家庭或情感劣勢地位女性唯

有通過迎合、討要，或者對男性經濟、社會地位的資助實現榮寵。因此在西門慶與

眾多女性之間，幾乎不可能建立平等愛情關係。而這也從小說技法上造成，角色對

                                            
63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85-1186。 
64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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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臭的感知忽略與羞恥感的缺失幾乎是同構的。如果說，說香可以是映襯角色內質

與外美的一種手法，不言臭有時亦是對人物深層性格的幽微隱喻。 

    另一方面，避而不論不代表氣味上的臭沒有被表現。相反的，正是大量香的書

寫，反映出人物對身体氣味體察。本文在前章日常之用已經提及，香在小說的應用

層面極廣，且往往涉及性愛的場所——女性的閨房時時熏香，性愛的參與者——男

女雙方皆以香為飾，男女唇舌狎昵前（時）皆飲香茶，女性行房前多沐浴澡牝。肉

體的接近使彼此的身體感知被進一步聚焦，因此必須藉助香的遮蔽與美化作用掩飾

身體原初的瑕疵。正如褪下重重裝飾，《金瓶梅》所展露的恰是這原初的罪惡。而同

是因为香與性的緊密關聯，亦使其成為用以暗示「性」的密語。 

五十五回，潘金蓮密會陳經濟，便「帶著許多麝香、合香，走到卷棚後面，只

望著雪洞里」65，盼著陳經濟來與其行魚水之歡。前文提及陳經濟以言語試探孟玉樓，

說的亦是「姐姐，你若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兒」66。澡牝、熏被等更是

因期待房事而做的的準備活動。在這些行為下，用香的意圖被寫入氣味制碼成信息

素，通過氣味被知情曉義的彼方解讀，構成心照不宣的行動暗示。在性的隱喻序列

中，香被覆蓋於臭之上，一方面伏筆了性的發生，另一方面則偽證了臭的不在場，

承擔了改造現場的職能。 

    除卻用以熏染世俗之香，更具神聖性的宗教之香也時常出現於《金瓶梅》的性

愛場景中。漢人社會以儒、釋、道並稱「三教」，而三教皆有燒香傳統。祭祀用香以

線香為主（又稱立香），常見成分有老山、檀香、沉香、烏沉等木材67，盤香、淨香

亦屬常用。《上清靈寶大法》即道：「夫香者，禀資靈秀，植質芬薰。蓋將以寓誠敬

之心，故得上徹沖虛之境，瑞靄騰而九清可格，祥煙布而三界遙聞」68。香以其煙、

氣之質，加之通神之用以及與諸家教義的結合，衍生出淡薄、禁慾、肅穆的氣味感

受。而以香為範疇所覆蓋的場域，亦隨之衍生出神聖性。在傳統民間的觀念中，人

在越是神聖的地方，「天在看」的心理暗示便越加強烈，自然也以為宗教之勸罰會越

                                            
65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849。 
66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564。 
67 蔡聰沛：〈香〉，檢自：https：//religion.moi.gov.tw/Knowledge/Content?ci=2&cid=462 
68 見劉枝萬劉枝萬〈臺北松山祈安建醮祭典： 臺灣祈安醮祭習俗研究之一〉，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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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靈驗，故多不敢不敬。 

在小說中第八回寫道，潘金蓮武大郎百日，在家請僧念佛燒靈。而事實上，這

一頭在燒香做法、招亡除靈；那一邊卻是體肉交姌、體液交匯。香之為用，極重要

的一點是人與環境的融合，而這一回中作者卻通過各種衝突，將人與所在的環境割

裂開來。在悼亡的儀式中，聲（靈杵、鑼鼓、誦經）、色（佛像、香煙）、氣（香氣）

仍然構组了神聖空間。而彼時所呈現出的人與整個神聖空間的脫節，反應出的恰是

人的異化。 

其一，是身份名實的不符。祭祀行為強調禮、序，在原本的基礎上更加強化了

所有人的身份功能與認知。各個人物雖然承擔起了其表面的職能，充當著各自在祭

祀中所需扮演的角色，却知行不一。眾僧口念佛經，實際則被潘金蓮的色相「昏迷

了佛性禪心，一個個多關不住心猿意馬」69。如作者引「古人云」諧謔這班僧人道：

「一個字便是『僧』，二個字便是『和尚』，三個字是個『鬼樂官』，四個字是『色中

餓鬼』」70。名的多且異化反應出實的定位愈加模糊，投射出僧人這一群體整體的墮

落。此處的僧人書寫是作者群像書寫的一個環節，同時也作者是用史筆，「古人云」

的現實語境直指晚明僧奸尼淫的世情71。潘金蓮名為亡者之婦，行燒香拜佛之舉，其

實卻僅是因為忌憚武松，其心早已全然系於他人，全無人婦之義。僧人尚淨，婦人

崇貞，在場諸人心中卻全是淫穢，此名不符實下的僧不僧、婦不婦。 

其二，是行為的不合時宜。凡舉祭儀，多需沐浴齋戒，以潔凈之身置於馨香之

境，不敢稍有玷污，以使亡者神明能感其誠。潘金蓮則不然，佛堂香煙未消，「一道

板壁」之隔的臥房中，她便急與西門慶進行房事。兩人肉體交媾，體液交融，文章

只见眾僧聽得「淫聲」亂了佛音，卻不知體肉濁氣亦亂了佛香。性的發生使香之神

聖性被打破、重組，以香為基礎所建構的神聖環境加強了性的禁忌性，使其呈現出

性愛狂歡的性質。同是在是夜房中，西門慶初試「香刑」，以香灼燒女性私處。據七

                                            
69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1。 
70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2。 
71 陳玉女指出，明代僧俗混雜，引發接二連三的犯罪事件，當中婦女所受的傷害，除姦淫案外，被誘拐、姦殺

均屬常見案例。官方屢下禁制，欲對此加以牽制，然屢禁不止。明清小說家亦由此關注僧行，雖筆下難免醜化

其形象，「不無刻意或浮實之處，然如此被放大論述，亦顯叢林弊端之實，所構成的社會問題， 不容忽視。」

陳玉女〈明代婦女信佛的社會禁制與自主空間(上)〉《成大歷史學報》，（2005 年 6 月）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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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回可知，西門慶隨身所攜的是柱狀的安息香。安息香（梵語 guggula）又稱安悉

香，一些佛教經典稱其「拙具羅香」，《陳氏香譜》有錄：「其香乃樹皮膠，燒之通神

明，辟眾惡」72。安息香既是主要的佛香材料，也是佛法修習過程中的重要供香73。

西門慶将以柱为单位的线香插入燒酒浸的香馬兒上，分别放置于女性心口、小肚兒

底下、𣬼蓋子上等处，其举止竟如同祭祀。女性的肉體再度被充当香炉，回应了贯

穿全文的「容器」這一象徵，即「瓶」這一概念。順著這一脈絡推理，這金瓶中插

著的梅，實指男性的陽具。由此知，《金瓶梅》之名，除卻囊括了小說三名重要女子

的名中一字外，同也指代陰陽交合的性愛圖譜。 

香疤的烙成，伴隨著肉體的毀損。香芯與香灰灼燙女性的肌體，散發出肉類焦

熟的氣味，雜入安息香「神聖」的香氣，同一空間中還展演著火星炙觸皮膚造成的

綣曲與碳化，女性的呻吟與討饒。作為支配者的西門慶掌控著性的規則，獎懲並擺

佈著女性的軀體與尊嚴。在這場性與支配的權力遊戲中，西門慶的男性權威在對於

女性肉體的全面宰制中被落實。而在他這獨特「性趣」中，香的意義在原始的、骯

髒的肉體的歡愉之下，被打碎、扭轉、重新生成，從民俗及信仰中至聖至潔的祭品

淪為至穢至淫的性具。西門慶亦在這場遊戲中成為饗食香火和肉體的「神」，在女性

的討饒和乞要中獲得擺布與凌駕的快感。 

可以發現，《金瓶梅》內香的敘事雜糅在大量性及排泄物的書寫之中，精心渲染

的香氛與濃重的體味相互交織。密閉於狹小空間內的種種：耽溺的肉體、香靡的氣

息、燃燒漸盡的香燭與搖曳的燈芯……這些顯於文字和隱於情境的支離的人及物件，

在文本建構的整體想象中被相互整合、關聯，莫名交合出衰朽、腐敗之感，竟能與

貫徹金瓶梅始終的極盛而衰的虛無感遙相呼應。在過度的性愛中，香既客觀的遮蓋

了穢物氣味偽飾了空間，從而成為情慾的催化劑；又作為「能指」被寫入心照不宣

的氣味密碼，成為男女用以调情的暗語；同時，在西門慶的性愛遊戲中，其由宗教

文化所層積的超越性也在人僭越禮教的行為中被異化，致使其從神壇跌落邪典，映

照出西門慶極樂饗宴的荒誕性。 

                                            
72 陳敬《陳氏香譜》，劉幼生編校，《香學匯點（上）》，頁 183。 
73 普光：〈准提法修行專用香略談〉，檢自：http：//www.lama.com.tw/content/meet/act.aspx?id=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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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上述氣味與性的關係尚且停留在真實的身體層面，那麽夢中的性愛和現

實中的遺精則體現出了氣味在虛實、靈肉間過渡。前文在論及香的跨界作用時，提

及《金瓶梅》七十一回、《紅樓夢》第五回都出現了以香為媒，跨界入夢的情節。而

這兩節的共同之處也在於意淫夢遺的發生。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小說描寫中西門慶

和賈寶玉的初次，也是唯一一次意淫夢遺。《金瓶梅》續書《金屋夢》這樣解釋夢遺： 

 

如今說死鬼偷情，人絕不信。說定是做書的笑話。人的皮肉已無，就有此心，	

哪裡動手？不曾看那佛經說這是天人配合。就和人做夢交姌一般，不見事實，	

因而夢遺同是一理。這是有情無質的。74	

 

紅樓夢則這樣說意淫： 

 

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	

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	

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吾輩推之為意淫。75	

 

若其理能通，西門慶夢中與李瓶兒交歡，與其謂之是慾，不如說更是一種「痴情」。

此夜之後，再無與李瓶兒的夢中歡好。可以說，西門慶的意淫夢遺，是他情的終結。

與之相反的是，《紅樓夢》中寶玉意淫夢遺之後，即刻便與襲人有了肉體之實。故知

賈寶玉的意淫夢遺，卻是其慾的啓蒙。所夢之虛，使體肉歡合投之於意，所遺之實，

卻讓情有跡可循。虛實間的倒置與作者對情、淫義界，使此處成為推敲兩部小說情、

性實質的重要依據。而這中间，氣味是「發生」的證據，是指代「精」的諱稱之一。

《金瓶梅》與《紅樓夢》各自描述了西門慶與襲人發現遺精的情景： 

    

（《金瓶梅》）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追	

                                            
74

 （清）夢筆生：《金屋夢》，收錄於《中國古典名著續書集成》，（北京：中國檢察出版，1998），頁 1157。 
75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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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莫及，悲不自勝。76	

（《紅樓夢》）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沾	

濕，唬的忙褪出手來，問是怎麽了。77	

 

襲人誤觸寶玉遺精，作者卻未明言她所觸何物，只述「冰冷粘濕」等一眾身體感，

已足使人心照不宣。這裡的「以觸感代物」卻是作者有意含蓄隱晦，寶玉於《紅樓

夢》之重要，其夢中所遺及其發生在現實的性作者卻處理的極其倉促，此是省筆，

使人知其有而不至於淫。向來不吝筆墨寫性的《金瓶梅》對此則處理的極其淺白，

直言「精流滿席」。只是這滿床狼藉何來餘香，所謂「餘香甜唾」分明是從夢中延續

而來的，是由靈到肉銜接夢境與現實的關鍵「鉸鏈」，也是西門慶由對於香的記憶建

構出的身體想象。前面提及，《金瓶梅》中多處「存在的香」在性愛過程中起到了對

體液氣息的偽證，此處亦然，只不過這裡的香氣是因意而生，為情所召，是意淫的

產物。西門慶的此段意淫，先是起於香，渡其入夢，由實入虛。同也終於香，夢醒

卻仍續其餘韻，實中生虛。風流如西門慶，竟也有時情痴。反之寶玉醒來，便「強

拉襲人同領警幻所秘授之事」，變虛為實，欲續其淫。夢遺的發生，如同成人過程的

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西門慶有情實再也無情，賈寶玉有淫實反倒再也無淫。

從兩個人物的形象來看，這一番反轉，實耐人尋味。 

     

三、他者	

    感知、文化與記憶共構了臭的他性，因此當其成為某個、或者某類人的符號時，

他者的身份便藉由與主體的對立得以確認。隔絕，是《紅樓夢》所建構出的世界之

重要特质。在理想的大觀園裡，貴族和市井是隔絕的，女性與男性是隔絕的，少女

和老嫗是隔絕的，詩賦風花是與利祿功名隔絕的。而在小說的象徵中，前者皆近乎

香，後者則多被邊緣、他者化並加以臭的標籤。 

                                            
76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65。 
7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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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臭是多義的，其一是真实的身體層面的。勞動的性質與有限的物質條件導

致部分人裝飾與禮儀的缺乏，因而使原初的身體、行為、語言將「臭」這一不雅的

氣味不加修飾地暴露在公共場合，構成了對於被文明形塑的主體的「冒犯」。對於這

種臭的強調，往往指向身份的他者，如劉姥姥之流。其二是道德层面的，是人圖世

俗之功，行不潔之惡，縱酒色，任財氣。貪名逐利好銅臭，妻妾不顧喜偷腥。守經

抱典成腐儒，維綱護常為朽叟。六根不清生昏昧，五毒未凈總焦心。占盡五臭其惡，

泥於理而不知世間善美。所以謂其臭，是強調其為價值的他者，如賈赦、薛蟠之類。 

凡言鲍肆之臭者，多舉蘭芷之香，香、臭之比附，往往是言義要處。大觀園以

香為基，故凡臭覆之於上則多具功能性。而刻意謂其臭者，亦承擔著重要的角色功

能。反之，《金瓶梅》一因沒有明確的標舉出某種價值，再者西門慶由民到商的身份

轉折，始終未曾脫離市井，其行止淫浪，香多俗用且無禁忌，又無如賈府之香識，

故多見香臭混融，不似前者分明。從宏觀角度看，《金瓶梅》諸眾，亦恰為寶玉所憎

之他者。 

（一）臭為表：他者之用 

劉姥姥是《紅樓夢》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小人物。歐麗娟78指出，其在形象上兼具

了弗萊（Northrop Fryre，1912-1991）所謂「低層模擬（low mimetic）型」與「譏弄

（ironic）型」的角色特徵79，並藉由俄國文論家巴赫汀（Mikail Mikhailovich Bakhtin）

的狂歡化理論注意到劉姥姥以丑角之姿進入大觀園，既而針對其所展開的宴遊使賈

府在以女性家庭成員為核心的主導下，進入「非常狀態」的節慶空間。與此同時，

劉姥姥本身作為一個異質符號，以「非常」之身體賈府之「常」而見諸事皆異，常

異間的互斥構成了一種互看的視野。在「邊緣中心化」的過程中，兩種文化的對撞

使矛盾集中化，不同人物間的對比性得以凸顯。 

面對差異，賈母、鳳姐等視姥姥，是善待而不接納，恰因經濟與身份建構的鴻

                                            
78 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狂歡詩學——劉姥姥篇〉，《臺大文史哲學報》，（2005 年 11 月），頁 72。。 
79 歐麗娟在文本中引用弗萊說法，對「低層模擬（low mimetic）型」與「譏弄（ironic）型」進行了進一步的解

釋。低層模擬（low mimetic）型指適用於人們生活經驗或然率法則的一般人，是大多數喜劇及寫實主義小說的

人物；譏弄（ironic）型則指能力或智慧遜色於人，使人產生居高臨下之感，而以看客的心態觀看其表演困頓、

挫折及愚蠢的戲碼。參弗萊著，陳慧等譯，《批評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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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無法被跨越，反而倒於其多了一些縱容和寬宥，故樂見其插科打諢，亂語胡言，

如一丑角，既有些新鮮，又使人「全不寂寞」80。 

黛玉、妙玉於劉姥姥的態度則幾近高傲。妙玉厭憎沾染劉姥姥口舌唾液的茶具

宁是要丢掉，黛玉則暗諷其為母蝗蟲，這與劉姥姥進入園後，一系列俗言穢行是密

不可分的。妙玉之判詞是「欲潔何曾潔」，黛玉的葬花詞則亦有「質本潔來還潔去」

一語，二人一顯於外，一隱於內，具有潔癖。黛玉猶然，從其傷寶玉葬花不知水出

園則不淨，而葬花於園內以保其不染可知，較於寶玉，黛玉或是對自處的這片女兒

凈土更忠貞的維護者，而這種維護，是一種深刻的自惜、自憐。其次，妙、黛身世

具有坎坷。妙玉雖生於官宦，卻年幼出家，父母早亡；黛玉喪母，因而投奔賈府，

卻難免寄人籬下。兩人之遭遇於賈府面前，某種程度上亦可謂之以賤附貴。但見兩

人之應對，妙玉不卑不亢，黛玉則是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是皆出於二人之氣節與

自持，不願自降身份，稍露醜態，也不肯曲意迎合。 

劉姥姥則相反，她輕易接受了與賈府的貴賤之別，對於暴露自身階級的習癖亦

無稍加掩飾，她既智巧地展演自己的醜，任由臭的生成，也迎合權貴的調戲，從而

得到或許並不真心的榮寵。恰恰戳中前者的痛處，更令其不屑，故中傷尤甚。 末

這其中自然亦有文於白，雅於俗的，知識分子於農人的輕看。歸根究底，兩者的對

立並非純然出於階級的歧視，而在於後者美的缺失。且這種不美，可以更精確的歸

納為反昇華的力量。從劉姥姥的角度看這大觀園中的人、物，既有由貧望富的仰視，

卻又帶著一絲旁觀者的清醒和智慧。因此許多羨豔恭維的話語，說的幾近淺白，但

在賈府整體的命運的映照下以及大觀園宏觀的象徵中，卻尤顯意味深長。如劉姥姥

贊賈府榮華，道： 

	

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麼得到	

畫兒上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裏有這個真地方呢？誰知我今	

                                            
80張新之在《紅樓讀法》中即道：「閑人初讀《石頭記》，見寫一劉老老，以為插科打諢，如戲中之丑腳，使全書

不寂寞設也」。見（清）張新之：《紅樓讀法》，一粟編，《紅樓夢卷》，卷 3，（臺北：新文豐，1989 年），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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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畫兒還強十倍！81	

	

而賈府的一切則確如這紙上之畫，與外界是隔絕的，諸種馨香與美好，交織出的是

如黃粱一夢般的不真實，繁華如畫中之物被定格，短暫得如同永恆。卻又在現實中，

速速的敗落下來。再引出來，賈母著惜春畫下是日光景。惜春的畫，在賈府 盛時

著筆，將敗時完工，原是寫真， 末卻成了留假。劉姥姥一語成讖，賈府的風光，

終果然只留在了一張薄薄的畫紙上，卻再走不入，也留不住。此外，当眾人移步

瀟湘館時，劉姥姥讓出石子鋪的甬道，自己卻走泥地，琥珀攔勸，她卻道： 

	

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那繡鞋，別沾了髒！	

82	

	

腳不沾泥是劉姥姥所見之表象，但將其深入討論其實卻呼應著大觀園中男女身體泥

水為質的整體隱喻。這種二分的隱喻中包含著強烈的生殖貶抑與對男性的肉身厭惡。

姑娘們的純美與其清白的處子之身是直接關聯的，與男性的交媾如水與泥的混合，

會使女子喪失無暇之質，如寶玉言「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

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83。而這種

「潔」的維持同樣體現在食慾的寡淡，妙玉茹素自不必談，黛玉亦有厭食的傾向，

「平素十頓只好吃五頓」（第 35 回），其他女兒們平日飲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但卻亦所食不多，四十一回劉姥姥亦曾點破「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

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84。 

曹雪芹著力描绘女兒精神之超越，故使其以花為魂，以香為體，欲突出其仙質。

而另一面，則又有意避諱、粉飾眾女兒正常的代謝需求及行為，削弱其俗性。因此

大觀園潔凈、芳香的信仰之下實際深藏關於臭穢的禁忌。而劉姥姥的到來，輕易打

                                            
81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12-613。 
82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13。 
83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20。 
84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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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園內禮的秩序、儀的規範以及關於臭的禁忌。 

作為農人，她的靈肉扎根土地，行止中帶著自然以至粗糲的俗氣，藉由排泄、

放屁等極端污穢的生理行為將由體物質、排泄物組合而成的臭的意象突兀地带至园

内。劉姥姥與大觀園的關係便如閱畫者與畫中人的關係，兩者本不屬於一個相同的

維度。大觀園內是隔絕的伊甸園，而其根基則構築於「另一個世界」——賈赦的舊

園和東府的會芳園的淫穢之上，園中之水亦與外界相連。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分離而

又交織成了一個封閉輪迴，人物的命運在其中流轉。而劉姥姥則是帶著第三個世界

的視角和體徵進入園中，俗的異化和常的倒置使劉姥姥成為丈量其它人物的重要參

照。隨之而生的臭亦成為對話大觀園整體和少女之香的象徵符號。 

《紅樓夢》中，臭與穢的意義是連貫的。劉姥姥隨生之臭，實與飲食密切相關。

其一便是其所沾染的酒食之氣。宴席之上，眾人同食同飲，獨姥姥一人惹得一身酒

食之氣，其中自然有姑娘們逗弄的緣故，卻也與其自身食量直接相關。較之姑娘們

的節食，劉姥姥則展現出充沛的食慾，飯過飽，飲酒至醉。極盡吞嚥之能，貪婪佳

餚之味。柯慶明在《境界的再生》一書中深入分析了劉姥姥的形象及行為與動物、

昆蟲的內在相似性85。借其說可知林黛玉以母蝗蟲比喻劉姥姥，除卻戲笑其如「蝗蟲

過境」般造成的失序與混亂外，重點更在其幾近本能的胡吃海塞和嚼食。食是生存

之計，劉姥姥的身上，有原始的生存本能，而這種需求（need）意動的轉化為慾望

（desire）的過程，折射出的是一種質樸的、旺盛的生命力。藉由馬洛斯（Abraham 

Harold Maslow）的需求層次論（need - hierarchy theory）86可以知道，需求在文明所

建構的理性地度量下存在著明確的高低之分，這也造成了賈府在自我認識上的高人

一等。且另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著上層建築，而能力則完善於需求之後。因此，

在兼需知識、審美的「行酒令」的過程中，劉姥姥機智的在規則內給出全然不合乎

                                            
85 柯慶明：《境界的再生》，（臺北：幼師出版社，1977 年），頁 388-294。 
86 馬斯洛在 1954 年出版的書中將人的需求分為五層，分別為：一、生理需要（the physiological needs）二、安

全需要（the safety needs）三、歸屬與愛的需要（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四、尊重的需要（the esteem needs）

五、自我實現的需要（the needs for self-actualization），又在 1970 年版中修訂為 7 個層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

要、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認知需要（cognitive needs）、審美需要（aesthetic needs）以及自我實現的需

要。各層有高低之分，前後之別，前四層為基本需求（basic needs），也稱匱乏性需求（deficiency needs），後者

則為成長需求（growth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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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審美的答案——莊稼人、毛毛蟲、蔥蒜、窩瓜是農耕日常所見，對於眾人卻是

陌生的，低級的，預料之內的愚笨和意料之外的機巧產生了滑稽效果，使眾人主觀

上無甚惡意的調笑著姥姥。 

較之莊稼人被食物擺佈日常與認知，大觀園內的眾人則是理想化的，精神化的。

超越的需求使其必須將自我從不潔的、穢臭的事與物中割裂出來，因其往往為引發

失序的根源。而食物與性所以成為其斥棄的對象，不僅在其於需求層面的卑賤性，

以及消化、交姌所必然引發的代謝所造成的不淨，更因為一旦肉體帶來的滿足感超

越精神，對於其所信仰的理想世界是毀滅性的，而代謝的另一種結果——成長與衰

老亦是這「伊甸園」中的禁忌。 

因此可以發現，賈府中的食物多是昂貴的，精美的，一道茄鲞的製作，就經過

七八輪複雜的工序，配菜的價值遠超主食，大量的時間、人力與物力的投入使菜品

精緻得如同藝術品，實際也極盡奢侈浪費。而大觀園中的眾女子飲食，似乎亦不過

是為了鑑賞其味，並不為了飽腹。就如同妙玉談喝茶一樣，「一杯為品，二杯即是解

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飲驢」87。因此往往是「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

不過是略動了幾樣」，或是「揀各人愛吃的一兩點就罷了」88。在這種飲食的文化中，

飽足是貪婪的，低賤的，失禮的，似乎不完滿的，消瘦的，清淡的才是美的，因此

聯繫到紅樓夢對女子容顏體態的審美也是纖弱的，不食人間煙火的模樣。 

諷刺的是，不管是食物被裝點的多精緻，或是以何種名義攝入，代謝的結果都

是一樣骯髒的屎尿屁臭。作者似不經意的不曾言及，使人產生一種本當無且不必有

的錯覺。而禁忌的產生與打破幾乎是同時的，即是劉姥姥以通瀉的形式使臭氣與穢

物出現於大觀園內。有的發生使無與寡的突兀得以被注意。劉姥姥的形象雖是粗俗

的，但其行為折射出的卻是常人健全的生理機能。而這園中人也本當有，卻被遮掩、

貶抑了。對此歐麗娟注意到，《紅樓夢》中有四段觸及到類似的生理排污現象，卻採

取的是看似無關緊要瑣碎而含蓄的描寫，隱而不顯地指涉了這一行為89。有但不可說

                                            
8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36。 
88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34。 
89 歐麗娟〈《紅樓夢》中的狂歡詩學——劉姥姥篇〉，頁 93。 

DOI:10.6814/THE.NCCU.CHI.004.2019.A08 



 102 

也不欲說似是一種文明的矯飾和內斂，卻也呼應了《紅樓夢》追求昇華過程中，精

神與肉體在價值上的絕對二分。而飲食、排泄加之性與生殖的掩抑，是階級、精神

超越性的重要表徵，另一面則又影射出這一理想世界的內在的缺陷。這是著落於現

實土壤的理想世界無法調節的矛盾，也是賈府走向悲劇的一個不可調和的原因。 

再者，從空間的角度，劉姥姥的屎屁亦具有指認與揭示的功能。小說中極俱戲

劇性的一幕便是劉姥姥在其將認做「玉皇寶殿」的省親別墅前突感腹內腸胃急躁，

「忙的拉著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裙子」90。驚得眾人急忙喝止，叫了婆子帶

其去東北角解手。此處的以諧戲莊與《西遊記》中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手指上撒尿相

似。玉皇寶殿在人的生理需求面前也要退而次之，象徵賈府權勢的省親別墅險些成

為鄉野村婦的便所，無知對於正典的褻瀆創造出狂歡化的喜劇效果。而實際余英時

也早已點明，省親別院的基址由寧府的會芳園和賈赦住的榮府舊園合成，直取二處

所拆牆垣樓閣為建材。這二處居所，卻正是《紅樓夢》中 齷齪不堪的個地方。劉

姥姥所遺的表面之臭指向的也恰是大觀園隱於諸芳下的深層之惡。 

而另一個被劉姥姥「酒屁臭氣」玷污的場所則是寶玉的房間。作者使醉酒的劉

姥姥一路從省親別墅東北角始沿石路而行，路過諸多樓臺房舍，偏偏卻醉倒在寶玉

房間，總似有所指涉，惜隱義太深，難以在文本中尋出映照旁證。故此處僅無証試

論之，若有荒謬過詮處，願為後者笑。此一處怡紅遭劫有兩處重點，其一即劉姥姥

遺臭；其二則是襲人以「三四把百合香」掩之。此處不妨稍借妙玉的價值，水杯沾

染了唾液，本來以水洗去即可，但妙玉不以為然，寧是要棄了這個杯子，是其以為

不潔一旦生成便已引發了質變，水可以洗去骯髒的形，卻洗不去骯髒的發生和「印

記」。依此理襲人之舉不過使臭藏於香之表下為人不覺而已。如脂硯齋所諷： 

	

此回櫳翠品茶，怡紅遇劫。蓋妙玉雖以清靜無為自守，而怪潔之癖未免有過，	

老嫗只污得一杯，見而勿用，豈似玉兄日享洪福，競至無以復加而不自知。	

故老嫗眠其床，臥其席，酒屁熏其屋，卻被襲人遮過，則仍用其床其席其屋。	

                                            
90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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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作者特為轉眼不知身後事寫來作戒，紈褲公子可不慎哉？91	

 

宝玉是《紅樓夢》價值框架的制定者和提出者，亦為眾芳芳主，其居所遭污蒙臭而

不自知，日日居於其中至無以附加，從這一詮釋角度，似乎又可以迴歸到前述所論

及之精神世界與現實的衝突，是進行了又一次的呼應了前旨，却也映照出宝玉處處

無可奈何的事與願違，此其一。 

其二是對賈寶玉行為的指認。寶玉是諸人物中相對混沌的角色，這種混沌既表

現為性別的混沌，也表現為行為、禀賦的混沌。俞平伯及謂寶玉「有情有淫」92，余

英時亦指其「情淫兼備，清濁兼資」93。而此謂之淫，非獨其夢中意淫，更指其與襲

人之雲雨。賈寶玉既與襲人與肉體之實，其事亦由襲人掩之，似也能與此處呼應。

雖然，俞平伯極力說明寶玉之淫，非皮膚濫淫，是因情所生，故有別於世俗之登徒

浪子，但這一對象既為襲人，怕也只應了寶玉的「情不情」。但也同因這一場肉體之

實反也證明寶玉其後能與園中的清净女子「各不相擾」，非出於其之性無能，而是其

情不願。恰是這樣的寶玉，構成了清濁兩個世界的接榫94。 

    劉姥姥的到來以表面之臭，揭示了大觀園這一理想世界的內在隱患，以及其根

植於污穢現實的外在危機。在這中間，精神與肉體的不可調和，理想與現實的不可

分割構成了文本內部難以化解的矛盾。冗積的問題無法被化解，只能藉由層層的美

化與遮掩塑造出美麗的假象，悲劇也在這美麗中早已被伏筆。而作為他者的劉姥姥，

註定不會參與到這一場悲歡，她是賈府一日的突兀丑角，也是紅樓一夢的中庸過客。

只是在文本與劉姥姥諸多相關的意象中，那些低賤的牛、驢、豬、蝗蟲、窩瓜、泥

土等等，卻同時也是強大的生殖力量的象徵，飽含著母性隐喻。因此也使劉姥姥

終得以母親的身份，代替王熙鳳將巧姐帶離了賈府的命運輪回，成就了死亡、出家

之外的另一種救贖。 

 

                                            
91（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岳仁輯校：《紅樓夢脂匯本》，頁 457。 
92 俞平伯：《脂硯齋紅樓夢輯評》，（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128。 
93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55。 
94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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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臭為裡：他者之恶 

    在《紅樓夢》的書寫特色中，香化女性與臭化男性幾乎是並存的。不同點在於

女性之香被身體化，作為實有的氣味與其各自的性格相互依襯，以此勾勒出獨樹一

幟的氣韻與美麗。而男性之臭則是籠統的，幾乎只貯存於象徵層面，其所影射的是

除卻寶玉之外，近乎臉譜化的男性群像所共有的特質，即由世俗之慾滋生的不潔之

惡。 

    以臭指涉世俗之功名外物並非《紅樓夢》所獨創，《世說新語》即有「官本是腐

臭……財本是糞土」之說，宋詩《東禪百韻》亦有「聲色等臭惡」一語。眾感官中，

見醜、聞臭、聽噪、食腐、觸痛/燙都會引發人的厭斥反應。而獨臭頻被用以指斥諸

惡，除卻其為物實有之性外，更在於氣味透諸表而能見其藏的功能。功名、酒、色、

財向為世所逐，其表甚華，害人卻不可謂不深。以臭形容，是由內至外對其價值的

解構和真實本質的揭露。 

《紅樓夢》中的賈府是以父權為核心的封建家庭單位。其家族的價值核心是儒

家精神和世俗價值的結合體。王軍指出，「賈寶玉的價值取向打破了賈家權力—價值

體系的延續性，增加了自由、純潔和愛等人性因素，從而脫離了家族價值結構。在

中國傳統的家族中，權力—價值體系主要集中於家族的男性身上，因此，賈寶玉脫

離家族價值結構，實際上造成了傳統既定秩序的斷裂，但是賈寶玉只是封建家族中

的一個另類，因此，傳統的斷裂只是暫時的，沒有危及其穩定性」95。但在宏觀層面，

敘事角度機制決定了作者與賈寶玉之間的等同關係96。以此討論作者或寶玉所謂男性

或有两重，其一是父權體制對女性的隔絕、壓抑以及利用，其二是則是男性個體的

品行不端。 

賈家的地位來源是祖輩福蔭，先祖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戰功赫赫，故得蒙

聖恩，子孫世襲官位。賈家後人卻多不濟世，至於賈珍、賈赦襲爵，二府已漸蕭索，

「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盡多，運籌謀畫者無一」97。但賈府內部的權力建構，仍然

                                            
95 王軍〈《紅樓夢》中的三種男性價值〉，《江淮論壇》，2004 年 3 月，頁 123-126。 
96 薛海燕〈《紅樓夢》女性觀與明清女性文化〉，《紅樓夢學刊》2000 年 2 月，頁 298-309。 
9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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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依據著父權制社會的原則及支配策略。趙炎秋〈《紅樓夢》中的性政治及建構〉

98一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他注意到賈家家族的權力建構主要依據性別、父系、

母系三大原則進行。在這三大原則下，男性與女性分工是明確的，有且僅有男性是

社會的參與者和管理者，並且可以參加到公共領域的事務中。女性縱有才情，也只

能囿居家門，充當男性從屬者或者輔助者的角色。父系的血緣關係決定賈府各人身

份尊卑與權力關係。而在母系原則下，妻大於妾，嫡大於庶。而性別壓迫真正的形

成不僅存在於父權的原則本身，更在維護這種權威的手段。支配者不再借助恐惧进

行统治，不採取暴力直接壓迫女性，而是通過文化的滲透和適當的妥協將女性的利

益納入家庭來維繫，從而獲得更普遍的支配。這中間包括建立利於男性的社會制度

和文化觀念，提供外在經濟保障和內在適度尊重，以及部分權力的讓渡。這種有限

的「償還」削弱了兩個性別間的落差感與對立性，在弱者的妥協中製造了近乎公平

的錯覺，這種軟性的文化統治以及女性自身對於家庭的情感需求，使女性潛移默化

的在觀念中形成父權的當然。許多女性甚至自覺的成為父權倫理的維護者，並且願

意犧牲自己作為家族間交換的「禮物」。 

這種父權的秩序呼喚的是一種結構的穩定，因此掌權者並不憂慮男性家族成員

的荒淫、奢侈、平庸，而更忌憚父權價值及制度的質疑者、反叛者和超越者。性別

上的越分逾矩是堅決不被允許的，愛情不能凌駕於穩定的婚姻之上，故才情不及賢

惠，高潔不如乖順；性別的職能不能顛倒，故寧屈女子之能於後院，仍教庸主掌事；

性別與階級的邊界不能模糊，故能使子弟強取豪奪，縱淫馳慾，不容寶玉痴情從心，

與男子、婢女平等相交，與黛玉隨意相 。 

一旦上述情況發生，維護父系制度的家長們便顯露出嚴苛的一面，或採取強制

的手段遏止、破壞，或施以严厉的惩罚，從而暴露出其霸道、壓抑的實質。大觀園

的美是紛呈的，只是這種美卻建立在隔絕、停滯的基礎之上，一旦與現實的屏障被

時間打破，純潔、自覺的靈魂在強勢的父權文化語境和權力關係中只能不由自主地

被主宰和侵吞，似是命運的人為是一切悲劇的源頭，所有美麗共同的破碎聲是理想

                                            
98 趙炎秋〈《紅樓夢》中的性政治及建構〉，《湘潭大學學報》，2015 年 7 月，頁 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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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搶地的尾音。因此在小說的隱喻中，造成一切玉殞香消的父權體質之內核如何

能不是臭的？ 

反觀《紅樓夢》中的男性個體，除卻僧道之外，可見的有以下三類：一好皮膚

濫淫，二鍾經濟仕途，三則風流重情。此三者，分別代表了負面道德、儒家正統和

逍遙自任三種不同的男性價值。前二者的追名逐慾，被寶玉視作稟賦之濁，故以泥、

以臭輕之，三種價值的衝突和對立構成了家庭成員間的核心矛盾，而其各自的內部

缺陷又將悲劇轉嫁給了女性，共同造成了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結局。 

秦可卿的判詞道：「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榮出，造釁

開端實在寧」99。《紅樓夢》中，屬東邊的寧國府與榮國府賈赦一支的男性淫行 多。

以寧府一面而言，第七回焦大酒後哭太爺，說的是「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

來！每日家偷狗戲鷄，爬灰的爬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100。柳湘蓮也曾道，「你

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凈」101。賈珍因避下

人口舌送走賈薔，惜春要避嫌隙杜絕寧國府。種種都跡象表明，寧府不但淫亂，且

人盡皆知。賈赦一邊也未嘗稍好一些。賈赦本是榮國府長輩，按說不應妄議，但其

品性實在不端，本就有一妻數妾不說，又想強納鴛鴦，襲人即評價他道，「這個大老

爺太好色了，略平頭正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102。 

而其父子同樣，賈璉之淫行，又是全書刻畫 深。鳳姐、瓶兒之外，賈璉又淫

多姑娘、秋桐、尤二姐等人。縱觀紅樓，曹雪芹寫性含蓄，偏於賈璉處用筆頗為露

骨。小說開篇便借空空道人所想，申其「絕無傷時誨淫之病」，此乃正話反說。但曹

公又實無杜淫之意，據警幻言可知：淫雖一質，人分二種，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巫山之會、雲雨之歡本無過，過在「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之美女供

我片時之趣興」103。意淫者，悅眾色以情而止於意內，此情人賞物之心，故不必強加

諸他人；肉體之淫則為二人之事，缺一不可，情既相逢，猶有綱常為限。何況這淫

                                            
99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8。 
100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33。 
101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040。 
102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708。 
103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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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常為一人之念。求之不得，便動輒恃強襲人。求既得之，則時又淫之不顧，再淫

她人，偏是受害者還要兩相猜忌，相互加害，引致無窮禍患。是故正本八十回加之

高鶚所續後四十回便有賈珍亂倫，羞死了可卿；賈赦好色，烈死了鴛鴦；薛蟠濫情，

逼死了馮淵，虐慘了香菱，妒死了金桂；賈璉風流，鬱死了尤二姐……一時多少條

性命。 

男性慾望轉化為行動過程中生成了各式的惡，受害的卻多為女子。這個過程中

男性雖也受到法律的一時加責，針對的卻也不過是打死馮淵的命案，並且此事 終

還是得了皇上念及舊情的大赦，其餘淫債竟皆不了了之。而女性在綱常的壓力下，

為了維護名節或償贖淫亂卻惟有一死，這種必然的不平等是由其所處的單一的父權

語境決定的。這些男性的耽溺肉體之惡與大觀園內以情為核心追求昇華與潔凈的力

量構成了相反的價值，雖然在前八十回兩者並無直接的侵擾，但卻為「不忍卒讀」

104的此後文字埋下了隱憂。周汝昌即判斷，「後半部分人物的原來身份地位都發生『大

顛倒』現象」105，而這種顛倒怕是逃不過「终陷泥淖中」的清濁交匯，故高鶚之續雖

為人詬病處不少，在這一層面尚是合乎邏輯的。 

而男子中的另一類型，則是受到儒學價值熏陶的賈政、賈代儒等人。自古功名

是儒生價值實現的必經之路，小說以有無積極科舉之心為界，勾勒出幾個儒生形象，

又賦予其儒家綱常中重要位置，從而使其知行構成參照。儒家三綱有「君臣、父子、

夫妇」，師又列天、地、君、親之後，除帝王文章有意避諱故較少正面描寫，其餘諸

位則皆有涉及，且對其形象筆鑿甚深也。其中賈政、賈雨村、林如海皆為人臣，賈

政為人父為人夫亦為人子，林如海為黛玉之父，賈蘭為賈珠之子，賈政長孫，賈代

儒則為人師。這中間除卻賈雨村急功近利、徇私舞弊，上負皇恩，下欺黎民，坐實

了寶玉口中的祿蠹，其餘竟難得的都是正直之人。作者於林如海著墨較少，故不知

其官風，但見其將黛玉視作掌上明珠且有意使其識字，卻能推知其为父之慈。賈政

更是人如其名，為臣忠直，為官清肅，為子孝敬，第二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的時候

                                            
104 見《紅樓夢》四十二回眉批道：「獄廟相逢之日，始知「遇難成祥」、「逢凶化吉」，實伏線於千里。哀哉傷哉!

此後文字，不忍卒讀。辛卯冬日。」見（清）曹雪芹著，脂硯齋評，岳仁輯校：《紅樓夢脂匯本》，（湖南：嶽麓），

2001 年，頁 467。 
105 周汝昌《〈紅樓夢〉及曹雪芹有關文物敘錄一束》，《文物》，（1973 年第二期），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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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道其「自幼酷喜讀書，為人端方正直」，不與人同。賈代儒是塾中老儒，作者雖未

交代其學名，但據明清世情，塾師多是「由生員、童生、致仕的官員及貢、監生為

主體，其他人士為補充的構成複雜的社會群體」106，賈政既謂其「學問中平」，則為

生員、童生概率較高。賈代儒作為老師教授八股，雖是個迂闊學究，卻也帶出了寶

玉、賈蘭兩個舉人。另一方面賈代儒其對孫子賈瑞的管教實不可不謂嚴格盡心，其

效却甚惨，加之其「早年丧父，中年丧子，晚年丧孙」的命運更為人物蒙上了一層

悲劇的陰影。 

但正是這些人對於本分幾近迂直的恪守，催折了園中萌動的青春、愛情和活力。

僵化的儒教對現實價值的追求和對成人性格的培育，使童真、浪漫尤顯贅餘，從而

成為父教、師教過程中不惜強行剔除的對象。這一點在賈政教科書的選用上只重四

書而棄《詩經》也有所體現。 

李澤厚在談及儒家的雙層結構時，將儒家分為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他認為儒

學重要的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及理性、理智與情感的交融、貫通、

統一，前者構成了儒學所建造的中國文化心理結構的重要特徵107。而賈政、賈代儒所

堅守的儒學，不過是織經編緯約束成的重重綱常，將人性網羅、壓抑在由政治需要

所確立的典範之下。在這種價值中，儒學是管理者治人的工具，學儒是普通人加官

晉爵的階梯。「有用」、「成才」成為確立男性價值的唯一標準。而賈寶玉反感的從來

不是仁義孝慈這些儒家欲揚之性，而是熱衷名教、功利，欲立不朽的表層儒學的虛

偽性，又或者說，他憎恨的不過是這刻板的價值掌握著所有話語的權力，卻容不下

消極，容不下自由與美麗，容不下他的一條退路。因此賈寶玉的悲情是必然的，他

就像被困在白晝的酒神，違心的任由家長擺布，和園中的眾女子用情與詩狂歡，人

散詩盡之後，清虛空門是其死亡之外僅有的出路。 

較之寶玉的叛逆，賈蘭的遵從是更加真實、更加普遍的悲劇。王軍注意到，《紅

樓夢》裡賈蘭為數不多的幾次出場都具有「重復性」，即在相似的場景中做「價值同

類性」的事情。且其始終「保持著性格、行為的一致，顯示了成熟、理智的心理世

                                            
106 滕志妍《明清塾師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教育史所碩士學位論文，2006 年 5 月），頁 II。 
107 李澤厚《波齊新說》，（香港：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9 年），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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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賈蘭是賈府的長孫，但他卻是作為賈珠象徵性的延續存在的，王軍提出「賈珠

通過賈蘭的『在場』而存在，賈蘭通過賈珠的『在場』而成型。在這個同構關係中，

賈蘭的人格和價值角色，完全符合家族價值共同體中理想的『長子』的位置」108。也

就是說，賈蘭為了實現作為封建家庭繼承者的義務，將自己活成了一種價值的影子。

他不爭榮寵，甘心被遺忘，以讀書建構自尊，以中舉實現李紈的期待從而完成孝。  

在賈蘭的身上幾乎是看不見孩童的稚氣的。即使是拿了弓兒玩耍，被寶玉撞見

了卻只說是在「演习骑射」，這恰反映出賈蘭的懂事是建立在對天性隱忍和壓抑的。

更可悲的是，賈蘭是禮教的受害者，但若非其早逝，其必然也會成為禮教的加害者，

陳腐的禮教滋生出一種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使任何剝削和迫害都被合

理化，即使其所針對的人是妻子、兒女，甚至是自己。正如漢娜·阿倫特所說：「惡來

源于思維的缺失，當思維墮落於惡的深淵，試圖檢驗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則時，總會

一無所獲。惡泯滅了思維，這就是惡的平庸性」109。 

以上兩種男性之惡一是根植於性的放縱濫淫，一是根植於思維的刻板腐朽，两

者同是阻滞自由、爱情的消极力量。因此在寶玉任「性」恣「情」的視角下，其無

疑都屬於價值的他者。以賈寶玉為代表的反抗力量雖然一再試圖從精神的角度捍衛

自己及女性個體的自主性，對男性本體及其信仰的價值提出置疑，但其自身終究也

只是整體秩序中的一個環節，通過本身擁有極高的世俗權力或主動與世俗權力完全

切割，少數自覺的男性或可勉強成全一己之超越或自由，卻絕無可能顛覆體制或使

女性的身體和命運得到絕對的自主。 

而貫穿整個《紅樓夢》 強烈的悲劇意識，恰是箇中女子越是才情美貌卓絕，

性情孤傲剛烈，在情與命面前就越顯得不由自主和身不由己，直至身死、或被男性

的價值同化。而臭字在象徵層面的重要性其一，便是氣味對記憶的喚醒，紅樓夢的

臭雖然是藉由文字表達的，但層積於氣味中的威脅、死亡、令人生厭的等印象與男

性之惡所呈現出的內在樣貌相吻合，因此兩者之間可以構成一種等位的通感比附。 

更重要的是，臭與香是作為伴隨概念出現的，作者在香臭的對比中首先明確了

                                            
108 王軍〈《紅樓夢》中的三種男性價值〉，頁 123-126。 
109 （美）漢娜·阿倫特著，安尼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江蘇：译林出版社，2017 年 1 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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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小說價值基調和傾向。而隨著小說情節的展開，氣味的描寫散落在角色、物件、

空間甚至命名之上，這首先構成的是點的意義，即氣味作為符號賦予對象或行為的

特殊「印記」。其次是面的，當氣味的線索在小說的發展脈絡中被串聯，實際構成了

一條隨動的支線，象徵化的氣味被實有的香臭所印證和指認，兩種氣味之間的顯隱

伏筆了人物命運的起落。而這其中香的在場雖然遠多於臭，伏於其中的他者之惡卻

是導致香銷之因。 

在古代社會中，女香男臭的形容非曹雪芹所獨創，甚至以氣味影射精神和現實

的兩種價值的思維觀念也早已形成，但在古典小說這一文體中，這麽鮮明的架構出

完整的氣味線索從而與小說的整個情節呼應，《紅樓夢》之外實不多見。《金瓶梅》

雖也是少數能夠大量運用氣味描寫建構人物和情景的文本，但在整體象徵的角度卻

是不如前者的。 

 

第三節	命名與罵詈	

對於《金瓶梅》與《紅樓夢》的命名110與罵詈111，前人俱有獨立的討論，但出於

研究角度的差異，鮮少有人試圖將這兩個問題放在一個主題下加以考察。確實，從

話語的動機和內容來看，命名與罵詈幾乎恰好是截然相反的行為，前者所蘊含的正

                                            
110

《金瓶梅》的命名研究多啓發於張竹坡〈金瓶梅寓意說〉，以此為基礎論證、刊謬，可見的有程國賦：〈元明清

小說命名研究的世紀考察〉（《社會研究》2014 年 7 月，頁 75-185）、梁欣芸〈從〈金瓶梅〉命名看龐春梅 一由

百回敘事探討之〉（《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2003 年 5 月，頁 67-79）、吳蔚君在討論《紅樓夢》命名的過程

中，也對金瓶梅的人物命名特色進行了詳細分析；《紅樓夢》則有翟勝健《紅樓夢人物姓名之謎》（翟勝健：《紅

樓夢人物姓名之謎》臺北：學海出版社，2003 年。）、林方直《紅樓夢符號解讀》（林方直：《紅樓夢符號解讀》

(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6 年）、鄧進：《紅樓夢女性命名研究》(重慶：西南大學高校教師碩士學位

論文，2009 年)、吳蔚君《〈紅樓夢〉人物命名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年）等。 
111 《金瓶梅》的詈罵研究可見申家修〈《金瓶梅》中的詈言罵語研究〉（天津大學文法學碩士論文，2014 年）、

潘攀：〈《金瓶梅》罵語的藝術功能〉，《漢江學術》（1997 年第 2 期）頁 22-27、傅憎享：〈論《金瓶梅》的罵語與

罵俗〉《學術交流》（1990 年第 2 期）頁 135-141 等，《紅樓夢》則有王琴：《〈紅樓夢〉罵詈語研究》（西南大學

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 年）、張平：《〈紅樓夢〉中罵詈言語行為的研究》，（廣西師範大學漢語語用學碩士論文，

2005 年）、張傑：《《紅樓夢》王熙鳳罵詈言語行為的語用研究》（曲阜師範大學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2013 年）、

劉福根〈《紅樓夢詈語使用分析》〉《浙江教育學院學報》，（2007 年 9 月）頁 45-52 等；譯本視域下則有李蕊：〈《紅

樓夢》中罵詈語的英譯策略分析——以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為視角 〉《西南石油大學學報》（2017 年第 19

卷），頁 99-104）等，這類研究主要討論了詈罵的類型，從語言、語用的角度考察話語模式和語用功能，從文學、

修辭、美學角度探討藝術特性，從文化、心理角度分析其所展現出的文化蘊含，以及從語用學角度考察詈罵的

使用策略，也有討論不同譯本詈罵語的翻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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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期許與後者所帶有的貶抑及攻擊性相互矛盾。但若將二者各自視為一個獨立的集

合，可以發現命名與罵詈語中的罵詈性稱呼語交集於一個核心的問題，即主體視角

下，客體是誰/什麼（Who/What Are You）。名與罵的本質都回到加諸於人身上的符

號，前者是以名期實，後者則是因事辱名。 

而此節關注的便是兩點，即小說如何以香為名，以及如何以臭為對象考察罵的

形式和內涵。在前人豐碩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發現，小說視域下命名研究大多關注典

型，即作者是如何藉助同名、諧音、雙關、典故（詩詞、古籍）在主要及特殊人物

之命名處刻意設下伏筆和寓意，而本文此處以氣味意識切入文本主要關注的卻是無

關緊要之小人物。《紅樓夢》第二回即謂「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不

似別人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豔字」112。在《紅樓夢》的整體構景

中，春、紅、香、玉所構成的意象分明都是美的，為何落於名字就顯得俗艷，而偏

由香衍生出的香花香草之名卻又是清韻雅緻的，雅俗之間的標準如何確定，這一標

準在不同文本之間又有何不同？再者從象徵層面來看，香所涉及的向來是接納的環

節，那麽為何字面上直接以香為名卻受到貶抑和否定？上皆本文所存疑。故以香及

含香之名為對象，佐《金瓶梅》對比論之。相應的，臭既時常作為他性的符號，探

討其在罵詈中如何被應用，以及其本身與罵這一行為的內在關係也是本文的興趣所

在。 

一、香之於名	

前文述及香在文化及文學中層積出的昇華性是其在《紅樓夢》象徵層面產生重

要作用的基礎。而這一點在《紅樓夢》的人物命名上似乎卻難以成立，賈雨村便曾

點破以春、紅、香、玉等字為名過豔。相同的例子於琴、棋、書、畫處亦可見，脂

硯齋兩謂其俗，卻以曹雪芹於其上添一虛字，構成抱琴、司棋、待書、入畫，便顯

新雅113，可作為俗中不俗處114。 

                                            
112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3。 
113 語出脂硯齋：「琴、棋、書、畫四字 俗，上添一虛字則覺新雅。」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

校增訂本》，頁 165。 
114 語出脂硯齋：「賈家四釵之環，暗以琴棋書畫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卻是俗中不俗處。」陳慶浩(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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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之別，卻成雅俗之異。吳蔚君在討論此例時便舉《金瓶梅》中西門慶手下

「琴童兒、 棋童兒、書童兒、畫童兒」四個侍從之名，也謂其俗，不如紅樓夢雅緻，

且與「西門慶這酒色財氣四全之徒全不相襯」，並就此認為《紅樓夢》人物命名雖受

《金瓶梅》啓發，卻青出於藍，更加貼切115。 

本文以吳君觀點甚佳，結論卻失妥。僅此姓名之例中，《金瓶梅》以俗對俗，《紅

樓夢》則以雅對雅，各得其妙，實無高下之分（紅樓夢之雙關、用諧則做他話）。尤

其所舉西門慶欲雅不雅處，正著西門慶作為暴發戶的「文化死穴」，襯托出其富而欲

求體面，因此有心附庸風雅，模擬文人名物，卻「畫虎不成」的尷尬處境。四藝之

例呈現出是添一字而別雅俗，但在取香為義的命名時，形式變化基於前者的基礎還

有更多技法，如義近互化，質同相替，由物衍義等。《金瓶梅》以通俗遍呈世情，《紅

樓夢》以詩化層出意境。兩者在人物命名的過程中大量取用了香的意涵，在呈現上

卻差別甚殊。故本文應用拙法：取諸姓名、別類相較，以探《红楼梦》如何避俗取

雅，所列圖表如下： 

 
表格	1《金瓶梅》、《紅樓夢》含「香」及「香」義姓名統計表	

 類

別 

《金瓶梅》 《紅樓夢》 

名字 身份 名字 身份 其他 

本 以

香

為

名 

鄭愛香兒 粉頭 香菱 薛蟠妾 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靜

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

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 

春香 王六兒婢 沁香 沙彌 

蘭香 孟玉樓婢 香憐 蟠同窗 

惠香 來興兒妻 蕙香 寶玉婢 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

比這些花兒？沒的玷辱了好名

好姓的！ 

齊香兒 齊家丫頭   

梅香 詞曲中婢   

化 芳   芳官 紅樓十二官  

  賈芳 賈府草輩 男 

                                            
《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增訂本》，頁 164。 
115 吳蔚君《〈紅樓夢〉人物命名研究》（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文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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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芳 理國公孫 男 

芬   賈芬 賈府草輩 男 

變 花 翠花 春梅婢 文花 賈珍優伶  

蘭花 1 春梅婢 蓮花兒 迎春婢  

蘭花 2 月娘舅母婢    

桃花兒 郑家婢    

荷花 孫二娘婢    

菊 秋菊 金蓮婢   詠菊詩 

芙

蓉 

芙蓉 林氏婢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海

棠 

海棠 春梅婢   海棠詩；只恐夜深花睡去/史湘

雲 

荷 荷花 孙二娘婢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

傷 

桃

花 

桃花兒 郑家婢   桃花詩； 

梅 龐春梅 潘金蓮婢   詠梅詩；紅梅=妙玉；老梅=李

紈； 

梅花-潔白清香 玉見釵思黛 

梅香 詞曲中婢   

蘭 蘭香 孟玉樓婢 衛若蘭 王孙公子 秦可卿配圖、判词 

妙玉曲 

蘅蕪苑題對 

宝玉「蕙香蘭氣」說 

蘭花 1 春梅婢 賈蘭 李紈子 

蘭花 2 月娘舅母婢   

蔣玉蘭 蔣門神妹   

趙友蘭 官員   

桂 李桂姐 李三媽女 夏金桂 薛蟠妻 賞桂詩 

李桂卿 李三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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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   嬌杏 賈雨村妻  

  文杏 寶釵婢  

  杏奴 柳湘蓮奴  

蓮 潘金蓮 西門慶妾 甄英蓮 甄士隱女 （寶誇黛）亭亭玉樹臨風立，冉

冉香蓮帶露開 宋惠蓮 来旺兒妻 蓮花兒 迎春丫頭 

白玉蓮 張大戶婢 柳湘蓮 寶玉友  

蕊   蕊官 紅樓十二官  

衍 麝   麝月 寶玉婢 香飘兰麝 

檀   檀雲 寶玉婢 味若檀麝 

草 秦玉芝 娼門 艾官 紅樓十二官 彼采艾兮 一日不見 如三歲兮 

蔣文蕙 醫師 葵官 紅樓十二官 六月食鬱及薁 七月亨葵及菽 

  菂官 紅樓十二官  

  藕官 紅樓十二官  

  賈蘭 賈府草辈 扈江離與辟芷兮 紉秋蘭以為佩 

  賈蘅 賈府草辈 畦留夷與揭車兮 雜杜衡與芳芷 

  賈菌 賈府草辈 雜申椒與菌桂兮 豈維紉夫蕙茝 

  賈菱 賈府草辈 涉江採菱 發揚荷些  

  賈萍 賈府草辈 竊哀兮浮萍，泛淫兮無根。 

  賈薔 賈府草辈 水晶簾動微風起 滿架薔薇一院

香 

  賈芹 賈府草辈 觱沸檻泉 言採其芹 

  賈蓉 賈府草辈 採薜荔兮水中 搴芙蓉兮木末  

  賈荇 賈府草辈 參差荇菜 左右採之。 

  賈芸 賈府草辈 苕之華 芸其黃矣 

  賈藻 賈府草辈 於以採藻 於彼行潦。 

  賈藍 賈府草辈 終朝採藍 不盈一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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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菖 賈府草辈 試破泥頭開煮酒 菖蒲香細蠟花

肥 

  賈芝 賈府草辈 北飲兮飛泉 南採兮芝英 

  賈蓁 賈府草辈 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 

  穆蒔 东安郡王  

 

據表可知，無論是在《金瓶梅》還是《紅樓夢》中，以香、花為名者多為婢女、

優伶，或是平民女子。賈府之中，莫論小姐、太太，即使是使喚的丫頭也鮮少直接

稱之以香或花。偶見一婢女名曰蕙香（原名芸香，襲人改芸為蕙），也被寶玉特地指

出以香為名的不妥，嗔斥道：「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兒？沒的玷

辱了好名好姓的」116。寶玉之言指出的是人不配花、質不配香的名實落差。而《金瓶

梅》中鄭愛香兒、春香、蘭香、惠香等皆以香稱，翠花、桃花、荷花、蘭花都以花

名，反應出的恰是世俗身份低微女子命名的常態。名實不符而人人用之，故謂之俗。

既俗已成常，故賈府少用或不用也在情理之中了。 

語言的陌生化是詩意生成的重要元素。如同用香字，主體、側重不同也能生出

意境的高低。以香菱而言，菱花微末，非富貴愿賞之花，此其不（能）與群同。偏

偏其香清澈，有微而不自賤之意，故以香飾菱能貴其卑，反有知情之美，這也是夏

金桂後來因妒奪其名中香字命之為秋菱的重要原因。梅、蘭雖亦高潔，直接點破其

香卻失其韻味，而其餘名香者或言義過白而失其委婉，或隨手拈來而落於尋常，因

此香菱於眾俗中反倒有一絲清味。再如同表香義，芬、芳便較香更加書面、委婉。 

另外，兩文中都嘗用「兰麝馥郁」、「味若檀麝」等詞彙來表示香氣。其中蘭、

檀、麝皆為香料，因此都可以衍出香的意涵，但以檀、麝入實名不多見，故即使是

與雲、月這一通俗意象搭配，亦能生出一些新雅。故見寶玉丫鬟喚作檀雲、麝月不

知比香雲、蘭月高出幾分。且兩個名字之間名詞對等、音義和諧，如同詩中擷取。

若妄試調換，改為麝雲、檀月雖亦能稱雅，但前者難免聱牙，後者則與佛教稱呼「檀

                                            
11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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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同音，故用之欠妥。 

同理，對於音、意的關聯與避重也是《紅樓夢》在取名過程中非常重要的技巧。

香與花相生相隨，且意義相涉，因此以花為名也含香義。而在這一基礎之上又衍出

以具體的花種作為名字，如蘭、荷、菊、桂、海棠等，這類命名在《金瓶梅》中常

見，而在《紅樓夢》中有卻不多。 

「不多」的原因大抵有二，其一是避俗，其理大抵同前，故不贅述。其二則是

避重。《紅樓夢》中，寶玉及眾女子所作的詠花詩詞極多，大有托物言志之意，芙蓉、

海棠、桃花、梅花、菊花、桂花都曾為眾人吟誦的對象，蓮、杏則無，使無關的人

名不重於詩，既避免了詩的錯誤代入影響了人物的解讀，也杜絕了人花相重破壞了

詩的意境。再者，《紅樓夢》中多以人花互喻，雖在修辭上非一人一花的絕對對應，

但大抵也分主次，如芙蓉之於黛玉，牡丹之於寶釵，海棠之於湘雲，紅梅之於妙玉，

使婢女之名不同於花，也是为了而喧賓奪主。 

而《紅樓夢》女性中為數不多的「有」以花種為名者，除卻迎春房中丫頭蓮花

兒和以杏為名的嬌杏、文杏、杏奴外，便剩英蓮、金桂二人。小說理論家米克‧巴

爾指出：「（人物的）名字也可以是有目的的（motivated），可以與人物的某些特徵發

生關聯」117。甄英蓮與夏金桂之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紅樓夢》中大量使用諧音雙

關，即以音聯意，甄英蓮音同「真應憐」，是香菱未被拐賣前的本名，而這一名字卻

照出香菱一生坎坷無依118。正應其判詞道：「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

從兩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鄉」119。寶玉於十二金釵副冊香菱一頁見到圖是：「一

株桂花，下面有一方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120，桂凌於蓮上，應驗了金桂

對其的多番欺凌，至其衰朽，故夏金桂之名實是以物聯命，也是早已注定的。《紅樓

夢》的絕妙處是其在象徵層面的處處相聯，環環相扣，故英蓮、金桂雖不是什麼脫

俗的名字，但倘將其放置於人物命運中和與象徵關聯下，卻極耐人尋味，奇妙無窮。 

                                            
117 米克‧巴爾(Mieke Bal)：《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頁 145。 
118 香菱為鄉宦甄士隱之女，於元宵節與家人走散，被拐賣於馮淵，人販貪財，又將其賣於賈蟠，賈蟠為奪香菱

打死馮淵，強納香菱為妾，卻待其不善，後娶金桂為正房，妻不容妾，金桂對香菱更是處處刁難欺辱，高鶚續

書中，香菱因金桂之死被扶正，誕下孩子後難產而死。 
119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6。 
120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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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香草衍生出香之義也是《紅樓夢》在命名時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賈府男

性取名都從「譜名」，譜名中的譜字表明了其在同姓族人中的輩分地位。《紅樓夢》

中可見的有賈府五代人的譜名：以原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源為代表的水字輩，以

賈代儒、賈代化、賈代修、賈代善為代表的代字輩，以賈敬、賈赦、賈政、賈敏的

文字輩，以寶玉121、賈珍、賈璉、賈環、賈瑞為代表的玉字輩，以及以賈蘭、賈薔、

賈蘅、賈芸為代表的草字輩。「譜字」本身也回應著相應輩分群體的整體特徵，映照

出賈府世代更替中的發展趨勢和主要基調122。雖然以草為輩從根本上映照出的是賈

府的衰落，但就個體而言，名字本身仍然蘊含著美好的內涵。寶玉在大觀園試才一

回便展現出對於香草的認識，他道： 

 

這眾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	

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䔲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是	

青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麼藿納薑彙的，也	

有叫作什麼綸組紫絳的；還有什麼石帆、清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沖	

《吳都賦》；又有叫作什麼綠荑的，還有什麼丹椒、蘼蕪、風蓮－－見於《蜀	

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的。	

123	

 

賈府男性以草頭構擬出來的名中多為含香異草，尋常人見之雖不能辨，《詩經》、《楚

辭》卻詳錄其類，或用以比高風亮節，或以配美人君子。在風、騷的影響下，異草

                                            
121 小說多次暗示寶玉為小名，第三回黛玉初次提及寶玉，就道：「在家時亦曾聽見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

歲，小名就喚寶玉」，十六回秦鍾介紹寶玉時也說：「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的孫子，小名寶玉」，五十二回麝月

的話是更直接的證據：「就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

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著，叫萬人叫去，為的是好養活。」雖小說未曾直言寶玉本名，依理必從玉部字。 
122 吳蔚君結合其他學者研究成果指出，水輩演、源兩名含有水流之源之意，表明其為賈府創業始祖（倪春元、

徐乃為：〈《紅樓夢》人物姓名的語言藝術〉，《南通師專學報》第 10 卷第 3 期，1994 年 9 月，頁 43-44。）代則

為承襲祖先，開啟後代，具有傳承家業之義，化善修儒皆為其欲傳之風（賀岩：〈淺析《紅樓夢》人物姓名的寓

意〉，《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2005 年 11 月，頁 155。）文則表由武功入文治，也有詩禮傳家之意；玉

部既表錦衣玉食的富貴，卻因此催生紈袴習氣，是享樂腐朽的一代，而勢敗之跡也因此顯露，草部則「隱喻草

芥平民，由貴而賤，由盛而微，賈氏由此一代徹底敗落。」參見吳蔚君《〈紅樓夢〉人物命名研究》，頁 82。 
123（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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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作為風雅之物，為雅士騷人所好。少數風、騷未能言及者，如薔、菖等，歷來詩

歌亦稱頌極多，如杜甫詩〈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中有「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

香」，鄭剛中詩〈寒食杂兴（其一）〉中亦有「試破泥頭開煮酒，菖蒲香細蠟花肥」

等句。較之花的通俗易赏，與常識的斷層和經典的形塑都抬高了識草鑑香的文化門

檻，且比之以香花為名的艷俏，以異草為名則多了一些清雅平淡，故男性可用。紅

樓十二官中菂官、藕官、蕊官、茄官、芳官、葵官、豆官、艾官雖也從草為稱呼124，

然茄、豆、葵（冬莧菜）為蔬菜，藕、菂為蓮之根莖、果實，蕊為花心，故實非同

類，艾雖然也為香草，但因其與官這一指向職能而非實義的詞125連成稱呼因此也不

能成其雅。 

    以香為參照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在《金瓶梅》的人物命名中，主僕的姓名雖尚

能辨其差異卻不似《紅樓夢》般雅俗分明，作為主子的潘金蓮與龐春梅都曾作為他

人使女，並在出嫁後沿用了本名。這點首先反映出的是《金瓶梅》的權力結構中上

下關係的無序性，主僕之間沒有絕對不可跨越的階級，男性可以因為富而貴，女性

可以通過性完成身份的超越。而普遍的反映於命名的通俗性和市井氣息也影射出商

人以財富積累完成社會身份的轉變過程中深層的文化空虛和焦慮。 

而《紅樓夢》從命名即顯示出階級結構的分明和文化層次的差異。主僕之間、

賈府內外以及寶玉、眾姝和賈府他人對於侍從、婢女的命名都回應著各自的身份及

志趣。在以香氣為基礎的命名中可以發現，姓名由俗及雅的過程是近乎詩化的加工，

如果將「芳名」視為一種人皆可有的主觀願望，文學的表現形式則建構出了審美的

梯次。在求諸一義的基礎之上，作者針對文字的表現形式及組合方式進行形變，藉

助陌生化、疏離化、象徵化以及取字於典等多重手法煉俗為雅，從而形成人、名在

現實和象徵層面的一一相配。從宏觀角度來看，命名的求雅回應著的是命名者揚顯

超越性的內在需求，而字面的以香、花為名在應用層面的泛滥造成其因常而俗，因

俗而賤，成為下層階級的身份符號，因此導致以香命名卻意在呈現客體他者身份的

                                            
124 據紅樓夢十七回可知，十二官為賈薔從姑蘇採買，非為一家，稱呼也為後人所改，非為本名。 
125 此處的官並非通常表義的字，因此不能據字面意思理解為「官員」，而是具體的指向優伶的職業。古称在朝供

职的伶人乐官為伶官，此處的官即表伶，故十二官即十二伶，因為優伶的職業在時人眼中是低賤的，以官稱其

名雖然有主觀上的褒義，但因其與職業的關聯暴露出階級和身份，並且缺乏正式性，因此難以稱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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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二、臭之於罵	 	

    認知語言學認為，人類對於抽象概念的表達需要藉助隱喻。Lakoff（1980）把隱

喻定義為從一個具體語域「始源域」(source domain) 向一個抽象語域「目的域」(target 

domain) 的映射 (mapping)126，阮文侠（NguyễnVăn Hiệp）認為，可以將用以描述身

體感的感知類詞彙視作表達其他目的域特徵的始源域127。因此在語用中時常可以觀

察到感知類詞彙被用以描繪某種感覺或程度。漢語在對於名的描述上常用香臭，在

罵詈的程度和結果的表達上也都存在用臭這一嗅覺詞語進行映射，如臭罵或罵臭。 

臭罵一般表示言語者態度的嚴厲，詞義上接近痛批，在罵的性質上也多以斥責

為主，《紅樓夢》大觀園試才賈政斥寶玉：「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

得幾首熟詩，也敢在老先生們跟前賣弄！你方才那些胡說的，不過是試你的清濁，

取笑而已，你就認真了？」128此句便可稱臭罵，賈政語中用到了畜生這一辱詞，更加

重了語氣，但侮辱性罵詈詞往往只是構成臭罵的充分不必要條件。 

    就罵臭而言，臭代表了一種狀態，象徵著罵語對於名的價值解構。廣義上以穢

言惡語加諸人的罵詈稱呼通常具有現時性，即只在言語當下對於指稱對象加以污名

化。構成罵臭的持續性條件是罵意（價值）的傳遞，以致對某人的辱罵在集體中達

成共識。田惠剛將人際稱謂系統分為五類，包括親屬稱謂系統、社會稱謂系統、姓

名稱謂系統、指代稱謂系統以及禮貌稱謂系統129，每一個系統的称谓都可以附加侮

辱性，從而成為罵詈行為中的稱呼語130。施罵者在稱呼中故意抹去對方人的屬性，以

物、或動物相稱在罵詈過程中也很常見。 

                                            
126 Lakoff， G. & Johnson， Metaphors Metaphors We Live By[M]. London： Th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253. 
127 NguyễnVăn Hiệp. ngữnghĩa của RA strong tiếng Việt nhìn từgóc độ nghiệm thận，Những vấn đề Ngôn ngữ và Văn 
hoá.參見馮學峰〈漢越味覺詞語情感隱喻體驗基礎認知對比〉《湖北民族學院學報》，（2015 年第 4 期），頁 104-

108。 
128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259。 
129 田惠剛：《中西人際稱謂系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8 年），頁 VII-X。 
130 張平：《《紅樓夢》中詈罵言語行為的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論文，2005 年），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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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家修梳理《金瓶梅》詈言罵語 1300 餘處，得到以性詈罵，以物詈罵，以死或

鬼詈罵，以卑賤社會身份、地位詈罵，以敗壞品行、傷風敗德詈罵，以身軀四體、

五官容貌缺陷詈罵，以錯輩亂親詈罵 7 大類略131。王琴則計《紅樓夢》403 類，分與

牲畜、妖魔鬼怪或無生命有關的罵詈語，與性有關的罵詈語，與污物有關的罵詈語，

與不端行為有關的罵詈語，與驅逐、威脅、詛咒有關的罵詈語，與低微、卑賤的社

會地位有關的罵詈語、與親屬關係的錯用有關的罵詈語也七類132，這些類略下的罵

詈詞從詞性看又可分為四類：1、名詞，如等賊囚根、狐狸精、禿子、孫子等；2、

形容詞構成的名詞及名詞短語，如腥膻、狗攮的、膫子㒲的、天殺的、負心的（人）

之類；3、名詞做定語，如管你腿事，關小廝吊腳兒事等；4、動詞，如滚、攮、捣、

趴灰、偷漢子、放屁等。 

在兩部小說中，名詞及名詞性短語構成的詈罵稱呼語都是詈罵的主要表現形式。

較之後兩者，詈罵稱呼語具有本質化傾向，其話語序列基本都包含了「某人是____

（詈罵稱呼語）」或直接以罵詈語指代某人。判斷句式具有定性的功能，其性質與

命名接近，只不過施罵者羅織詈詞所形成的符號是一種他性的加諸，說話者在話語

中確立自身的優勢（道德、身體、地位等），罵詈的瞬間通過名的抹去和重新確立

使對方原有身份或者社會屬性被否定、消解，將人這一複雜的符號集合轉化為單一

的貶抑符號，以此達到臭其名或謂辱的效果。 

    而直接以臭為罵在兩本小說中也很常見。茲羅列如下： 

	

表格	 2《金瓶梅》、《紅樓夢》含「臭」及「臭」義詈罵語統計表	

 

 《金瓶梅》 《紅樓夢》 

以 臭

為罵 

 

臭屎、臭蹄、臭毛（老）鼠、

（賊、怪、小）臭肉、賊臭人、

臭娼根，東淨（毛司）里磚兒，

又臭又硬 

臭皮囊、臭男人、臭肉、臭小子、腥的臭的（指

女子） 

                                            
131 申家修：《《金瓶梅》中的詈言罵語研究》（天津：天津大學文法學碩士論文，2014 年），頁 6-21。 
132 王琴：《《紅樓夢》罵詈語研究》（重慶：西南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 年），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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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代

謝 物

為罵 

𠳹屎、屎口傷人、屎口兒傷俺

每來、狗屎臭尿、狗改不了吃

屎、放屁辣騷 

放你娘的屁、吃了猴兒尿了、吃了屎、大蘿蔔

還用屎澆 

其他 酸子、腥膻盡掃夷人從風 扯臊、讀腐了書的、酸王、酸論、小騷韃子 

 

由此見，在小說及日常的罵詈中，臭作為使人產生厭斥的感官感受，可以經由

轉喻映射厭惡感。因此能夠作為多數詈罵稱呼語的定語，或者直接修飾名詞從而單

獨構成罵語。並且以臭為核心構成的意象群：如屎、尿、屁等穢臭的代謝物，或腥、

膻、臊（騷）、腐、酸等具有刺激性的異味都可用於罵詈。從功用的角度來看，罵詈

不僅勾勒出了人物之間的矛盾，價值、利益間的衝突，其中更有大量隱喻、修辭，

呈現出話語與話術的交鋒。更重要的是，一些罵詈詞彙生成於特定的語境，具有固

定的指稱群體，且能夠影射出小說內部或者特定的時代語境下的習慣或觀念，對於

考察文本內外兼具價值，臭之於罵亦是如此，故擷例以論之： 

【臭肉】、【臭蹄】 

    臭肉一詞，《金瓶梅》與《紅樓夢》都有提及，但意義卻不盡相同。《紅樓夢》

中該詞僅出現一次，見五十六回寶玉夢入甄府喚了甄寶玉的名字，因此遭甄府丫頭

呵斥稱：「仔細你的臭肉」。此處臭肉便指皮肉。而在《金瓶梅》中，臭肉則是指稱

小婦、奴才的詈詞，共出現 11 次，對象都為丫鬟，施駡者全為女子。潘金蓮惯常便

稱春梅小肉兒，孟玉樓對玉筲、月娘對小玉也都有過這樣的稱呼。這裡的肉實際便

指供使供用的人，意義大致便等同「東西」。雖明顯具有貶義，但是否構成詈罵則視

乎語境，日常稱之頗具親昵的意思。 

    小肉兒與小蹄子在意義和用法上都十分相近。《紅樓夢》中大量使用小蹄子稱

呼小丫頭，雖是詈詞，但多數時是出現於笑罵，具有玩笑的意味，但在實罵的語境

中，該詞便有明顯的辱人意味。《金瓶梅》萬曆本中雖有臭蹄一例，卻是實指來旺媳

婦的腳。査明代同期及明前作品，都未見以蹄子稱（罵）女子，至崇祯本八十六回

則有以「浪蹄子淫婦」罵人。之後《金瓶梅》續書如丁耀亢《續金瓶梅》、訥音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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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續金瓶梅》則都有此用，清代其他作品使用亦多133，而用肉兒稱小婦則漸少，言

語者也不再限女子。明末清初小說《醒世姻缘傳》中有詈語「蹄子歪辣骨奴才」、「賊

歪辣骨臭肉」134足証兩者的並列關係。 

至於「蹄子」一詞語源，向來眾說紛紜。清·梁绍壬《兩般秋雨庵隨筆》指「《水

經注》云：『變童卯女，弱年崽子』是其所本。至北人則以為罵書之，謂與羔子、蹏

子等矣」135；劉福根認為，以蹄子為詈詞與女性裹足變形如動物之蹄有關，其中含

有性的禁忌性136；亦有人指出蹄子有可能是「『臍』字在北方口語中的轉音」137。本

文以為，既然萬曆本已有用「蹄子」指女性金蓮的情況，劉福根的說法可信度應當

更高一些。 

【腥膻】、【騷韃子】 

    《金瓶梅》以「腥膻」稱周守備所蕩夷人，「騷韃子」則是《紅樓夢》中黛玉調

笑湘雲穿著用語。這裡的腥膻、騷，具體所指是「非華夏」民族身體的氣味。就韃

子而言，其名由鞑靼而来，《明史》曰：「鞑靼，即蒙古，故元後也。」嚴從簡《殊域

周咨录》謂：「鞑靼，北胡也。东自兀良哈，西抵瓦剌，种类不一。兀良哈亦在内，

但久内附为属夷，故别出耳。历代名称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猃狁，秦汉皆曰匈奴，

唐曰突厥，宋曰契丹。」即指韃靼為北方胡人。至清末稱「韃虜」者，則特指清朝。

在黛玉的時代語境中韃子當指蒙古人。 

腥、膻、騷以及唐人謂胡之狐臭，字面本義都指動物之臭，以之稱人的體氣，

本身就帶有歧視的意味。加之自古漢人稱異族用蠻、夷、戎、狄，也都突出動物性，

故見貶抑之甚。這便引出漢人觀念中的「夷夏之防」和由氣味認同邊界兩點。 

梁啟超指出：「何謂民族意識？謂對他而自覺為我」138。而這種自覺是必須是建

立在「我」將自己歸屬某個民族共同體，且自發的維護這個共同體的生存、利益、

                                            
133 《紅樓夢》續書皆有，其他如文康《兒女英雄傳》、李汝珍《鏡花緣》、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光绪

元《玉蟾記》等等。 
134  （清）西周生輯著 ; 李國慶校注：《醒世姻緣傳》，（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1107，頁 1039。 
135 （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三，北京大學圖書舘善本，見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檢自：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35501&page=32 
136 劉福根：〈《紅樓夢》詈語使用分析》〉，《浙江教育學院學報》，第 5 期，（2007 年 9 月），頁 47。 
137 漢梓 56：〈小蹄子不是昵称〉，（2018 年 3 月），檢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cf9e9c0102xvww.html 
138 梁啓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見《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下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4 年），頁 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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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危等因素，從而對威脅這個共同體的、邊緣之外的他者，產生自衛或者排他的心

理，並將這種緊張感付諸行動。上述外族，即華夏（或謂中原、漢人文化圈）認同

下的他者甚至是侵略者。唐朝鼎盛，故見胡如上之視下，蔑稱其臭。而宋、元、明、

清四代恰是華夷政權頻繁更跌的時期，華夷矛盾被激化，明人呂留良曾道：「華夷之

分大於君臣之倫，華之與夷，乃人與物之分界，此乃域中第一義」。王夫之亦云：「人

不自畛以絕物，則天維裂矣，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故激憤而罵，辱其

氣味而以之代人稱。這一情緒當歸根於傳統儒學「道統」下華夏文化的本位主義，

也源自一種千年漢族文化繼承下所造成的一種集體記憶。幾乎大部分典籍、史料、

文人作品、傳說都指向一個「事實」：漢人的文明是與農業與土地相承相依的，是一

種穩定的，道德的，禮制的，善良的文明；而漢族邊緣以外的夷狄則沾染著遊牧社

會的習氣，是一種隨意的，野蠻的，腥臊的，以燒殺擄掠為常態的，與獸為伍的群

落。此從文化、記憶與認識層面的形成貶抑。 

    而氣味又是認同建構的另一關鍵環節。嗅覺系統與大腦情感特區的聯繫，使人

對於身體氣味的侵入，產生自然的本能反應，積極的或消極的，接受或放棄。139而在

社會中，同一种氣味標誌著某一個體隸屬某一個群體，反之則易被視為他者遭到排

擠。身體感主導著集體認同，從而構築群與群的邊界。因此，氣味也成了種族歧視、

社會拋棄甚至道德拋棄的工具和證明。阿尼克·萊蓋勒認為「種族與種族接近時，面

臨著嗅覺上的無法容忍性」，「在這一領域，仇恨和鄙視用惡臭詞語表達」140。此從本

能與社會傾向層面形成的貶抑。 

【酸子】、【酸王】、【酸論】、【讀腐了書的】 

    以酸、腐形容秀才、文人由來已久。自荀子筆下，儒者便有諸多名目141，其中腐

儒為「囊括無譽無咎者」142，謂其品學兼庸。而在明清，腐儒的意義得到了擴充，墨

                                            
139（法）阿尼克·勒盖莱著，黄忠荣譯：《氣味》，頁 34。 
140（法）阿尼克·勒盖莱著，黄忠荣譯：《氣味》，頁 37。 
141 大致可分為三類：一為品行低下、才智平庸之儒，賤儒、俗儒是也；二為德雖不賤，才智平庸之儒，陋儒、

散儒、腐儒、瞀儒是也；三為德行高尚，才智兼具之儒，小儒、雅儒、大儒是也。（見強中華〈論荀子的儒學批

評及其「大儒」理想〉，《船山學刊》，2009 年第三期，頁 115-118。）此外，學問精粹者猶有稱「醇儒」、「真儒」；

疏慢者亦作「鄙儒」、「豎儒」。 
142 （先秦）荀況著，熊公哲註釋：《荀子今註今釋》，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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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子曰：「人有恆言曰『腐儒』。腐儒，言朽敗不任也143。」馮夢龍《笑府》便設腐流

部，勾勒出儒生諸種醜態144。《群經字詁》謂：「寒酸者，形容書生迂腐之意，與醋大

之稱，皆姍笑腐儒之語」（卷二十二）。故知酸、腐異名同指。唐代興稱一些讀書人

為「醋大」或「措大」145，醋字之中已含酸義，明清以「酸子」、「酸秀才」稱失意文

人已是尋常。酸、腐連朽氣，皆徵物之無用，木聞其腐朽則枯，食聞其酸則餿，故

皆能用以指書生無用，為世所嫌。陳寶良指出，明清取士盛用八股，導致學人淺陋，

而科名等級差異，又使秀才貧困化成為一種普遍現象146147，故秀才多淪為學蠹148。應

劭《史記集解》云：「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149。其行之衰惡，大抵如《笑府》所

陳，其志之衰惡，則在任由科舉消磨，潛移默化而漸失本心，導致習經文皆流於表

面，而不能身體；志在錢權而不在經世；好修門面而疏怠其學。於是至道荒廢，學

人墮落。 

    尋常人罵腐儒、酸子往往是譏其無能。文人著筆刺之，則多是恨其迂闊，怒其

不爭。而寶玉毀儒卻是不在乎其是否具有真才實學的，畢竟他所憎惡的恰是那文章

經濟以及逼人入世、上進的價值，因此賈寶玉於《紅樓夢》中是腐儒也輕，祿蠹也

鄙，忠君報國不效，經世致用無關，但求詆盡流俗，放肆性情。故高鶚續書中賈寶

                                            
143 （明）馮夢龍《笑府》，（福州：海峽藝文出版社，1991 年），頁 14。 
144

 筆者分析《笑府》腐流，見腐儒有以下幾種：1、冥頑守舊，泥古不化者。2、胸無點墨，不懂裝懂者。3、道

貌岸然，強為說辭者。4、阿諛好利，隨波逐流者。5、好逸惡勞，得過且過者。6、老而無用，碌碌終生者。 
145

 熊燕軍〈措大與腐儒〉，《尋根》（2006 年第三期），頁 104-107。 
146 陳寶良：〈秀才的變遷〉，《文史知識》，（2014 年第 7 期），頁 58-60。作者在專書《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

中具體指出稟生名額供不應求、明季徭役加重、學校教官盤剝都是造成生員窘境的重要原因。（見陳寶良：《明

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429。）普遍的貧困催生了大量生員的無賴

化，生計面前禮義廉恥便可不顧，因此一批人不惜諂上媚下，勾結紳宦，運用市井手段以牟權利，盡顯小人之

態，此風一起，縱慾狎妓等壞德之事亦與之接踵。 
147 明代科舉考試體系空前完善，自下而上， 由科考、鄉試、會試、殿試和庶吉士考試等五級構成。科舉系統的

完善拓寬了入仕途徑，催生了大量應試的生員和儒士，成化至嘉靖間， 全國生員大致在 25 萬～35 萬之間（郭

培貴：〈明代科舉各級考試的規模及其錄取率〉，《史學月刊》 2006 年第 12 期，頁 24-31。），而同期全國鄉試實

際平均錄取僅在 4%左右（吳宣德《中國教育制度通史· 明代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476。又

見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明代科舉的錄取率》，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頁 87。）也就是說

有大量科舉不第的儒生散落坊間。建構於儒生身份的自我認同與其實際學養、生活能力不足之間的矛盾，讓其

中很大一部分人在現實社會生活中透露出一種愚頑的拙劣和迂腐，這實際也反映出在商品經濟繁榮的明代，士

農工商的社會地位被顛覆，缺乏謀生技能的落榜儒生在這種價值轉變中顯得無所適從，甚至成為一種普遍的社

會問題。 
148 顧炎武將鄉宦、生員、胥吏視作三大病民，並認為「故病民之尤者，生員也。」（明）顧炎武：《亭林文集》

卷一〈生員論〉，見《顧亭林詩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1；費密也將生員列入明季五蠹之列，

五蠹分別為衙蠹、府蠹、豪蠹、宦蠹、以及學蠹，見（清）費密《荒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

頁 153。 
149 （漢）司馬遷《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年），頁 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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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將甄寶玉一番關於成長、改過的世俗說辭視為「酸論」，而失相知。 

【扯臊】 

     「扯臊」即不顧羞恥地胡說。臊字在《金瓶梅》和《紅樓夢》中的出現有以下

幾種情況：1、即扯臊。2、表羞怯感、羞恥心，或作為動詞表「使…丟人」。如別人

打量巧姐，「把巧姐看得羞臊」（118 回），襲人謂眾人飲酒，「一個個喝的把臊都丟

了」（63 回）以及袭人阻止宝玉去回太太，道「你也不怕臊了他」（31 回）。《紅樓夢》

中臊字出現基本都從以上二種。3、表體液及代謝物的氣息。如「放屁辣臊」、「臊水」、

「爛了屁股門子……只說是臊的」及「狐狸打不成，倒惹了一屁股臊」等。這些例

子都見於《金瓶梅》。臊字本義即表氣味，原指「豕膏臭也」，西漢《易林》已有「東

家殺牛，汗臭腥臊」150。結合《金瓶梅》的使用可知，臊通常表示人、狐身體原生的

氣味，而後以此為基礎逐漸衍出「羞」的意涵，反映出人對於自身臭味所產生的羞

恥感和禁忌性。這恰回應了《金瓶梅》的倒置——充滿臊氣的體液書寫下，盡是人

無臊的行為和身體感受。 

    綜上可見，臭的使用貫穿於罵詈程度的修飾、罵的內容和罵的結果。臭的原生

環境以及臭這一使人厭惡的身體感本身構成了一個污穢的意象群，這些意象在文明

的語境下產生的禁忌、歧視、惡意、攻擊性等消極感受是其可以作為始源域向罵的

具體語境中映射的根本原因。因此臭時常作為他性的符號出現於書面和話語中。將

小說的詈罵迴歸世情，可以還原特定時期豐富的語言面貌，並從歷史語境中找到一

些詈罵詞彙中觀念建構的證據。而將這種觀念歸還於文本，則有助於理解施罵者的

語義以及宏觀的考察文章隱義。

                                            
150

（漢）焦延壽原著，徐芹庭，徐耀環註譯：《焦氏易林解譯》，（新北：聖環圖書， 2013 年），頁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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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容臭之物	

在生物學家揭示的氣味世界裡，氣味的構造是基於微觀的物質層面的。氣味的

實質被還原至具有揮發性的氣味分子1，嗅覺的產生則被歸因至鼻腔上部的嗅覺受器

（olfactory receptors） 2，這類研究具備理式的嚴謹，為揭開嗅覺的真相打下了堅實

的基礎。文學的書寫同樣關注香的載體，但其追索的並非是微觀視角下氣味發生的

根本機制，而是在香所關聯的可視的物之序列裡，容臭之物如何被描繪、被符號化，

如何在社會中流轉，從而成為一個意象，一種表徵，甚至是一類資本服務於情感的

抒發以及世（事）情的呈現。 

在小說中，香與容臭之物在意義上通常是共構的。物之於香可為載體，能以有

構「無」，使香托之於有形；亦能假其自有之性搭載氣味定向地流通於人際；且物能

襯香。而香以人好之、用之，故於社會、文化、經濟皆具意義，可飾物之表，增物

之值，衍物之義。  

小說常見的容臭之物大抵有四類：1、產香之物，如香材（含香花、香草、香木

等）、香料等；2、染香之物，如香囊、香帕、被褥、衣巾等；3、配香之物（即香具），

如香盒、匙箸、爐、鼎等；4、隨香之物，如香煙、香霧、香塵等。前三者可作為禮

物、財物、用物為人交換、販賣、鑑賞，故為本章主要的討論對象。 

小說作者將各式角色安置於特定的社會場域，藉由對不同個體間感知、溝通、

交換等行為的描述建立起其對應的關係邏輯及社交脈絡。物的潛性用途中包含著文

化與象徵的累計和商品價值，它的符號性使其在人際交流中成為一種獨立的「話語」。

通過對於小說中容臭之物的整理與解碼，可以探求相關禮物書寫如何以物系聯出情

感認同或義務關係，並考察小說對於香文化的運用以及對香經濟的世情呈現。 

                                            
1
 生物學界就嗅覺如何感知氣味分子有兩種理論：一者認為氣味取決於氣味分子的形狀，由 Amoore（1948）在

嗅覺立體化學理論中首先提出（參見 John E. Amoore. James W. Johnston Jr. and Martin Rubin： The Stereochemical 
Theory of Odor. SCIENTIFIC AMERICAN， INC，1964.p42-49），其二則是分子的振動，這一猜想由 Malcolm 
Dyson（1938）率先提出，Luca Turin 則致力於通過非彈性電子隧道效應檢測分子的振動譜，嘗試對這一理論進

行驗證（參見 Luca Turin： The Secret of Scent： Adventures in Perfume and the Science of Smell，Harpercollins，
2007）。 
2 琳達·巴克(Linda Buck)和理查德·阿克塞爾(Richard Axel) 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進行基因解碼，證實了嗅覺受器

存在，並因此獲得了 2004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DOI:10.6814/THE.NCCU.CHI.004.2019.A08 



 127 

第一節	香經濟	

香經濟是小說香書寫形成的世情基礎，香材、香料、香具在市場環境中具備的

價值意義是使其能夠在小說中作為貨品、財產、禮物構成情節邏輯的關鍵元素。 

宋元時期，香文化已成熟漸趨鼎盛，明清時期的用香盛況，直可以「香山藥海」

概括。明朝洪武四年實行海禁，這一政策斷續發展至清。明前期三位帝王，都曾明

令嚴禁私販番香3。禁令本身就是現實社會的投影，以番香祭祀至於明清已經成為儒

佛道文化中難以切割的部分，且隨著三教對於士、民生活的全面滲透，焚香之俗早

已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歲時節慶，佛寺、道觀的正常運營、宗教活動的開展。

官方民間的祭天、祭祖都離不開香，宮廷內用香品征納以及籌辦祀事，香品便動輒

以千、萬斤計4，其他用香乘之以人口基數更是不可勝計，甚至連許多外入香種的名

稱也早已本土化，不以番香稱其出處。加之官民皆奢，香用成常難以禁斷，故禁令

收效甚微。 

再者海運販香暴利，因此禁制之下，猶有走私販海者眾，「富人以財，貧人以驅，

輸中華之產，馳異域之邦」（《海澄縣志》），常見「片板不許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

而来」5之事。清朝基本承襲了明代朝貢貿易和海禁相結合的政策，「雖然明清的海

外貿易政策較之前朝更為保守和內收，但香藥貿易卻遠超宋元」6。更何況番香之外

還有大量的本土香料。由此可見，香品廣行已成定勢。涂丹在《香藥貿易與明清中

國社會》中，從海洋貿易的角度介紹了明清香藥貿易路線、輸入途徑，並特別從政

府財政、地域、個人的角度闡明了海上香品貿易對中國經濟的全面促進作用。 

                                            
3 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建文三年（1401 年）都發佈禁約明言禁止販賣番香，洪武頒佈法令中，更明令「民

間禱祀，止用松柏楓桃諸香」，未免番香雜广香流入市場，也禁制了廣州的香木流入嶺北。（見《明太祖實錄》

卷 231，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寅。）建文時期，因販、用香況難以禁絕，故重申禁令。（見清·阮元：《廣州通志》

卷 187《前事略七·明一》，清道光二年刻本。）永樂二年，又申海禁。（見《明太宗實錄》卷 27，永樂二年正月

辛酉）。 
4
 史載嘉靖二十九年（1550 年）「趣徵內用香品：沉香七千斤，大柱降真香六萬斤，速香三萬斤，海添香一萬斤，

黃速香三萬斤」。（見《明世宗實錄》卷 361，嘉靖二十九年六月辛酉）又永樂十六年給武當山宮派香「祀神香炷

油錯每三年共計三萬七年二百八十四斤……降真香一萬一百二十三斤，宿香三千七百二十五斤。」（見（明）王

佐：《大岳太和山志》卷七《敕存留香錢》，嘉靖三十五年刻本。）這類計數在史書縣誌上頗多，僅以明用香量

之大，故不一一陳列。 
5 （明）謝傑：《虔臺倭纂》卷上《倭原二》，見鄭振鐸輯《玄覽堂叢書》，（揚州：廣陵書社，2010 年 6 月），頁

7。 
6 涂丹：《香藥貿易與明清中國社會》，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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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回看小說，《紅樓夢》以貴族家族為書寫對象，鮮少直接關注物品的商品性。

而《金瓶梅》則恰恰相反，其作為一部成功世情小說，時常可見其於物類、物價、

物品材質等瑣碎細微處「精打細算」，作者大量運用近乎記賬的筆法不假情感、巨細

靡遺地一一陳列、算計物品的價值與價格，自然地構成了商人度物的視角，晚明創

作的大量以商人為主角的小說或多或少沿用了這樣的書寫特色。 

就時空而言，《金瓶梅》上續水滸傳，為明人撰宋時事，且作者蘭陵笑笑生與主

角西門慶皆山東人士，這便構成了空間的重合和時間的斷裂。所幸宋明香經濟雖然

在發展特點上差異明顯，但其繁榮的盛況是一致的，因此作者能夠游刃繪事，移植

明時的用香特點，推理、復原宋人的用香生活以及描繪部分香藥商販的貿易情況。

所以從文本的角度看，西門慶或許只是一個典型的人物，但在文史語境下他卻是一

種角色類型，他的言行承載了商人這一身份符號的表達。香品的供需關繫催生了海

上香料貿易，但當商品卸載進入陸路流通，則需藉由商民買辦販運。也是因為這一

點，文本外部的香貿易和文本內部的香買賣發生了接榫，構成了因果關係。西門慶

所營的眾多生意當中，販賣香藥也在其列。六十九回文嫂即道： 

	

縣門前西門大老爹，如今見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戶，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	

鋪面，段子鋪、生藥鋪、紬絹鋪、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楊州興販鹽	

引，東平府上納香蠟；伙計主管約有數十。7	

	

據《金瓶梅》中設定，西門慶發跡前「原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著

個生藥鋪」8。這段身世直取自《水滸傳》。生藥鋪主營藥材，其中包括部分香藥。十

九回，魯華、張胜到蔣竹山的生藥鋪尋釁，便張口要冰灰，蔣竹山便答「只有冰片，

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那討冰灰來」9。冰片即龍腦香，可入藥也可為香，《紅樓

夢》二十回賈芸從香鋪買回送予王熙鳳的就是檀香、冰片。冰片可由波斯直接輸入，

                                            
7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119。 
8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31。 
9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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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利於漢後海上絲路的繁盛，此處能輕易落於作者筆下，足見外輸香藥流通於市已

是尋常。至於「東平府上納香蠟」，則顯示出西門慶香料買賣的流動動線，東平府與

西門家宅地所落陽谷縣是轄治關係，府治今山東東平縣州城鎮。州城之要，在其位

於古濟水、汶水和京杭大運河交匯之地，因此能集南北貨物，熱鬧非常。西門慶的

生意不限於一地，不拘於一類，需向南往揚州交鹽，到湖州買紬絹絲線，往杭州進

布貨脂粉，都離不了京杭大運河這一條河道。宋明香料進口一般以東南沿海港口為

主，山東登州、萊州港口香料貿易也堪稱繁榮10。因此東平府能從陸路、水路分別得

東、南之香料從而作為西門慶香料的引進地，是有其地理即歷史依據的。 

孟玉樓的兄弟孟銳也兼著販香的買賣，其交代行商路徑是「到荊州買紙，川廣

販香蠟，著緊一二年也不止。販畢貨，就來家了。此去從河南、陝西、漢州去，回

來打水路，從峽江、荊州那條路來，往回七八千里地」11。漢州等地位於中國國土中

西部，是海洋貿易難以觸及的內陸，恰是這些買辦、商人的活動，使香藥能夠流通

於各處，從而真正在全國普及開來。 

在繁榮的市場環境下，香品的經濟價值得以確立使香料、香材、香具等容臭之

物在人際流轉中首先具備了財的意義。更在小說中展開成為兩種具體的功能，即作

為財禮和財產。 

就財禮而言。三十六回，西門慶欲結交蔡狀元與安進士，所送之物中「蔡狀元

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

合香三百，白金三十兩」12。三十九回與官哥兒寄名之禮，便「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

白米，一擔阡張，十斤官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

京段，兩壇南酒 ，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 ，一腳羊肉，十兩銀子」13。另

外《紅樓夢》中亦有賈芸為在榮國府中謀求一個差事，借錢買來冰片、麝香送予王

熙鳳的描寫。 

高桂惠在談及《金瓶梅》的「社交」禮物時就已經注意到禮物交換過程中社會

                                            
10
 張曉紅著，葛劍雄主編：《古都與城市》，（香港：中華書局，2018 年），頁 22-23。 

11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090。 
12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536。 
13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57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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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與象徵資本之意義生產14。簡單來說，即禮物內容對送禮者個人實（財）力的展

演性。以及贈送行為中，送禮者通過物量與物值的積累，所造成收禮者情感上的達

償壓力。受到互惠原則以及社會意識中所默認的償還的當然性影響，這種達償壓力

本身就構成了送禮者的「社會資本」。雙方關係由交物轉向交情，而這種情往往又可

以藉助價值物的回禮與能力運作下的「幫助」兌現。 

香品的商品價值使其作為社交禮物不至於陋，展演了送禮者的經濟能力，滿足

了收禮者藉由禮物價格審度對方誠意以及自身重要性的心理訴求。在這一基礎之上，

香的文化性使香品被贈予特殊對象時其不至於鄙。蔡狀元與安進士是文人，送以香

是供其用，展演的是知其雅；王熙鳳為女子，送以香展演的是知其美以襯其貴。而

送香予道士更是直接的應人之用。香雅錢俗，以香代幣或者間雜二者，不失其值之

外，又成全了婉轉體面，是更切人情的送禮選擇。在以香品為禮物的社會交流中，

除了財富的流動，也有認同的傳遞，而這都指向 後禮物契約的建立。在簡單的贈

送行為之下，勾勒出是複雜的價值計量和幽微的心理運作。 

再者，則是香品作為財產。小說中，香作為有價的商品，貨與款是直接相關的。

三十八回，應伯爵代李智、黃四向西門慶借款，便道二人所派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

糧，值一萬兩銀子。錢、物相易的穩定行情以及相對保值的香價使香可以儲存作為

個人財產。且根據經濟規律，香價上漲往往帶動其互補商品——容香器物價格的同

步上漲和相關材質、工藝的精緻化。在《金瓶梅》中，香與容香器物尤其可作為女

性的私財，這點屬李瓶兒 為典型。此可分從婚禮嫁妝和婚後財產兩方面來看。 

首先是婚禮嫁妝。西門慶的一妻五妾中， 富有的是以寡婦身份嫁入西門家的李

瓶兒和孟玉樓。西門慶與二人的婚姻皆具有「財婚」的性質。第七回薛嫂為孟玉樓

說親，先說的是玉樓手裡的一分好錢，四五只廂子，多少物資，後說的相貌、才情。

牙婆、媒人 擅投其所好，其言說的順序早已顯露財色在西門慶心中的輕重。 

而李瓶兒之色，手中之財更在孟玉樓之上，因此進門後愈加得寵。較之孟玉樓在

與張四的財產爭奪中始終閉合的箱籠，李瓶兒的嫁妝則是敞開的。花家兄弟爭產惹

                                            
14 高桂惠：〈《金瓶梅》「禮物」書寫初探〉，《國文天地》，（2012 年 11 月），頁 23-28。  

DOI:10.6814/THE.NCCU.CHI.004.2019.A08 



 131 

上官司，李瓶兒便予西門慶六十定大元寶，共計三千兩，另「有四口描金箱櫃，蟒

衣玉帶，帽頂絛環，提系條脫，值錢珍寶」15，名義上是請西門慶疏通打點上下關係，

實質卻半近是財產轉移，如其言：「大官人替我收去，放在大官人那裡。奴用時取去。

趁早奴不思個防身之計，信著他，往後過不出好日子來。眼見得拳迭不得四手，到

明日沒的把這些東西兒，吃人暗算奪了去，坑閃得奴三不歸」16。這些錢在李瓶兒嫁

後，自然歸了西門慶。十六回花子虛過世，李瓶兒將所藏 後一箱的財物——其「床

後茶葉箱內，還藏著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糊椒」17也予

了西門慶使其變現，這些香料稱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 

此處有趣的是從元寶到香料都是李瓶兒的「體己」，花子虛在時，李瓶兒將財富

大部分交予西門慶既是一種信任，也是一種託付，更是謀求一條退路，但這種託付

是有所保留的，茶葉箱內的香料就是其用以自保的 後的資本。到花子虛死後，李

瓶兒下了決心要嫁西門慶為妾，也是這一箱香料成就了李瓶兒的孤注一擲，所幸西

門慶並不絕情，收下了錢也納下了人。李瓶兒不留金，不留银，不留衣服布料，偏

留下這一箱香料作為底牌此舉實際深有講究。金銀是 直接的財產，眾人皆好，故

為表其誠，必舍金銀在先。而其所以留香料而先予服飾，其一在描金箱櫃所盛放的

是眼前之貴，貴者皆予而得者足，因此留一茶箱這一後手在西門慶看來也算得合情。

其二即如上文言及，在宋明史情之下，香料都可謂「硬通貨」，其保質時間長，價值

穩定，市場廣闊，應急變現方便，加之日常能用，可謂女子能得之 佳「不動產」。

據西門慶賣現，便知箱香料價值不菲，未必低於金箱的衣服，此証其舉合理。此一

番錢物的往來，便知李瓶兒其為人也，未必不精，狡兔三窟，善留後路，又能以退

為進，以舍取得；其用情也，未必不痴，願為一人，棄財、棄德、棄狡黠、棄退路，

辜負了世人眼中的婦道，成全一人心中的「仁義」。 

                                            
15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188。 
16  同前注。 
17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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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婚後財產。李瓶兒嫁後，四口描金箱櫃便回到了李瓶兒手上，這點據其

衣著飾物，都顯「富貴逼人」18，且能隨時取出「金蓮五彩蟒衣」，救濟西門慶一時

之急（27 回），以及時常予眾人禮物都可推知。 直接的證據則見二十回李瓶兒開

箱打點細軟。至此於財物，便多見其用而鮮見其藏了。財富是權力的象徵19，李瓶兒

對於錢財的慷慨和外顯，冒犯、動搖了諸多人的地位與利益，為其在後庭的鬥爭中

埋下諸多隱患。此時，李瓶兒的私財中雖已無香料，但其手中的銀質香球，卻在作

者刻畫女性角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香球也有稱香毬、香囊、熏球等，此处以唐代

「花鸟纹鎏金银香球」20举例其狀與結構如下：  

圖 1 花鸟纹鎏金银香球                    圖 2 花鸟纹鎏金银香球結構圖 

 

其特異之處如圖 4-2 所錄，巧匠以活軸連接內、外肌環，使焚香盂恆定維持水平，

即使香球滾動，內部的香灰也不會灑落。香球又稱「被中香爐」21，主要做熏被之用，

也可懸掛於床頭（27 回），樣式較小的可佩戴或藏於袖中。香具是氣味文化的衍生

物，部分以貴金屬製成原意是突出物品精細、雅緻。但以金銀原本便是流通貨幣，

因此銀質香球也可直接過戥稱重作為錢財。五十八回李瓶兒欲祈官哥兒病癒使那薛

姑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便取了一對壓被的銀獅子兌了四十一兩五錢，又用銀香球

兌了十五兩。因財直接關乎寵，所以西門慶的其餘妻妾對於李瓶兒的闊綽是羨妒的，

而其中又以財色只得其一的潘金蓮妒恨 甚，因此時常以刻薄言語刺撓。且香球為

                                            
18 張艷〈「巧取」與「強奪」：論《金瓶梅》中孟玉樓與李瓶兒之財〉，《輔大中研所系刊》，（2018 年 4 月），頁

159-176。 
19 （英）柯律格（Craig Clunas）著，高昕丹、陳恆譯《長物：早期現代中國的物質文化與社會狀況》，（北京：

三聯書局，2015 年），頁 125-149。 
20 花鳥紋鎏金銀香球，1963 年出土於陝西西安沙坡村，純銀質地，4-1 色澤偏暗乃因歷久氧化，原物當為銀色。

此處引用圖片皆出自陝西歷史博物館。 
21 陳敬《陳氏香譜》，劉幼生編校，《香學匯點（上）》，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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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之外，內裡香氣又能為李瓶兒増添潘金蓮欲求而難得之身體資本，因此潘金蓮尤

其見其不得。二十一回寫道： 

	

李瓶兒還睡在床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玉樓、金蓮進來，說道：	

「李大姐，好自在！這咱時還睡，懶龍才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	

摸，見熏被的銀香球，說道：「李大姐生了彈！」這裡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	

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22	

  

潘金蓮此處的行為、話語雖看似是些玩笑和閨中親昵的嬉鬧，實際卻綿裡藏針，蘊

藏了醋意和冒犯性。潘金蓮有意掏那香球說事，是以其香暖諷李瓶兒之貴且閑。生

蛋即產子，生育向來是女性之間的敏感話題，此處是刻意借兩者間的形似以有嘲無。

但待李瓶兒真的生下官哥兒，潘金蓮的妒忌則愈添愈盛，妒恨核心也發生了轉移。 

香料及容香器具可為商品、為禮物、為財產反映出其作為價值物的資本特性，

而香經濟的繁榮根本上取決於市場供需關係。就供而言，香料進口並逐漸融入我國

既有的香文化以及傳統思維、習慣的過程催生了本土化的香文化，而後這龐大的商

品需求便立足於本土香文化高度普及、發展之上。雖然小說描繪的不必然是一個真

實的時空和確實發生的故事，但經典的小說作品中往往具有生活的語境、時代的縮

影、人物的輪廓，以並與大眾深層心理產生共鳴。 

在以《金瓶梅》、《紅樓夢》為例的明清小說的香書寫中，我們可以看到販夫走

卒以及商鋪販賣香藥的盛況，可以看到香品以物的形式作為社會交易、交流中的社

會資本，作為禮／物迴圈中的象徵資本，並以此系聯、對讀出相應時期的香品經貿

史情。同樣的，以不同文本中人物的賞香方式和用物觀念對讀香文化，既可以將小

說作為呈現香文化的視窗，也可以藉由文化視角，尋根人物之間的本質差異，使人

物形象更加立體、可信。 

 

                                            
22

（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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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香文化	

（一）賞香 

    香文化是一個複合文化概念。香的基礎作用是改造環境，在特定的文化視角下，

香煙與香氣羅織出的不僅是一個實有的氣味空間，更是由嗅覺感受與認知、心境、

聲色等諸感共同聯覺出的一重「意境」。知香者賞香以韻，故「清」對高山流水，「雅」

對水墨詩書，「閑」弄棋子焙茶，「靜」捋心緒容思，此文人之好也；供香者祭香以

誠，香無形而覺其「虛」，煙有形而見其「緲」，虛虛緲緲如通神明他界，故能「莊」

肅俗心，「淨」滌凡濁，此民間之信也。樂香者逐香以直覺，或以純情，或以極欲，

以嗅覺讀人靈肉，體物精髓，此痴人之執也。前二者分屬於「雅」、「俗」兩種文化

範疇，末者則是一種樸素的禀賦境界。  

    宗教之中，香既成儀，香品、器物便多從規制。且神明之事，人不敢輕慢，故

其選香用物實則深具講究。但因人非飨食香火的主體，故雖宗教香火文化底蘊深厚，

小說卻鮮少聚焦刻畫相關用香細節，更多的是將燒香行為作為一個機會事件並以此

展演人物或觸發情節。  

而於士、商則不同，其對於香之賞用與外顯主體是密切相關的。蔡九迪(Judith 

Zeitlin)在討論中國文人之「癖」時指出，嗜癖被知識分子視為個人理念之出口，十

六世紀更進一成為文人群體自我表達的主導模式23。癖是好之衍異，兩者雖有常異、

正畸之分，但其以物養志的原理是一致的。文人信香能修志明德，滋濡性靈，因此

逐漸發展出以香為審美核心的用香文化。傅京亮在《中國香文化》便說道，「文人的

香文化是一種講究心性的文化，文人的香也是切近心性的香」24。 

以內容論香之賞用，可分為四點：一論香之養鼻，即氣味本身之怡人。二究襯

香之物。載香者如香品、香具，染香者如帳被服佩，近香者如燭臺桌椅，皆物也，

物美則目悅，隨物體香，亦能成香之美。三講應香之事。香可襯物之德，亦能烘托

                                            
23 Zeitlin， Judith. 1991. “The Petrified Heart： Obses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Art and Medicin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2.1 (June， 1991)：p7-8. 
24 傅京亮《中國香文化》，（濟南：齊魯書社，2015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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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止之雅，反之後者亦能成全香的意義。人處香境之中，可臨境通感，隨香體物。

調琴、弄墨、烹茶、閑談，香與聲色諸感織連成境，共構彼我、整體之美。四則復

歸於情志，即傅氏所謂「究心」。如其言道，香之道根本上講究養護身心，頤養本性；

也更看中心性的領悟，因此不必拘泥於香氣，受束於器物25，其餘當為錦上添花。如

杜甫詩云，「心清聞妙香」便是此理。 

本文在「說香」一章言及，明末商人階層崛起，經濟條件的充裕使出身於市民

階層的商人渴望並且有能力更靠近士大夫文化及社交生活，因此逐漸開始模仿士大

夫的文化及審美。香文化便是其中之一。但這種模仿多求諸於表，僅注重香的社交

功能和實用意義。雖然在物的講究與呈現上幾乎與士人無異，甚至大有超過之勢，

但卻鮮少能得香趣，多數如西門慶一般，有買香之錢，無賞香之閑。 

《金瓶梅》中，諸人視香為用物，廳堂、床第之間，處處能見香蹤。只是這其

中空有以鼻、以目羡香者，却無以身、以心體香者，致使諸香美則美矣，卻總少了

韻致。香與主體內在情志的割裂使其淪為徒具香氣與「軀殼」的裝飾品。加之女性

飾香以豔，男性逐香以色，同是脂濃粉香，卻字字落成肉體淫慾，物不得其所，故

使香因人失色。《紅樓夢》中也有大量的用香與飾香的書寫，與不同於前者的是，賈

府的用香活動講究風流雅趣。眾人集結作詩，便點一炷「夢甜香」（37 回、70 回），

一來限時驗才，二來輔助文思。黛玉論琴，便指其「原以治身，涵養性情，抑其淫

蕩，去其奢侈」，需「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氣

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26。寶玉祭奠亡者，廟裡供給的香供紙馬一概不

願使用，定要取檀、芸、降三樣為恭，難得尋出沉速替代之，猶嫌怠慢。更不論席

間、臥榻諸處用香，箇中講究於《金瓶梅》只繁不簡。 

通過表象，我們似乎可以捕捉到《金瓶梅》中諸人用香於展演效果上的需求和

急切性，無論商／胄、男／女，眾人迫切地通過外物的加諸進行自我修飾以尋求他

人的認同，用香行為的初衷帶有明顯的迎合性和趨利性，此用物「處人」。 

賈府出於貴族身份，致其用香在客觀層面也是具有展演性的。但寶、黛與詩社

                                            
25 傅京亮《中國香文化》，頁 248。 
26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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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眾女子，卻是能夠「情物」之人，其用香行為中更多的是無關乎他人的清净「自

處」。大觀園內整體的香氣審美注重純質、自然，不落庸俗。諸姝以花木為質不必爭

艷於外，因此對香料的運用自然也多了一丝節制與從容。香伴詩能聚精會神，隔離

俗務；詩頌香則聯通物情，以物寫心。就連寶玉對香類的苛求也並非出於對难得之

物的矯情，而是於人於物的相知、相惜。檀香「氣清勁而易泄，爇之能奪眾香」27，

降真香則為「香中之清烈者也」28，结合寶玉此時所祭當為投井烈死之金釧，以清烈

之香祭剛烈女子，此以香表亡者之質。而芸香雖常用於合香，其本身卻非祭祀所用

29，獨以芸草春生秋復，「死可复生」30，香承物義，雖不能果其用，卻聊可表情，此

以香寄生者之思。文人用香，关键在知。知人，知己，知物，於是虛心從容，身心

合一。 

    值得一提的是，以文化視角言賞香，雖是一種超越，卻也有其客觀局限性。超

越在於外來香品在中華文化的自有語境中沈澱出了一種獨特的香韻氣質，融合了儒

釋道三教底蘊精髓，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生之哲學與處世智慧，呈現出獨特的風

雅韻致。其局限性則在香文化關注的主要對象是狹義的香藥氣味，是基於加工產品

之上的，以至於其包容雖博，卻不能兼納萬物，提煉物華，因此不得不取捨本色；

再者中華香文化立之於雅，講求分寸與心性，其根質上既有儒之中庸，道之淡泊無

為，以及佛之悟、空。因此在文化的闡釋向度下具有一定的禁慾色彩。故在其審美

上難免有遏抑肉體快感，貶抑極致與過度的傾向。這是形式之外，東方香道和西方

香水文化的本質區別。 

    正如食雖五味，烹之則生萬化。香之賞用，亦非僅有一種。香方調和，使香氣

愈加芬馥多樣，而香藥之外，亦有自然隨風擷來之香。文人類物品香，發覺、開拓

出不同香材的獨特氣質，此是感與知的交通。而香氣之複雜，卻更豐富過現有知識

                                            
27 劉幼生編校：《香學匯典》，頁 415。 
28 （明）繆希雍《神農本草經疏》卷十二，頁 70。 
29 靜嘯齋主人《續西遊記》第八回，一客商取出沈檀、速降、芸、麝、片腦等香供師徒四人取用，據唐僧言可

知，檀香可敬佛祖，降香可供聖真，麝香非出家人所用，而以芸香於敬神祭祖無用。後行者燒芸香驅蠹則是對

芸香驅蟲淨穢功能的反應。（明）不題撰人著，杜聰、文益人、余力校點：《續西遊記》，濟南：齊魯書社，2006），

頁 42-48。 
30 劉幼生編校：《香學匯典》，頁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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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構築出的門類。因此既有人能賞香中清雅者，便亦有人喜好馥郁之香；既有人

能細膩分辨出香氣之中每一個局部的調性，便有人懵懂的偏愛整體的香氛。尤其當

香生／著之於肌體，竟常見其與情慾發生關聯。生物學一直試圖從化學的角度論證

氣味與人之情慾之間的內在聯繫，可惜至今暫無明確結果，但小說對此書寫之多，

卻起碼反映出人們觀念之中的信其有。 

西門慶以香催慾而流連於肉，賈寶玉因香動情而傾慕於質。似乎在小說家筆下，

氣隨呼吸而涉入人體，其所產生的不僅是一種物質交換，同時也是一種靈肉交互，

因此聞這一舉動便也如食一般成為對於異性的感受甚至是獲得過程。如道教之謂吐

納，志怪小說之謂精氣、元陽的吸食，實際都反應出呼吸行為在靈魄氣化思維中所

具備的體察與攝取之意義。而香則近乎於一種信息素，循循導誘出人的好愛之慾（情），

且藉由氣味在鼻腔以及腦海內的滯留令人陶醉其中。這種對肉體氣味的耽溺體驗實

際已經具備意淫想象的投射，在無形中構成了一種即時的「跨界」。 

在明清文人的作品中，比較常見的是以香為媒介而生出情、慾的現象書寫。在

這些「活色生香」的描繪中，已經可以體察到情慾從保守的社會風氣和理學氛圍中

掙脫出來，逐漸敞開的過程。但我們同樣可以注意到文人在書寫時在過與不及間的

搖擺。《金瓶梅》、《肉蒲團》等作品雖然在性的書寫上極盡露骨，但 終仍然會回到

性近乎淫，色近乎惡的主題。揚情抑性的價值傾向使其對於香的刻畫過程中也刻意

的突出華美的外在與空泛的內核間的矛盾。在這類小說中，香如聲色，不過是外在

的加諸，作者層層堆砌，然後層層剝離， 終只留下空。而《紅樓夢》中，香因與

女子情質的統一而生出層次，故寶玉作為賞香的主體，縱有舔嗅女子唇頸之香的憨

痴舉止，但以其未生褻玩之心，故懵懂中反襯出其知情的性靈。 

可用以對比參照的是德國作家徐四金（Patrick Süskind）《香水》31。該作品是典

型的以香作為主軸的體驗書寫，小說中有非常多氣味感受的細節刻畫，作者藉由主

人公葛奴乙超凡到幾近偏執的嗅覺天才，將氣味揉碎成充滿情慾的符號，勾勒出極

致想象的氣味世界，由香調的變奏演繹出詩一般的起承轉合。肉體的吸引力藉由氣

                                            
31 （德）Patrick Süskind（徐四金）著，黃有德譯：《香水》（Das Parfum），（臺北：皇冠，19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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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被發揮至極致。而在這一過程中，慾望的實現形式脫離了平庸的身體愉悅而轉化

為對氣味的絕對佔有。寶玉和葛奴乙所具備的是一種賞香的禀賦，二人好香逐嗅，

雖在程度上有異，但卻都在行為中顯露畸癖，而這種痴的實質是 物至極的詩性浪

漫。 

如佛教曰看有三重境界，今謂聞亦然。其一謂聞香以鼻而知其美。其二謂體香

以心而得其意。其三謂聞香以鼻而率其自然，因此不拘於形，不泥於知，不束於禮。

小說之中，氣味敘事得以自具意義，其難得之處不僅在於這些氣味本身自構出某一

幕環境當下的整體之美，更在於其對文本內部賞香主體、受賞個體之情性本質的襯

托，以及對外部香文化的反映。作者據人寫香，拿捏香調，形塑出香境、語境、意

境的統一，因此使三者之間可以互為參看。 

（二）賞物 

在香的應用中，香藥能定香之性，香具則能做輔香之用。雖賞香以「使鼻通心」

為要，不必受累於物，然物美則盡善。因此對於物的講究也是香文化中的重要一環。

《金瓶梅》與《紅樓夢》兩部小說同因其繪事細緻，且篇幅較長，故有大量與香相

關的物質書寫融匯於氣味敘事之中。其涉物之多，內容之豐，雖無刻意科普，卻客

觀展開了香文化的「博物」視窗。 

未免敘贅，茲陳圖表以列舉《金瓶梅》、《紅樓夢》言及之香料器物： 

 

表格	3《金瓶梅》、《紅樓夢》香料器物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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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表格可知，兩部小說中香文化相關的物質書寫主要涉及香類與器物兩個方面。

香類之中又細分出單品香及合香，更呈現出數種香形樣式。且尤以《金瓶梅》為主

的器物書寫更涉及材質、樣式、用法等多元信息。加之以小說在敘事上常見的「遊

目」式的視角，進一步為讀者在想象層面展開一幅「觀物畫卷」。 

    表格所陳圖片，多取自各大博物館館藏或至今日常能見。雖不盡然是與小說所

述對應之實物，但大抵能呈現其類型。這也變向論證了小說物質書寫的實物基礎，

凸顯出物質視角所具有知性意義及文化意義。其中一些敘事細節的處理更是對香學

知識的回應，此處簡述三點，聊以佐證。 

其一是兩部小說共同言及之篆香。篆香又稱香篆、象印或印香，與悶香、焚香、

蒸香同為較常見的用香方法。篆即字也。篆香燒焚，從鋪灰-打篆-燃篆之序。香灰鋪

畢，需以模具（稱「香篆模」）將香粉壓印成字型。續取字樣一端，以火點燃，使其

依次燃盡。篆香是香道之集雅，賈天明於《中國香學》言及香篆品悟，便將灰燃、

灰燼時說的頗具意蘊：「香篆點燃，一火如豆，忽明忽暗，香篆徐徐變為灰黑，字圖

異色……；香篆燃盡，其文卻仍以灰存，它殘留著『生』的美麗實則已是死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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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冷觀熱望，有情無情，其中的感悟自是因人因事因時而異」32。字韻與香韻同賞，

灰色與煙色同銷。動靜中循道之理，生滅間餘韻悠長。此香篆所以為文人所好，為

世人所推崇效仿。 

其二是《金瓶梅》提及的博山小篆。博山非實指地名，而是一種香爐造型。《香

乘》曰：「爐象海中博山，下有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迴環」33。更引《武

帝內傳》述其傳說，謂其為西王母贈予武帝。據傅京亮考證，博山爐戰國已見，流

行於兩漢魏晉，歷代皆有仿製34，民間更有「博山之前無香爐一說」，雖不盡實，足

証其流傳之久且广。 

其三是《紅樓夢》勾勒出的瓶爐三事。小說述黛玉初入王夫人居所，隨其遊目，

見「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擺著文王鼎，鼎旁匙箸香盒；右邊几上

擺著汝窯美人觚，裡面插著時鮮花卉」35。其中，貯火器、香盒、匙箸便並稱「瓶爐

三事」，是焚香時必需。五十三回，賈母設宴，同是「每席旁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

三事，焚著御賜百合宮香」36。於日常陳設處，可知賈府香事成常，且能知用循矩。 

    小說所涉香知之多，一來能反映作者的香識，二來於考察真實社會用香史情具

有參考价值和材料价值。此小說書寫過程的物質陳列帶來的外部意義。而於小說之

中，這些香品、器具的展演則另承擔敘事意義。其一是純粹的物質書寫呈現出細節

之美；其二是物在空間組構層面呈現出的群像之美；其三則是在象徵層面映射出的

人物情志之別。高桂惠提出，在明清「賞物」文人化的視野下，研究者可以藉助「物

觀視角」37，重新由物回看角色。人作為選擇物的主體，物的形態、質地、擺設、用

處無不回應著人的感知、認知及審美。 

單就物類而言，《金瓶梅》與《紅樓夢》列舉皆多，卻同中有異，各有側重。直

接能夠藉由表格呈現出的便是《金瓶梅》於物之追求上的於貴處愈貴，以及《紅樓

夢》於物講究上的於精處愈精。 

                                            
32 賈天明《中國香學》，（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頁 176。 
33 劉幼生編校：《香學匯典》，（山西：三晉出版社，2014 年），頁 733。 
34 劉幼生編校：《香學匯典》，（山西：三晉出版社，2014 年），頁 212。 
35（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50。 
36（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829。 
37 高桂惠：〈物質文化研究在政治大學〉，《清華大學學報》，（2015 年 8 月），頁 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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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瓶梅》中所舉香具無論從數量、種類、材質、樣式皆多於《紅樓夢》。而這

種呈現上的差異，未必指向兩個作者各自預設的發生空間中相關物品的真實數量。

而更近於作者藉由物的書寫側重表達人的真實需求之技法。 

如《紅樓夢》中言及香爐的次數實則非常多，卻獨十八回一處點出香爐的銷金

外飾，其余皆據用稱手爐、腳爐、香爐。以通用稱呼將物帶過表明了器具外在細節

於其香事行為中的不必要。或換一種思路說法，香具的貴重在曹雪芹塑造的貴族生

活中被當然視之為「常」，故不必反復點明，言之則俗。以此反觀《紅樓夢》的物質

書寫，非常慣見的手法是作者在描繪賈府內部人員「覽物」或「用物」時，通常只

談文化或感受的一面，或只標其「異」，而幾乎不直接言及價格，實則講究之中便顯

露出用度之貴，如食中之茄鯗，如香具中之墨煙凍石鼎；而借外部人員去看時（如

黛玉初進賈府、劉姥姥入大觀園），則無不發出對於排場、用度、物值的驚歎。這種

書寫的高妙之處在賈府中人分明都是處於物質堆砌的富貴之中，卻似乎又讓人產生

其與金銀等俗物間的隔絕之感。 

《金瓶梅》則相反，其物質書寫中經常放大物的價值細節，造成觀者視線在價

值物上面的停留。西門慶本身就時常經由「物」的角度去打量人，尤其是女子。但

反觀其自身實則也處於一種「被看」的身份焦慮中。西門慶並非一開始就是富裕的，

如前文提及的那樣，他原本不過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由「落魄」到「富有」，

再到向權力核心的靠近，他在這一個過程中完成了兩次身份的跨越。而財產是其實

現這種跨越的關鍵原因，因此錢財是其樹立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同出於這個原因，

他會藉由文化產品的價值展演，去迎合主流階級的價值品位，以此來消解身份上的

緊張感。這似乎也回應了巫仁恕提到的經濟階層在身份提高的過程中模仿士大夫文

化，且這種模仿常常體現在物的外在層面這一現象。 

但客觀上來說，這種於物質的表面模仿輻射的範圍已經非常廣了。錢財能得物

之稀有，材之珍貴，工藝之卓絕，品類之完善。如《金瓶梅》中，香具的呈現其實

已臻精美。獨錢買不到的，是文化深層底蘊和賞物者的心境。偏這 重要的東西，

失了物的依憑，空口說予他人，倒顯得酸腐、矯情。在經濟階層於物質上的「喧賓

奪主」下，士人階層在文化話語中的獨立性與超越性無從凸現，因此逐漸形成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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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審美風尚，明清文人的物質審美開始往奇、往異、往精細、往晦澀、往樸、往真、

往小而美發展。 

    《紅樓夢》在書寫上便於香藥、香盒等小物、巧物處刻畫的更為細膩。香類、

樣式之繁對應的是香事應用之細。用香的形式及文人文化的部分體徵都被寫入物質

的細節中。作者對於賈府日常香品應用的書寫，在「物類」之中，往往有意識的突

出其「物趣」的一面。因此其在作用上除卻「博物」以外，也回應著士人的「賞物」

標準。 

     以香盒為例，《紅樓夢》二十七回寫探春將寶玉引至石榴樹下說話： 

	

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	

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玩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逛	

去，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	

磁器，沒處撂的古董兒；再麼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作	

什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兒，竹子根兒挖的香盒兒，膠泥垛	

的風爐子兒，就好了。我喜歡的了不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兒似	

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吊錢出去給小子	

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有意思兒又不俗氣的	

東西，你多替我帶幾件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	

如何呢？」38	

	

據二人對話可知，竹制香盒便是探春所指的「有意思兒又不俗氣的東西」之一。較

之那些「金玉銅磁器」等奢貴物件，倒是這些「柳枝兒編的」、「竹子根兒挖的」、「膠

泥垛的」的便宜小物顯得新奇精緻。正如寶玉厭憎功名利祿，園中女子對於物的審

美也多呈現出鮮明的與「俗」割裂的傾向。因此能捨卻物華，以純粹之心賞物，不

貴奢，不鄙簡，既能從複雜中看出講究，也能從簡單之中看出可愛。 

                                            
38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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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使物得其所用，也是能識物趣的表現。在沉檀腦麝等基礎香類的常用之

外，賈府眾人亦能發揮其他香類之專用。如黛玉抄經必以藏香；節日慶典需焚百合

真香；賈母仙逝，需表禱祝敬慕，故用瓣香；以及前言寶玉之用芸、降。正是在知

物的前提下，方構成了賈府眾人在不同材質、類型的香品應用上的講究。 

復需一提的是，寶玉與眾姝於貴重之物並無厭斥之心，若物因趣而貴，眾人亦

能欣然好之。如賈母 知眾人怕俗，又申過於素淨顯得「離了格」，因此善用大方、

素靜之物作為裝飾，雅緻之餘，又能達到賞心悅目的效果。前陳墨煙凍石鼎便是賈

母設宴之裝飾其一。凍石又稱臘石，以質地細密滑潤，透明如凍得名。用於雕刻印

章的「壽山石」、「青田石」、「昌化石」都是凍石中名品。墨煙則指狀似雲煙，黑白

相間的紋理。能形成此狀，墨煙凍石鼎當以黑青田作為材料製成。如此材質使香具

既得文趣，又不染俗流。寶玉素來對賈母的審美便是認同的，無怪賈母打趣道：「我

的兩件體己，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39。 

這樣看來，眾人謂之俗的並非財貨本身。而是以貴為趣的本末倒置，以及盲目

訴諸於展演與認同虛榮的心理。自古文人以淡泊明志，在明清的物質衝擊下，為了

鞏固文人文化的社會影響力以及回應個人的生命價值，士人之間逐渐催化出一種以

「閒雅」為核心的生活文化，並以此自我標榜40。《紅樓夢》品香賞物的書寫中，充

滿了文人對文雅生活積極營造的意象。眾人賞物用香以养「閑」情，與《金瓶梅》

在物質追求上流於形色，以及在用香目的中顯露出的世俗近利之「急」正成對比。 

 

第三節	氣味的禮物——以香帕、汗巾為例	

	  在小說所刻畫的社會性禮物交換中，香藥、香具等物因被賦予經濟價值和文化

象徵意義而得以以財產性禮物的形式流通於人際交往之中，但這種意義的產生本質

                                            
39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621。 
40 王鴻泰：〈明清士人的生活經營與雅俗的辯證 (A Dialogue "Ya" and "Su" - A study on the Life Style Management 
of Ming-Qing Literati)〉，「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of Eveday Life in Imperial China」國際學術研討會，紐約：哥倫

比亞大學，2002 年 10 月 25-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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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更多的落實於物而非香氣本身。相對的，明清的大量才子佳人小說中，男女答情

亦用容臭為禮，常見的卻是香囊、香帕、汗巾等小物。在承情達意的根本需求下，

物的商品價值被忽略，反使氣味的表達作用得以凸現。通過對於織物的熏染，氣味

所關聯出的記憶與想象被寫入物件，經由物的流通被傳遞，箇中情、慾，唯知情者

能解碼讀出。也便是這一點相知，成全了無數相思。因此，本文此處欲以香帕、汗

巾為例，以收送者的性別、物之新／舊為參照，關注氣味的禮物在小說中所具備的

敘事功能，從身體與象徵的角度探討這類禮物意義的完成。 

（一）女帕——身體的寫入 

古代婚配制度嚴明，就目的而言，婚姻是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

繼後世」41。就方式而言，則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其中男女雙方的情感不是完

成婚姻需要計較的元素，婚嫁禮物的形式也是由官方固定的。婚嫁需從六禮，即納

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納采」是男方送禮求婚，俗稱小定，「納征」

即男方贈送之聘禮，稱大定。而男子迎親前，女方則需送出嫁妝。這裡的定與信物

之信都代表了男女關係以物為憑的確立，卻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牟斯（Marcel Mauss）在通過「全體社會現象」討論大型禮物交換時談到，「雖

然（它們）表面上似乎出於自願，骨子裡卻具有絕對的強制性，不遵守的話會受到

或明或暗的鬥爭」42。家族間在聘禮、嫁妝的交換過程中，無形地構成了某種契約精

神，男女間的婚姻關係是交換不斷進行的環節。反之信物的贈予則表現出較高的隨

意性，禮物的交換過程被去旁人化了，贈送與答償的權力回到個人，反應出主體的

意願。儘管不論男女，在贈送的動機下，都期待回饋。但這種回饋只能是非物質化

的，其實質是一種兩廂情願的情感認同。《紅樓夢》中黛玉便曾感道，「多半才子佳

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有玉環金佩，或有鮫帕鸞絛，

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43。官／私、情／倫之間，香帕、汗巾等小物，之所以能夠

承載起情的寄託，傳遞幽會男女的幽微情愫，當從物的本身即其功用所賦予其的附

                                            
41 （漢）鄭玄注《禮記鄭注》，（臺北：學海出版社，1979 年），頁 809。 
42 （法）Mauss，Marcel.Available in English as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Translated 
by Ian Cunnison. New York：Norton，1967.p.3 
43 （清）曹雪芹著，高鶚續：《紅樓夢》，（臺北：聯經出版社，1991 年），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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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價值中探尋。 

馮夢龍《山歌》中道：「不寫情詞不寫詩，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拿了顛倒看，

橫也絲來豎也絲，這般心事有誰知」44。此是從繡帕材質來看，取「絲」與「思」之

諧音，故以手帕寄相思之意。美好的寓意與願望或許是贈帕之初衷，但在小說情節

的展演中，舊帕較之新帕卻往往更具深意。繡帕擦汗拭淚的功能，使身體的印記以

氣味的形式被刻寫入物件。因此贈帕的情節下發酵出的，更多的是情與慾的暗示。 

李雪梅在《明傳奇中的愛情信物研究》中，以表格整理明傳奇中男女互贈信物

的比例發現，「女子贈送給男子的愛情信物要多一些，並且女子贈送的信物大多是與

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45」，她認為這與女性的社會地位有極大的關係。女子在社會分

配和兩性關係中出於弱勢，因此「贈送給對方自己的貼身或隨身物品，會讓對方睹

物思人，更能抓住對方的心」46。人類學者弗雷澤在《金枝》中提出「交感巫術」的

概念，其中有「接觸律」（或稱「觸染律」一則指，只要物體曾被接觸，在與人體中

斷實體接觸後，還會繼續遠距離的產生相互作用47。它反應出一種思維方式，即身體

的象徵可以經由接觸映射到物質內。「睹物」固然是主觀地與物質映射的對象進行關

聯的接觸方式，但聞則更接近對物質中殘留的身體信息進行提取的過程，且較之於

看，聞所帶動的呼吸動作在感受性上似乎更加深刻。 

小說書寫中，一些氣味的敘事被摺疊入物質的描述中，因此即使有時氣味或者

嗅覺的感受動作並沒有被直接強調，但敘述中似乎仍能察覺到一種嗅覺思維的邏輯。

《歧路燈》四十八回道： 

	

廟祝命小徒弟掇了一盤茶，譚紹聞接茶時，恰值戲臺上惠明出來，一聲號頭	

響，譚紹聞只顧看惠明舞跳身法，錯把熱茶傾了半盞在身上。口中連說：「失	

儀，失儀。可惜忘了帶手巾來。」夏逢若早走向女人一邊，叫了一聲：「娘，	

帶個手巾不曾？譚紹聞賢弟熱茶燒手，把衣服濕了。」那姜氏早已看到眼裡	

                                            
44（明）馮夢龍：《山歌》，（臺北：柏室科技藝術出版發行，2006 年）。 
45 李雪梅《明傳奇中的愛情信物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1 年 5 月），頁 27. 
46 同前注。 
47 （英）弗雷澤(J. G. Frazer)著，汪培基譯：《金枝 ： 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臺北：久大：桂冠，1991 年），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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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汗巾遞與夏鼎的母親，說道：「乾娘，這不是汗巾兒，轉過去。」夏鼎母	

親接在手裡，又轉遞兩個女娃兒手，夏逢若方才接著，交與譚紹聞，抹去衣	

上水痕。譚紹聞好不心醉，說道：「這汗巾我汙了，改日換一條新的罷。夏	

逢若道：「你也休把這看做是舊的。」48	

	

又四十九回承上道： 

 

到晚上歇宿時，譚紹聞便把一條汗巾兒，玩弄不置。卻又嫌是再醮，獨自唧	

唧噥噥。冰梅道：「這是那裡這條汗巾兒？」譚紹聞笑道：「我拾哩。」冰	

梅也不在心。譚紹聞睡下，依然想著這宗事兒49。	

 

《歧路燈》中譚紹聞不慎將熱茶倒在身上，姜氏的借帕似是無心相助，但「早已看

在眼裡」似也是隱射其心動。譚紹聞借帕拭身，卻藉口怕汙了汗巾，改日以新帕歸

還，將其收入囊中，這汗巾便心照不宣的做了「禮物」。譚紹聞夜半拿著汗巾把玩，

睡下仍念著此事，便是這汗巾引起了思。譚紹聞對汗巾的把玩，無非是睹與聞。睹

或是借著汗巾回憶白天的經過，聞則不免多了許多情慾的味道。汗巾本身是清潔用

品，顧名思義，其根本用途就是擦汗，於是難免有汗液的殘留。而在男性追慕者的

幻想中，物件熏染的香氣則常常被認作為為女性的肉香。氣味也因此時常被視為女

性身體的延續。 

阿尼克.勒蓋萊（Annick Le Guérer）在《氣味》一書中，曾著力討論氣味與性吸

引力的關係50。在傳統男女關係下，禮教倫理首先築起的就是兩性身體的禁忌。女性

的身體被父權倫理道德化，因此，未婚男女的肉體碰觸被視為不潔的象徵。手帕作

                                            
48
 （清）李觀海《歧路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頁 951。 

49 （清）李觀海《歧路燈》，頁 966。 
50 據阿尼克指出，人的唾液、汗液、尿液、精液以及陰道分泌物中可發現一些芳香混合物，經鑒定為動物的費

洛蒙（pheromone），且人身上存在鼻犁器官（vomeronasal organ），據阿尼克指出，鼻犁器官是位於鼻腔中的第二

個探測器。它位於鼻孔附近，由一對長而窄的囊構成。從胚胎起源和一般構造來看，它與嗅覺器官非常相像，

但感受細胞的生理特性卻不一樣。它比嗅覺器官小，而且長期以來被人錯誤地視為一種退化的輔助嗅覺器官。

雖然並不能論證人的鼻犁器官具有和哺乳動物一樣經由費洛蒙的刺激可以控制性行為，但其確實具有對一些化

學元素的溝通功能。且其通過一系列社會學的實驗，試圖證明氣味與情慾間的聯繫。（法）阿尼克·勒盖莱著，黄

忠荣譯：《氣味》，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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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物，其承載的氣味幻想可以取代真實肢體接觸，造成男性對於女性情人身體感

上的關聯，引發男性對物的依 ，從而達到以物思人（由物而情）的 終目的。 

在這一點上，手帕與鞋的功能是極近似的，高桂惠在〈《金瓶梅》「禮物」書寫

初探〉中討論二十八回陳經濟與潘金蓮的鞋帕交換時指出，「陳經濟千方百計地用

「他們的」繡履，交易而得「我們的」汗巾。他在這場交換與贈予當中，以窺探私

密情慾活動的證物，換得潘金蓮貼身的汗巾，這貼身汗巾浸染玉體淋灕香汗的情慾

想像，其實與繡履不分軒輊」51。而考察大量古典小說，可以發現大量的鞋帕關聯、

組合的禮物書寫。如《百家公案》〈汴京判就胭脂記〉中，落難書生郭華與胭脂鋪娘

子王月英互生情愫，郭華約月英元宵節於相國寺同玩花燈，與他相會。不想郭華酒

醉誤事，醉睡寺中，王月英來到寺中，見華推之不醒，深歎無緣，留下作為印記的

便是繡鞋一隻，手帕一幅。〈陸五漢硬留合色鞋〉 中張藎與壽兒一見鍾情，亦是以

紅菱汗巾換合色鞋，本是一場風流，卻由陸五漢攜信物冒認張藎與壽兒歡愛，陰差

陽錯，引來滅門慘案。 

手帕、繡鞋除卻字面的寄「思」喻「諧」之外，女性相關贈送的行為，終是迎

合著古代男性的物 ，其實質是女子以感官殘留為條件的投其所好。其中難免的是

以情為代價算計，贈予行為的目的是情與思的報償。但總的來說，女性以情慾的象

徵意義作為鞏固贈與報之間的聯繫，其實質是具有潛在的妥協性的。 

上既以汗說慾，此便試以淚談情。陸遊有詞《釵頭鳳·紅酥手》道：「紅酥手，黃

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

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

莫！」此中「鮫綃」亦是手帕別稱，《述異記》曰：「南海出鮫綃紗，泉室（鮫人）

潛織。一名龍紗，其價百餘金。以為服，入水不濡」52。又劉奎注綃作「竹孚俞也」

53，即竹中的白色薄膜。《述異記》所載，實為民間傳說，但鮫人既以淚稱，以鮫綃

稱擦淚之帕，既合其用，又能成全其美。陸遊之詞，道是與唐婉的十年離別，故園

                                            
51 高桂惠〈《金瓶梅》「禮物」書寫初探〉，頁 23-28。 
52 （梁）任昉：《述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41 年），頁 2。 
53 （梁）蕭統選輯，（唐）李善注釋：《昭明文選》卷五〈賦丙·京都下·吳都賦〉，（臺北：正中書局，1971 年），

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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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卻已物是人非，悲從中來，這載淚鮫綃，亦是其情思所托。而在古典小說中，

這淚與帕寫成的情思自然是避不過林黛玉的。 

《紅樓夢》中與手帕關聯的情節不在少數，二十四回「癡女兒遺帕惹相思」寫

的便是林紅玉與賈芸的以帕定情，「小紅是個不諳事的丫頭，卻因他原有三分容貌，

心內著實妄想癡心的向上高攀，每每的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54，卻因「寶玉身邊

一幹人都是伶牙利爪的」，於是懨懨消了心思，「忽然聽見老嬤嬤說起賈芸」，忽的有

些動心，於是便在夢中夢見賈芸拾帕。而這頭小紅丟了帕，卻真又是賈芸撿著了。

賈芸聽見小紅和墜兒的對話，「便知是小紅的，心內喜不自勝。又見墜兒追索，心中

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55，使墜兒交於小紅，而小紅明知賈

芸還的手帕不是自己那一塊，卻仍急忙收下了。 

這段書寫的有趣之處在於贈送的行為並沒有真正的發生，卻因兩人的心照不宣

在結果中得以完成，被動的丟拾關係解構了主動禮物贈予中答償的壓力，小紅的手

帕本身不具備禮物的性質，卻因賈芸的恰也有意，使手帕成為了造成兩人關聯的重

要物件。而賈芸的歸還實際上則又是試探性的給予，禮物的性質在小紅的默認中得

以落實，因此賈芸手帕中承載的情亦被接受，此後便落於情感上的相互回饋。 

有讀者在論及林紅玉的時候這樣言道：「有人說她（林紅玉）是一個低階級的世

俗版林黛玉。黛為青黑色石頭，象徵『青埂』；紅玉則代表『紅塵』。這是個很有道

理的說法，至少兩人的多愁多病和清醒悲觀是非常相似的。小紅愛上了賈府旁枝的

子侄輩窮親戚賈芸，賈芸為人精明強幹，生得又斯文清秀，似乎有點兒像寶玉，所

以被寶玉認了乾兒子。他與小紅互贈手帕，彼此留情，演繹了另一段低階版的愛情

故事。小紅與黛玉多有相似之處，連定情贈物也完全相同，不同的是 終愛情得到

了一個大團圓的美滿結局」56。其說確是看穿兩位女子於己於命上的悲觀通透，但卻

似也忽略了一點，小紅的悲觀是現實的，因此就連手帕作為她與賈芸間的信物，其

本身仍是物質的，是賈芸暗含了一些算計的投石問路，而林黛玉的悲是於情於命的

莫可奈何，是真實落在手帕上的眼淚，手帕是其悲與情的直接載體。 

                                            
54 （清）曹雪芹著，高鶚續著《紅樓夢》，頁 337。 
55 （清）曹雪芹著，高鶚續著《紅樓夢》，頁 358。 
56 憑欄翠袖：〈扇子帕子汗巾子〉，（2009 年 1 月 6 日），檢自：http： 
//www.360doc.com/content/09/0106/21/96107_2278161.shtml 

DOI:10.6814/THE.NCCU.CHI.004.2019.A08 



 152 

《紅樓夢》三十四回，黛玉去見挨了打的寶玉，寶玉臥於病榻之上見林黛玉「雖

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得利害」57，便在黛玉走後，

差晴雯送了兩條舊帕給黛玉。旁人讀了便如晴雯疑惑怪，為何要送兩條半新不舊的

帕子。再看林黛玉借帕時的反應： 

 

黛玉聽了，心中發悶：「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	

的？必是上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	

「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見，越發悶住，著實細心搜求，思	

忖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聽了，只得放下，抽	

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58	

 

黛玉初見帕子，以為是新的，於是不喜，甚至不願一看。知是舊帕方才「大悟」，於

是知手帕於黛玉的意義並非新舊皆可載意的「橫豎是思」，歷來讀者對這舊帕詮釋頗

多，有以其喻「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之意；亦有取諧音「就怕」，詮寶玉擔心黛玉

掛念；李芬蘭〈手帕：傳情的使者——論「手帕」在《紅樓夢》中的作用〉則認為

舊帕是在傳遞和題詩，才有了特別的意思59。 

諸家之說，皆有其可取，卻忽視了寶玉所贈舊帕有「兩條」，若從前說，手帕或

不必為二。本文以為，這兩條舊帕，或原便為黛玉所有。文前寶玉惹黛玉氣惱時，

黛玉時常將手帕甩於寶玉，見第二十八回末尾：「林黛玉道：我才出來，他就忒一聲

飛了。口裡說著，將手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防，正打在眼上，噯呦

了一聲」60。又三十一回道「林黛玉雖然哭著，卻一眼看見了，見他（寶玉）穿著簇

新藕荷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著淚，一面回身將枕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

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自泣。寶玉見他摔了手帕來，忙接住拭了淚，

又挨近前些」61。而就這點對前文做一點推敲，或亦可為旁證：寶玉被打重傷臥床，

                                            
57（清）曹雪芹著，高鶚續著《紅樓夢》，頁 455。 
58（清）曹雪芹著，高鶚續著《紅樓夢》，頁 460。 
59 李芬蘭〈手帕：傳情的使者 ——論「手帕」在《紅樓夢》中的作用〉，《社會科學家》，（2005 年 5 月），頁 480。 
60（清）曹雪芹著，高鶚續著《紅樓夢》，頁 395。 
61（清）曹雪芹著，高鶚續著《紅樓夢》，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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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舊帕卻是其能「伸手拿來」的，則知手帕是他貼身，抑或近床放著的，足見寶玉

對此物之惜。 

但無論這兩方舊帕是歸屬寶黛何人，後人詮釋的是對是錯，這兩方舊帕已經或

將承載的确是二人之淚。多少情絲、愁緒隨淚融入這兩方香帕。雖然淚痕銷跡，情

未嘗稍減，思未嘗稍淡。寫舊兩方手帕的恰是二人共度的時間。黛玉今生本是還淚

而來，寶玉以舊帕贈之，是對黛玉的知情惜淚，亦是衷情默訴。黛玉落入帕中的心

事，唯獨寶玉懂得。寶玉寄來舊帕的意義，唯獨黛玉知曉。或許這書裡書外的一寸

天地，只此二人彼此掌握著讀出寫入帕中密語的解碼方式。這往來間兩人的心有靈

犀，似乎無需旁人詮釋，讀來也是美的。 

黛玉有感於寶玉知音，於是在帕上題詩。至此這兩方手帕，便是寶黛深情所托。

於是又第九十七回黛玉在得知寶玉與寶釵即將成婚的事後，吐血臥床，臥床自知命

不久矣，並命雪雁拿這題詩的舊帕要毀。「只見黛玉接到手裡，也不瞧詩，紥掙著伸

出那只手來狠命的撕那絹子，卻是只有打顫的分兒，那裡撕得動」62， 後決然用火

盆，燒了這帕子和詩稿。高鶚於《紅樓夢》之續，後人多褒貶不一，為此篇多以妙

絕，帕子、詩稿，一為其情，二為其才，黛玉一把火，了卻其在人間所有美好，尤

見其已心如死灰。 

香帕、汗巾所攜香氣，原本便是香料熏染所致。與女子的汗水或淚水的真實氣

味本無直接的關係，但以後者落入帕上，身體的象徵亦隨之寫入。帕上之香，被讀

為女性身體之香，因此便具備了承情達慾的作用。小說寫男性之「讀物」，雖多數時

候是略過聞的動作書寫直接將「睹」與「思」相關聯的，但在情慾傳達的過程中，

氣味的作用實際已經得到發揮並轉化為物的結點作用或文本的敘事動機。 

（二）男帕——承諾的編織 

手帕於女子，是其情淚所載，亦是其身體的延伸，於男子，則又當別論。相較

於女性注重手帕的裝飾性和寄寓性，男性更加注重手帕的實用性。一方面，男性亦

將手帕用作汗巾，但文學作品中卻鮮有以男性汗液作為情慾幻想的例子。這似乎涉

及到人們對於兩性身體想象，汗液是人體的代謝物，從現代衛生的角度看，它是一

                                            
62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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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穢物，但在文人的書寫中，女性的汗液時常被形容為香汗，從而使人產生一種潔

淨感，而男性則否。並且一些對於市井百姓或底層的工人的描寫反更側重其汗臭63。

因此在小說的書寫下，男性雖也以隨身攜帶的手帕作為信物，卻很少是直接贈予的，

往往會加以裝飾。 

唐傳奇《霍小玉傳》中，李益為了安撫霍小玉對於兩人身世門第之間的憂慮，

便在繡帕題詩，立誓不棄： 

 

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不相舍。夫人何發此言。	

弦之暇，雅好詩書，筐箱筆研，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秀囊，出越姬烏絲欄素	

縑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	

聞之動人。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64。	

 

而明人陸採的《懷香記》亦有韓壽贈賈午題詩汗巾的橋段，才子、英雄自古便是佳

人所慕，一腔才情題於紙上，言鑿鑿的是不負不忘，怎能不叫女子心動，故於手帕

題詩是贈帕方式其一。其二便是將手帕結成同心結，取永結同心之意。明人王圻《三

才圖會》中的「魂帛圖」就介紹了「結帛式」：「用白絹一匹，結如世裕所謂同心結

式。」〈陸五漢硬留合色鞋〉65中張藎便是袖中摸出一條紅綾汗巾，結個同心方勝，

團做一塊，丟擲給壽兒，惹得壽兒時常捧著這紅汗巾惦念思量。〈喬兌換鬍子宣淫〉

中唐卿有意撩撥船家女，也是「開了箱子取出一條白羅帕子來，將一個胡桃系著，

結上一個同心結，拋到女子面前」66。 

相較於女性因體液浸染手帕而衍生出的情、慾寄託，男性贈帕往往是言語文字

的附加或對手帕外在形態的改變，承諾以形式化的文辭或樣態落實。履行的狀況仍

                                            
63
 魯迅在其作品《文學與出汗》（魯迅《而已集》，香港：三聯書店，1958 年，頁 115）中尤其強調了這種「『弱

不禁風』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二分的書寫特色，卻也印證了阿尼克在《氣味》

一書中指出的「同一種氣味，標誌著某一個體隸屬某一群體，有助於該個體融入，也表示該個體與其他群體無

關，並在個體和其他群體之間形成一道隔閡。因此，氣味也就成了種族歧視、社會階級，甚至是道德批判的證

明，簡單的說，氣味是一種標誌。」 
64 （唐）蔣防：《霍小玉傳》，收錄於《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3949。 
65 （明）馮夢龍：《醒世恆言》，（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頁 294。 
66 （明）淩濛初：《淩濛初全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頁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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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實際狀況而定的，於是時常有物不能信，情未必定的狀況。徐謂的移情他娶便

是典型，帕上黑字落成的重諾，在現實的催折下薄如手帕本身，佳人的苦等也在

後的看清中以玉殞香消告終；而於張藎，他雖有心納壽兒為妾，也不妨他流連風月，

致使歹人有機可乘，汙了壽兒清白也賠上了她一家性命；唐卿結帕更不過是借物調

情罷了；惟韓壽、賈午贈帕偷香，幾經波折仍不改其初，成就了一段良緣。由見情

節的因果，實際在一定程度上也與重要物件的物性有所關聯。 

此外，男性單純贈送香帕、汗巾的情節亦有之。《金瓶梅》中西門慶每贈女子香

帕、汗巾，大多具有獎賞的性質，這種獎賞近乎財產的發放，香並不具獨立意義，

不過是一種價值的表徵。如西門慶賜賞桂姐、宋惠蓮等汗巾，都是恩寵的展示。因

此，女子得帕多是得寵的表象。吳月娘、李瓶兒等一眾太太也時常以手帕等物打賞

下人。 

男性贈巾、贈帕中，意義相對特殊的是《紅樓夢》中北靜王、蔣玉菡、賈寶玉

與襲人四人間的贈巾。蔣玉菡從北靜王處得來一條大紅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

貢之物，夏天繫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67。為達情誼，蔣玉菡又以這條汗巾為禮，

換了寶玉身上的襲人原屬襲人的舊汗巾。這兩段贈禮中，北靜王予琪官的是賞，琪

官與寶玉易的是情。出於賠償，寶玉轉手將琪官所贈的汗巾贈予襲人是因其「得情

忘物」，而琪官一直將寶玉所贈汗巾珍藏至末尾，是「以物銘情」。這段情、物的幾

番周轉隨著友情、愛情的虛實難辨顯得尤其微妙。襲人將自己的汗巾予寶玉繫在腰

間是自是有情，琪官換走以為屬於寶玉卻實是襲人的舊汗巾也是因情。「情不情」的

寶玉卻在陰差陽錯中將兩人的禮物進行了調轉，使有情物卻入了無情人的手中。這

原本是兩頭情的落空，在高鶚的續書中，偏又以此二物，聯繫出一段緣，成就了琪

官、襲人體貼卻無情的婚姻。這其中既有物之流轉中的錯中生「對」，啼笑皆非的荒

誕感；亦有情之傳遞中的芳心錯付，流水無情的莫可奈何。 

綜上可見，容臭之物以禮物的形式流轉於人際所產生的敘事意義。一方面，寫

入物中的身體意義和象徵意義使情慾的想象和隱喻得以藉由氣味被感知。在材質、

樣式、諧音、價格等公知、公見因素以外，局部信息讀取的範疇被縮小至個人。體

                                            
67 （清）曹雪芹、高鴞著，馮其庸等校注：《彩畫本紅樓夢校注》，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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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箇中情意的私密性和專屬性，成就了收贈雙方之間得心有靈犀。另一方面，物

以禮的形式流動帶動了人物的調度，情物之間的收支與報償可以回饋到對於人物關

系的探查，且物於敘事中的結點作用亦得以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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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明清小說地位之特殊，是其在相對保守的思想環境下，將關照的視域從家國天

下延伸至微末的個人。原本為文人所忽視的巫醫百工、落魄書生、伶官歌女、黃髮

垂髫、閨中女性甚至是怪力亂神都被作為小說書寫對象，共構出豐富的社會生活和

想象世界。而小說所以不同於繪畫，關鍵在於其能藉由人、物、時空的調度展演故

事的發生。從而於白紙黑字中，生出形色、聲樂、冷暖以及人間百味。這其中，氣

味同作為人體感官的體驗對象在小說中出現的頻次或許遠不如人的所見、所聞，但

其輻射出意義層次卻不可謂不多。 

首先，人對氣味的感知與偏好便涉及到無意識的本能和歷史文化所層積的刻板

印象。而對於氣味的審美及感知焦點又回應著人自身的文化層次以及身份、性格特

質。並且在人物及其社會關係的形成上，氣味作為身體感知的邊界，在主體與他者

的對看關係中，在集體認同形成的過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此氣味對人物及人物

關係塑造之影響。 

其次，氣味在空間上往往對應著一個具體的範疇，場域的概念也隨之形成。以

氣味之有無為基準，構成了不同空間之間的「界」的概念。因此現實與想象中的跨

界也時常經由氣味的引渡實現。而在時間上，氣味的消散感對應著時間的流逝感，

且這種流逝感若無具體的物作為參照，通常會呈現主體時間與客觀時間的不對等。

因此小說在書寫無聊、恍惚、入夢等虛實模糊意識狀態下，經常會去建構一個溫暖

的或者帶著香氣的環境。此氣味於時空建構之影響。 

再次，從技法的角度，作者賦予氣味的象徵意義，使讀者可以藉由對局部氣味

調性的解讀和總體氣味氛圍的探察推敲小說的主旨與基調，關聯人物的特質與命運。 

除此之外，氣味書寫可以傳達的信息還有很多。比如藉由氣味寫入物中的情慾，

比如通過氣味進行裝飾的真實需求。比如以香為名的期許與實況，再比如以臭為罵

的所指及語源等等。且相關經濟、文化等真實背景的匯入，亦有助於拓寬小說的現

實意義和詮釋向度。 

本文的討論基本遵循上述邏輯和視域。主要是以氣味為線索捕捉明清小說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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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嗅覺這一感覺經驗對於小說情節、人物生命歷程的滲透，並考察其書寫意義。以

《金瓶梅》和《紅樓夢》香/臭為例，氣味涉及身份、階級、性別、文化、生死等多

個議題，對小說基調的奠定和主題的呈現都影響深遠。 

就真實的感知層面。小說中，從氣味角度被感知的對象包括了人、物、局部的

環境以及整體的空間。其中，人對於氣味修飾性的利用，反映出人處於社會當中的

客體意識。即其預設了一種被感知的狀態，並試圖藉由對於身體的修飾去形成或獲

取認同。以性別視角為分界，小說中女性以香形塑美，男性以香展演社會地位；以

身份視角為分界，小說中士人以香表達志趣，商人以香展演富貴。這一系列對外展

示、或者自我展演的行為，本質上都基於外顯自我的心理需求。人渴望經由被他人

感知，尋求自己的社會定位。這是對其自身社會屬性的認知體現。 

與此同時，人物也充當著感知的主體。本文通過對西門慶和賈寶玉對於女子體

香、以及日常用香的審美差異的比較，注意到西門慶的對於女子體香的迷 是純然

基於情慾與肉體的感官追求，而對於常香的使用則具備展演性質，反映出其迫切渴

望融入上層社會的心理。反之，賈寶玉對於女性香的體察，則是建立於知情的基礎

之上，雖在行為上顯露憨痴，卻未生褻玩之心。另其於常香的賞用，則受到香文化

的滋養。寶玉既有識物之知，又有玩物之閑，更有體物之心。因此對香的蘊藉，物

的風雅都極具講究。兩人體香焦點及物觀的差異，一面印證了兩人「情觀」的不同，

前者重慾，後者重情。一面則反映出士人階層與商人階層基於物之價值和審美間的

幽微較量。而這也回應了明清士商社會地位變更下，兩個階層內部各自的身份焦慮。 

而作者對於氣味的表徵功能的利用，藉由氣與質的對應或對立去呈現人物則是

小說書寫藝術的技巧的體現。香與臭，香調與香韻，皆是作者予告的人物標簽。在

情節推演過程中，作者往往經由言行、事件對特定人物刻板印象加以強調或打破，

以此確立角色或者寄寓褒貶。《紅樓夢》對於這一點的運用可謂集精彩與精湛。如：

借寶玉之口脫出的「女香男臭」是立；每個女子所處空間與其自身的香調的對應是

立；劉姥姥的市井、可愛以及其 終對巧姐的救贖對應其「臭」的表徵是立後再破。

恰是在這多層次的破與立之間，串聯成了《紅樓夢》完善的氣味象徵體系。 

且香氛、香勢亦能達意。大觀園內香之純凈清韻，對應的是一眾少女的玉潔冰

清；西門府中香之濃豔曖昧，對應的幾位婦人的成熟風韻。《紅樓夢》中，大觀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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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盛時，青春正好，大觀園香勢銷時，人去樓空。《金瓶梅》裡，潘金蓮房中凡香起，

往是恩寵情慾正盛；凡香沒，便是百無聊賴的寂寞。而李瓶兒房中，氣味的由香到

臭，到以香蓋臭，對應的是李瓶兒由生到死的生命軌跡和西門慶由慾到情的表達變

化。氣味的總體的質與量在小說的篇幅內得以被體察。氣味消長與情節起伏間對應

關係，使其成為映照小說走勢重要象徵。 

再是就話語層面。小說的命名與詈罵中都傳達著氣味的意識，兩者的本質都是

在建構名所指稱對象的社會定位。寄於香中的美好象徵，以及由臭及其義近詞構成

的污穢意象群，其意義来源都是身體於氣味之好惡融入人的日常的文化與思維的結

果。在文學的抒情傳統和世俗的語言應用中，香、臭在隱喻中所能映射的目的域不

斷被拓寬，相關的語用詞彙也不斷得到豐富。因此同表香義，亦有雅俗之分。同為

香名，亦有貴賤之別。作者對於小人物的命名、詈罵的斟酌與把握，既需要符合獲

名（罵）者的身份特質，又需貼合命（罵）名者的性格特點及文化層次，尤其體現

出語言藝術的精深。尤其是《紅樓夢》在前一基礎上，還能使個別姓名與人物自身

命運形成關照，足見作者於細節處所下筆墨以及對小說各式象徵的調度。 

    另外，本文通過對於容臭之物的整理，注意到小說物質的展演與流轉之間，對

於真實香文化、香經濟的反映，以及後者對小說書寫產生的影響。在物質視角下，

本文注意容臭之物作為禮物，在社交或傳情的不同語境下，其象徵意義，以及收贈

雙方對於物的關注焦點之不同。前者將禮物視為社會資本及象徵資本，關注物的經

濟價值和襯托身份的作用。後者則將氣味視為身體的延續，以禮的形式託付相思。 

    然而跨過形式與手法，從《金瓶梅》和《紅樓夢》的角度考察其整體的氣味敘

事，以下幾點尤易讓人產生共鳴： 

    其一是氣味書寫襯托出的生活氣息。氣味貫穿著小說中每一個人生的軌跡。食、

衣、住、行，生活的瑣碎細節皆因有氣味的寫入而顯得生動和完整。用香的目的下

固然或有一些羨妒與虛榮，傲慢或清高，但無論是取悅自己，或是取悅他人，其回

應的究竟是一個人存在世間的樣態。小說中，不同的年齡、性別、職業、階級的人

有著各自氣味的表達，如少女、婦人、老嫗；如男子、女子；如文人、商人；如貴

胄、富戶、市井。而每一個人的生存階段，如生、老、病、死又都被不同的氣味包

圍。以李瓶兒為例，小說既以氣味勾勒出其生的光鮮體面，亦是以氣味描述其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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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迫無力。直至其死亡的儀式中，西門慶亦是用香的載體去安頓其即將腐敗的肉身。

其芳華尤在時，香關聯出的都是慾的書寫，是西門慶的榮寵不盡；其香消玉殞後，

香描繪出的卻都是情的表達，是西門慶的珍重與憐惜。氣味於小說中的在場，使人

的感官是完整的，使人的情慾是完整的，使人物似乎真的「活過」。 

其二是寫入氣味的記憶與感情。怕是 親近的人，才會用舊物為禮。殘留物中

的「痕跡」是贈物者身體與記憶的延續。這當中，氣味當是展開相思與情慾的密碼，

唯「悅己者」能讀出，為「知情人」能懂得。如寶黛以舊帕相贈，信物流轉間，千

言萬語卻作兩人之間的心照不宣。 

    其三是藉由氣味跨越空間的意識與想象。人的五感具有感知空間的作用，視覺

的先行與慣性建構出一種常態的空間感。小說中，作者時常藉由其他感官的放大去

營造「非常」或者「跨界」的空間體驗，而嗅覺更是其中佼佼。似乎嗅覺在意識層

面本身就有一種致幻的力量，對於氣味或氣體的吸納常常引發大腦中的想象或者超

越感受。因此，宗教儀式中的神聖體驗和香文化中的潔、淨感受都需藉助嗅覺達到，

小說中的神異敘事更常有氣味在場。 

其四是《紅樓夢》藉由氣味演繹的一場觸目驚心的傷逝。如果說《金瓶梅》氣

味敘事已經能夠映照出生之百態，《紅樓夢》的氣味象徵則是刻骨人髓的。曹雪芹藉

由氣味將人物的氣質命運與大觀園的空間緊緊地聯繫在一起。隨著青春的流逝，隨

著少女的魂銷夢斷，太虛幻境中的「千紅一悲」、「萬艷同窟」在曾經的樂園凈土逐

漸上演。花木的凋零，香芳的流逝，兀自沁芳溪，隨風消散的昨日音容……種種意

象關聯出一種物是人非的殘忍，嘲弄著人於命運的莫可奈何。 

綜上可知，《金瓶梅》、《紅樓夢》的氣味敘事所涉小說內容、技法、主旨、象徵

之深，牽連身份、階級、性別、文化、生死等議題之廣，容納思想、經濟、文化意

涵之多。而其尚不過是浩如煙海的明清小說中之兩本，本文的關注面向亦不過是以

人為核心的身體、語言、象徵層面的氣味書寫。未能關照、細陳的類型、題材不可

勝記。但據已有的討論，足以確認氣味敘事在小說細節呈現的重要性。人物行為過

程中，感官的與動以及感官邏輯的合理，是作者將人物「寫活」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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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金瓶梅》「香」及相關描寫	

 《金瓶梅詞話》「香」及相關描寫 

回

數 

關

鍵

字 

 

對象 

性

質 

 

文本 

2 香 潘金蓮 貌 黑鬢鬢賽鴉翎的鬟兒，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清冷冷杏子眼

兒，香噴噴櫻桃口兒，直隆隆瓊瑤鼻兒，粉濃濃紅艷腮兒…… 

2 香 潘金蓮 貌 頭上戴著黑油油頭髮髻，口面上緝著皮金，一徑裏執足出香

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 

2 香 潘金蓮 物 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褲腳兒髒頭垂下。 

2 香 潘金蓮 貌 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扣鶯花。 

2 香 潘金蓮 貌 行坐處風裙褲，口兒裏常噴出異香蘭麝。 

2 香 王婆 物 玉皇殿上，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

腰抱住。 

4 香 潘金蓮 性 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漾，涓涓露滴牡丹心。

直饒匹配眷姻諧，真個偷情滋味美！ 

4 香 潘金蓮 性 西門慶嘲問了一回，向袖中取出銀穿心，金裹面，盛著香茶

木樨餅兒來 ，用舌尖遞送與婦人，兩個相摟相抱，如蛇吐信

子一般，嗚砸有聲。 

4 香 潘金蓮 性 溫緊香乾口賽蓮，能柔能軟 堪憐 

6 香 王婆 物 且說王婆拿銀子來買棺材冥器，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 

6 香 潘金蓮 物 婦人就知西門慶來了，於是一力攛掇他娘起身去了，將房中

收拾乾淨，燒些異香 

6 香 潘金蓮 貌 西門慶一面捧著他香腮，說道：「我怎肯忘了姐姐！」 

6 香 潘金蓮 性 偷香粉蝶餐花萼，戲水蜻蜓上下旋。 

7 馥 孟玉樓 貌 良久，只聞環佩叮咚，蘭麝馥鬱，婦人出來。 

7 香 孟玉樓 貌 但行動，胸前搖響玉玲瓏；坐下時，一陣麝蘭香噴鼻。 

7 香 孟玉樓 地

位 

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主。 

8 香 潘金蓮 物 臂上粉香猶未泯，床頭楸面暗塵埋。 

8 香 潘金蓮 貌 這婦人不聽便罷，聽了由不的那裡眼中淚珠兒，順著香腮流

將下來。 

8 香 潘金蓮 物 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 

8 香 潘金蓮 物 原來婦人在房中，香熏鴛被，款剔銀燈，睡不著，短嘆長籲，

翻來覆去。 

8 香 潘金蓮 性 當初奴愛你風流，共你剪髮燃香，雨態雲蹤兩意投，背親夫

和你情偷。 

8 香 潘金蓮 花

草 

一只玄色段子鞋，一雙挑線密約深盟隨君膝下，香草邊闌松

竹梅花，歲寒三友，醬色段子護膝 

8 香 潘金蓮 物 和尚請齋主拈香僉字，証盟禮佛 

8 香 和尚 物 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拏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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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 潘金蓮 物 那婦人佛前燒了香，僉了字，拜禮佛畢，回房去了。 

9 香 吳月娘 貌 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9 香 武松 物 買了些果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之類，歸到哥哥家。 

9 香 武松 物 約一更已後，武二拈了香，撲番身便拜。 

10 香 西門慶 物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器列象州之古玩，廉開合浦之明珠。 

10 香 西門慶 食 黑熊掌 ，紫駝蹄 ，酒後獻來香滿座。更有那軟炊紅蓮香稻 ，

細膾通印子魚 ……斟來瓊液，紫金壺內噴清香。 

10 香 潘金蓮 性 婦人連忙熏香打鋪，和他解衣上床。 

11 香 西門慶 花

草 

西門慶才數子兒，被婦人把棋子撲撒亂了，一直走到瑞香花

下，倚著湖山，推掐花兒。 

11 香 潘金蓮 性 被西門慶走向前，雙關抱住，按在湖山畔，就口吐丁香，舌

融甜唾，戲謔做一處。 

11 物 潘金蓮 物 房中熏下香，預備澡盆浴湯。 

11 香 西門慶 物 到是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與香盒茶兒，遞與桂姐收了。 

11 香 桂姐、 

桂卿 

唱

詞 

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 

 

11 香 桂姐 唱

詞 

行動香風送，頻使人欽重。 

12 香 西門慶 食 雪綻般茶盞，杏葉茶匙兒，鹽筍芝麻木樨泡茶 ，馨香可掬，

每人面前一盞。 

12 香 潘金蓮 物 裙邊帶的錦香囊股子葫蘆兒，也與了他，系在身底下。 

12 香 琴童 物 著了慌，就忘下解了香囊葫蘆下來。 

12 香 琴童 物 一個剝去他衣服，扯了褲子，見他身底下穿著玉色絹𧜽兒，

𧜽兒帶上，露出錦香囊葫蘆兒。 

12 香 琴童 物 向袖中取出琴童那香囊來，說道：「這個是你的對象兒，如何

打小廝身底下捏出來？你還口漒甚麼？」 

12 香 潘金蓮 物 說著紛紛的惱了，向他白馥馥香肌上，颼的一馬鞭子來，打

的婦人疼痛難忍！ 

12 香 潘金蓮 物 這個香囊葫蘆兒，你不在家，奴那日同孟三姐在花園裡做生

活，因從木香欄下所過，帶系兒不牢，就抓落在地。 

12 香 潘金蓮 物 當下備了香燭紙馬，替婦人燒了紙。 

13 香 西門慶 詩 千枝紅樹妝秋色，三徑黃花吐異香。 

13 香 李瓶兒 酒 小壺內滿貯香醪。 

13 香 李瓶兒 物 吃得酒濃時，錦帳中香熏鴛被，設放珊枕。 

13 香 李瓶兒 性 兩個隔牆酬和，竊玉偷香，又不由大門裏行走，街坊鄰舍，

怎得曉的暗地裡事。 

13 香 李瓶兒 物 晚夕金蓮在房中香熏鴛被，款設銀燈，艷妝澡牝，與西門慶

展開手卷，在錦帳之中，效於飛之樂。看官聽說：巫蠱魘昧

之事，自古有之。 

15 香 燈市 物 只只隨繡帶香球，縷縷拂華旛翠幰。 

15 香 桂卿、

桂姐 

食 頂老彩漆方盤，拿七盞來，雪綻盤盞兒，銀舌葉茶匙，梅桂

潑鹵瓜仁泡茶 ，甚是馨香美味 

16 香 李瓶兒 酒 春臺上高堆異品，看杯中香醪滿泛。 

16 香 李瓶兒 性 婦人露著粉般身子，西門慶香肩相並，玉體廝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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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香 李瓶兒 物 奴這床後茶葉箱內，還藏著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蠟、兩罐

子水銀、八十斤胡糊椒。 

16 香· 李瓶兒 物 他還有些香蠟細貨，也直幾百兩銀子，教我會經紀，替他打

發銀子。 

16 香 李瓶兒 物 一日西門慶會了經紀，把李瓶兒床後茶葉箱內堆放的香蠟等

物，都秤了斤兩，共賣了三百八十兩銀子。 

16 香 李瓶兒 性 西門慶看他醉態顛狂，情眸眷 ，一霎的不禁胡亂兩個口吐

丁香，臉偎仙杏。 

17 香 李瓶兒 性 吃了一回，使丫鬟房中搽抹涼席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

焚蘭麝，衾展鮫綃，脫去衣裳，並肩迭股，飲酒調笑。 

17 香 李瓶兒 性 紗帳香飄蘭麝，蛾眉輕把簫吹。 

17 香 李瓶兒 食 酒饌已陳，麝蘭香藹。 

18 香 西門大

姐 

話 他也知道些香臭兒。 

18 香 西門慶 性 款傍香肌，輕憐玉體，嘴到處胭脂記。 

19 香 月娘等  當下吳月娘領著眾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鬬草坐香茵

之上。 

19 香 潘金蓮 性 露見美玉無瑕，香馥馥的酥胸，緊就就的香乳，揣揣摸摸良

久，用口犢之，彼此調笑，曲盡於飛。 

20 香 李瓶兒 性 香氣熏籠，好似花間之蝴蝶對舞。 

20 香 陳經濟 性 誰知這小夥兒，綿裏之針，肉裏之剌，常向繡簾窺賈玉，每

從綺閣竊韓香。 

21 香 吳月娘 物 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鬥焚香，夜杳祝禱穹蒼 

21 香 吳月娘 性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之處，麝蘭半吐，脂香滿唇。 

21 香 潘金蓮 貌 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妝臺前整掠香雲。 

21 香 吳月娘 物 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 

21 香 李瓶兒 物 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熏被的銀香球，說道：「李

大姐生了彈！」 

21 香 西門慶 雪 白玉壺中翻碧浪，紫金壺內噴清香。 

21 香 西門慶 食 一碟香噴噴曬乾的巴子肉 ，一碟子柳蒸的勒養魚 

22 香 宋惠蓮 物 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算，與他衣服、汗巾、

首飾、香茶之類。 

23 香 宋惠蓮 食 用一大碗油醬並回香大料，拌著停當，上下錫古子扣定。 

23 香 宋惠蓮 食 把個豬頭燒的皮脫肉化，香噴噴五味俱全。 

23 香 宋惠蓮 食 老婆一面用手揝著他那話，一面在上噙酒哺與他吃。老婆便

道：「爹，你有香茶再與我些，前日你與的那香茶都沒了。」 

23 香 宋惠蓮 物 於是袖中取出兩個棒兒香，燈上點著，插在地下。 

23 香 宋惠蓮 物 又大袖子袖著香茶木穉，香桶子三四個，帶在身邊。 

24 香 入話詞 物 香氣拂衣來有意，翠微落地拾無聲。 

24 香 潘金蓮 貌 羅袖隱藏人不見，馨香惟有蝶先知。 

24 香 街市 景 出的大街市上，但見香塵不斷，遊人如蟻。  

24 香 宋惠蓮 飾 又用一方紅銷金汗巾子搭著頭額，角上貼著飛金，三個香茶

並面花兒，金燈籠墜子，出來跟著眾人走百病兒。 

24 香 吳月娘 物 月娘便往佛堂中燒香去了。 

24 香 詩証 詞 早辰跨得雕鞍去，日暮歸來紅粉香。 

25 香 潘金蓮 貌 西門慶至晚來家，只見金蓮在房中，雲鬟不整，睡搵香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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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香 宋惠蓮 性 口中常噙著香茶餅兒 ，於是二人解佩露馬爰妃之玉，有幾點

漢署之香。 

26 香 宋惠蓮 性 婦人將身帶所佩的白銀條紗挑線四條穗子的香袋兒，裏面裝

著松柏兒，挑著「冬夏長青」，玫瑰花蕊並跤趾排草，挑著「嬌

香美愛」八個字。 

26 香 宋惠蓮 人 四肢冰冷，一氣燈殘。香魂渺渺已赴望鄉臺；星眼雙瞑魄悠

悠，屍橫光地下半晌。 

27 香 商販 物 第二經商客旅，經年在外，販的是那紅花紫草，蜜蠟香茶 

27 香 王侯貴

戚 

物 蝦須編成簾幕，鮫綃織成帳幔，茱莉結就的香球吊掛。 

27 香 翡翠軒 花 只見翡翠軒正面前，栽著一盆瑞香花，開得甚是爛熳。 

27 香 翡翠軒 景 但聞得荷香十裏，新月一鉤此景佳無限。 

27 香 翡翠軒 景 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湯下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

閒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 

27 香 葡萄架 景 噴鼻秋香，似萬架綠雲垂繡帶。 

27 香 西門慶 酒

/

性 

這西門慶一連吃了三鍾藥五香酒 ，又令春梅斟了一鍾兒，遞

與婦人吃。 

28 香 西門慶 酒

/

性 

婦人止著紅紗抹胸兒，兩個並肩迭股而坐，重斟杯酌，複飲

香醪。 

28 香 藏春塢

雪洞 

物 正面是張坐床，傍邊香幾上都尋到，沒有。 

28 香 金蓮鞋 物 和些拜帖子紙、排草、安息香包在一處。 

28 香 潘金蓮 貌 一窩絲攢上，戴著銀絲䯼髻，還墊出一絲香雲。 

28 香 潘金蓮 物 於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桃線，鶯鶯燒夜香汗巾兒，

上面連銀三字兒，都掠與他。 

28 香 潘金蓮 物 來旺兒媳婦子的一只臭蹄，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

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攪眼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著。 

29 香 李瓶兒 人 「皮膚香細，乃富室之女娘；容貌端莊，乃素門之德婦。」 

29 香 聚景堂 景 正值日當午時分，只聞綠陰深處，一派蟬聲；忽然風送花香，

襲人撲鼻。 

29 香 潘金蓮 物

/

性 

兩邊香球吊掛。婦人赤露玉體，止著紅綃抹胸兒，蓋著紅紗

衾，枕石鴛鴦枕，在涼席之上，睡思正濃。 

29 香 潘金蓮 性 房裡異香噴鼻，西門慶一見不覺淫心頓起，令春梅帶上門出

去。 

29 香 潘金蓮 性 原來婦人因前日西門慶在翡翠軒誇獎李瓶兒身上白淨，就暗

暗將茉莉花蕊兒，攪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膩

光滑，異香可掬。 

29 香 潘金蓮 性 婦人恐怕香雲拖墜，一手扶著雲鬢，一手扳著盆沿，口中燕

語鶯聲，百般難述，怎見這場交戰。 

29 香 潘金蓮 性 熱氣騰騰妖雲生，紛紛馥馥香氣散。 

30 香 蔡太師 物 老爺才從上清寶籙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 

30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慌的連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

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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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香 吳月娘 物 你頂受五花官誥，坐七香車，做了夫人。 

31 香 西門慶 物 又叫了許多匠人，釘了七八條都是四尺寬玲瓏雲母犀角鶴頂

紅玳瑁魚骨香帶。 

31 香 書童 物 這小郎正起來在書房床地平上，插著棒兒香，正在窗戶臺上

擱著鏡兒梳頭，拿紅繩紮頭發。 

31 香 書童 物 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系著一個銀紅紗香袋兒，一個

綠紗香袋兒。 

32 香 鄭、吳、

韓 

貌 眾人讓喬大戶為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個唱的從後

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蹀斜，身邊蘭麝降香。 

32 香 吳月娘 人 粉面貼著三個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當不正，

只磕了一個頭，就用灑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

面前。 

33 香 潘金蓮 性 他便房中高點銀燈，款伸錦被，熏香澡牝，夜間陪西門慶同

寢。 

33 香 潘金蓮 性 鼓鬣遊蜂，嫩蕊半勻春蕩漾；餐香粉蝶，花房深宿夜風流。 

33 香 陳經濟 花 手搭伏薔薇花，口吐丁香，把我玉簪兒來叫。 

33 香 陳經濟 物 姐姐，你在開元兒家，我和你燃香說誓。我拏著祥道祥元，

好黃邊錢也，在你家行三坐四。誰知你香爐拆爪哄我，受不

盡你家虔婆鵝眼兒閒氣。 

34 香 書房 景 風靜槐陰清院宇，日長香篆散簾櫳。 

34 香 應伯爵 食 餘者打成窄窄的塊兒，拏他原舊紅糟兒培著，再攪些香油 ，

安放在一個磁罐內，留著我一早一晚吃飯兒。 

34 香 西門慶 食 鮮紅鄧鄧的泰州鴨蛋 ，曲灣灣王瓜拌遼東金蝦 ，香噴噴油

煠的燒骨禿 ，肥肥乾蒸的劈酒雞。 

34 香 西門慶 食 落後才是裏外青花白地磁盤，盛著一盤紅馥馥柳蒸的糟鰣

魚 ，馨香美味，入口而化，骨刺皆香。 

34 香 書童 食

/

性 

那小郎口噙香茶桂花餅 ，身上熏的噴鼻香，西門慶用手撩起

他衣服，褪了花褲兒，摸弄他屁股，因囑付他：「少要吃酒，

只怕糟了臉。」 

34 香 阮三 物 陳宅母子每年中元節令，在地藏寺薛姑子那裡做伽藍會燒

香。你許薛姑子十兩銀子，藏他在僧房內，與小姐相會，管

病就要好了。 

35 香 西門慶 食 西門慶吐舌頭，那小郎口裏叱看鳳香餅兒，遞與他。下邊又

替他弄玉莖。 

35 香 白來 貌 裡邊插著一雙碌子繩子，打不到黃絲轉香馬凳襪子，坐下也

不叫茶。 

35 香 夏提刑 貌 翠藍羅襯衣，腰系合香嵌金帶，腳下皂朝靴，身邊帶鑰匙。 

36 香 西門慶 物 如今施捏佛施燒香，急水裡怎麼下得漿？ 

36 香 蔡狀元 物 教兩個小廝，方盒捧出禮物，蔡狀元是金段一端，領絹二端，

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安進士是色段一端，領絹一端，合

香三百，白金三十兩。 

37 香 王六兒 人 西門慶把眼上下觀看，這個女子，烏雲迭鬢，粉黛盈腮；意

態幽花酴麗，肥膚嫩玉生香。 

37 香 王六兒 物 那婦人聽見西門慶來，收拾房中乾淨，熏香設帳，預備下好

茶好水。 

37 香 王六兒 物 房正面紙門兒，廂的炕床，掛著四扇各樣顏色綾段剪貼的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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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遇鶯鶯蜂花香的吊屏兒，上卓鑒妝鏡架，盒罐錫器家活堆

滿。地下插著棒兒香，上面設著一張東坡椅兒。 

38 香 應伯爵 物 李智、黃四派了年例三萬香蠟等料錢糧下來，該一萬兩銀子，

也有許多利息，上完了批，就在東平府見關銀子。 

38 香 王六兒 物

/

性 

婦人早已床炕上，鋪的厚厚的被褥，被裡熏的噴鼻香。 

38 香 夏提刑 詞 金尊進酒浮香蟻，象板催箏唱鷓鴣。 

38 香 潘金蓮 物 一回兒，燈昏香盡，心裏欲待去剔續，見西門慶不來，又意

兒懶的動旦了。 

38 香 潘金蓮 物 懶把寶燈挑，慵將香篆燒。（時間感） 

38 香 西門慶 酒 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 ，我嫌他肴欠香肴欠氣的，我

沒大好生吃。 

38 香 潘金蓮 貌 香褪了海棠嬌，衣惚了楊柳腰。 

38 香 潘金蓮 貌 我著香腮，拋下珠淚來。我的苦惱，誰人知道？眼淚打肚裏

流罷了。 

39 香 入話詞 詞 殿前玉女移香案，雲際金人捧露盤。 

39 香 西門慶 物 道眾的襯施，你師父不消備辦。我這裡連阡張香燭，一事帶

去。 

39 香 西門慶 物 到正月初八，先使玳安兒送了一石白米，一擔阡張，十斤官

燭，五斤沉檀馬牙香，十二疋生眼布做襯施；又送了一對京

段，兩壇南酒 ，四隻鮮鵝，四隻鮮雞，一對豚蹄 ，一腳羊

肉，十兩銀子，與官哥兒寄名之禮。 

39 香 玉皇廟 景 寶殿前仙妃玉女，霞帔曾獻禦香花。 

39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進入壇中香案前，旁邊一小童捧盆巾灌手畢，鋪排跪

請上香，鋪氈褥行禮叩壇畢。 

39 香· 文書符

命 

物 今日勾銷頃願典者，祠家侍奉長生香火，三教明神，勾銷老

爹昔日許的願款。 

39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於是洞案前炷了香，畫了文書，左右捧一疋尺頭與吳

道官畫字。固辭再三，方令小童收了。 

39 香 齋壇 景 香騰瑞靄，千枝畫燭流光；花簇錦筵，百盞銀燈散彩。 

39 香 眾人 物 眾人圍定，兩個姑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著一對蠟燭，都

聽他說因果。 

39 香 大師父 物 忽的一日出門遊玩，見一夥善人，馱載香油 細米等物，人人

稱念佛號。 

39 香 員外 物 連忙與我裝載數車香油 米麵，各樣菜蔬錢財等物，我往黃梅

山裏打齋聽經去也。 

39 香 吳月娘 物 月娘從新剔起燈燭來，炷了香。 

40 香 香 食 李大姐，那邊香幾兒上，牙盒裡盛的甜香餅兒，你取些來我。 

41 香 前廳 景 一面堂中畫燭高檠，花燈燦爛，麝香靉靉，喜笑匆匆。 

41 香 妓女 詞 翡翠窸紗，鴛鴦碧瓦，孔雀銀屏，芙蓉繡榻，幕卷輕綃，香

焚睡。 

42 香 房裏 景 安息沉香，熏的噴鼻香。 

42 香 燈市 詞

/

景 

萬井人煙錦繡圍，香車駿馬鬧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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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香 王六兒 物 下邊顯著趫趫兩隻金蓮，穿老鴉段子紗綠鎖線的平底鞋兒，

拖的水鬢長長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鉛粉，學個中人打扮，耳

邊帶著了香兒。 

42 香 吳月娘 食 也有黃烘烘金橙，紅馥馥石榴，甜遛遛橄欖，青翠翠蘋婆，

香噴噴水梨。 

42 香 李銘、

吳惠席 

詞 細氤氳，蘭麝飄，笑吟吟，飲香醪。 

42 香 西門慶 詞 不愁明月盡，自有暗香來。 

43 香 西門慶 物 正值李智、黃四關了一千兩香蠟銀子。賁四從東平府押了來

家。 

43 香 西門慶 物 如今家中治料堂客之事，今日觀裡打上元醮，拈了香回來，

還趕了往周菊軒家吃酒去。 

43 香 唱詞 詞 香肌瘦損愁無奈，懶刺繡傍妝臺。 

43 香 唱詞 詞 頓忘了神前雨下千千拜，頓忘了表記香羅紅繡鞋。 

43 香 後廳 景 月娘分付玳安，後廳明間鋪下錦毯，安放坐位，卷起簾來，

金鉤雙控，蘭麝香飄。 

43 香 筵席 景 盤堆異菓奇珍，瓶插金花翠葉。爐焚獸炭，香裊龍涎。 

43 香 筵席 人 進酒佳人雙洛浦，分香侍女兩嫦娥。 

43 香 惠秀、

惠祥 

食 每人拏著一方盤菓餡元宵，都是銀鑲茶鍾，金杏葉茶匙放白

糖玫瑰 ，馨香美口，走到上邊。 

44 香 唱詞 詞 惜玉憐香，我和他在芙蓉帳底抵面共。 

44 香 唱詞 詞 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 

44 香 唱詞 詞 你那裡偎紅倚翠綃金帳，我這裏獨守香閨淚暗流。 

44 香 唱詞 詞 今宵複顯出團圓月，重令情郎把香羅再解。 

45 香 入話詞 詞 映日妖嬈呈素艷，隨風冷淡散清香。 

45 香 應伯爵 物 進錢糧之時，香裡頭多上些木頭，蠟裡頭多攙些㧮油，那裡

查帳去！ 

45 香 書童 食 精緻一碟美甘甘十香瓜茄 、一碟甜孜孜五方豆豉 、一碟香

噴噴的橘醬 、一碟紅馥馥的糟筍。 

45 香 西門慶 食 西門慶面前於是一甌兒香噴噴軟稻粳米粥兒 。 

46 香 應伯爵 人 俊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

個字，你還不曉的，甚生說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兒！ 

46 香 唱詞 詞 雪月風花共裁剪，雲雨夜香嬌玉軟。 

46 香 唱詞 詞 曾芰荷香，效他交頸鴛。 

46 香 街上 景 鳳禁縟香，縹緲千層籠綺隊。 

46 香 眾人 食 正值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銀金匙，眾人拿起來同吃。端的

香甜美味，入口而化，甚應佳節. 

46 香 雪夜 景 香消燭冷樓臺夜，挑菜燒燈掃雪天。 

49 香 二妓 人 綽約容顏金縷衣，香塵不動下階墀。 

50 香 玳安 物 玳安看見賽兒帶著銀紅紗香袋兒，就拏袖中汗巾兒兩個換

了。 

51 香 入話詞 詞 羞看鸞鏡惜朱顏，手托香腮懶去眠。 

51 香 應伯爵 物 他昨日對我說，如今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了，還要問你挪

五百兩銀子，接濟他這一時之急。 

51 香 潘金蓮 性 婦人抖些檀香白礬在裏面，洗了牝。 

51 香 潘金蓮 性 拏過鏡子來，從新把嘴唇抹了些胭脂，口中噙著香茶 ，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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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邊來。 

51 香 潘金蓮 性 西門慶垂首窺見婦人香肌，掩映於紗帳之內，纖手捧定毛都

魯那話，往口裡吞放。 

51 香 西門慶 物 浙紬二端，湖綿四斤，香帶一束，古鏡一圓。 

51 香 薛姑子 物 正在明間內，安放一張經卓兒，焚下香。 

52 香 入話詞 詞 百結丁香誇美麗，三眠楊柳弄輕柔。 

52 香 潘金蓮 性 潘金蓮又早向燈下除去冠兒，露著粉面油頭，交春梅床上設

放衾枕，搽抹涼席乾淨。熏香澡牝，等候西門慶。 

52 香 潘金蓮 性 那婦人真個在下，星眼朦朧，鶯聲款掉，柳腰款擺，香肌半

就，口中艷聲柔語，百般難述。 

52 香 潘金蓮 物 那潘金蓮且在卓上，掀弄他的香盒兒，玉樓和李瓶兒都坐在

椅兒上。 

52 香 書童 食 畫童兒用方盒拿上四個靠山小碟兒，盛著四樣小菜兒，一碟

十香瓜茄 ，一碟五方豆鼓，一碟醬油浸的鮮花椒…… 

52 香 唱詞 詞 減香肌，憔瘦損。伯爵道：「愛好貪他，閃在人水裏。」 

52 香 唱詞 詞 更長漏永，早不覺燈昏香盡，眠未成，他那裡睡得安穩？ 

52 香 應伯爵 物 哥你往後邊去，捎些香茶兒出來。頭裡吃了些蒜，這回子倒

反帳兒，惡泛泛起來了。 

52 香 桂姐 性 然後輕輕搊起他剛半叉，恰三寸，好錐靶，賽藕芽，步香塵，

舞翠盤，千人愛，萬人貪…… 

52 香 西門慶 性 西門慶則使的滿身香汗，氣喘籲籲，走來馬纓花下溺尿。 

52 香 應伯爵 食 吃到牙縫兒裏，剔出來，都是香的，好容易！ 

52 香 唱詞 詞 逡巡見臘梅開水花墜，暖閣內把香醪旋。 

52 香 唱詞 詞 生怕到黃昏，愁怕到黃昏，獨自個悶不成歡。換寶香熏被，

誰共宿？ 

53 香 李瓶兒 物 李瓶兒急攘攘的梳了頭，交迎春不迭的燒起茶來，點些安息

香在房裡。 

53 香 種子靈

丹 

詩 紅炎閃爍，宛如碾就之珊瑚；香氣沉濃，徬佛初燃之檀麝。 

53 香 吳月娘 藥 月娘放在手中，果然臍下熱起來，放在鼻邊，果然津津的滿

口香唾。 

53 香 唱詞 詞 玉爐中，銀臺上，香消燭滅。鳳幃冷落，鴛衾虛設；玉筍頻

搓，繡鞋重攧。 

53 香 吳月娘 物 所以清早閉了房門，燒香點燭，先誦過了，就到後房，開取

藥來，叫小玉燉起酒來。也不用粥，先吃了些乾糕餅食之類，

就雙手捧藥，對天禱告。 

53 香 吳月娘 藥 先把薛姑子一丸藥，用酒化開，異香觸鼻，做三兩口服完了。 

53 香 李三、

黃四 

物 今因東平府又派下二萬香來，敢再挪五百兩，暫濟燃眉之急。 

53 香 琴童等 物 先是陳經濟陪了吃茶，琴童、玳安點燭燒香。 

53 香 西門慶 物 「請祭主拈香。」西門慶淨了手，漱了口，著了冠帶，帶了

兜膝。 

53 香 錢痰火 物 到李瓶兒房首，迎春接香進去，遞與如意兒，替官哥呵了一

呵，就遞出來。 

54 香 應伯爵 食 拿一碟子乾糕、一碟子檀香餅、一壺茶出來，與白來創吃。 

54 香 琴童、 食 盛著十香瓜、五方豆豉醬油浸的花椒、釅醋滴的苔菜 、一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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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安 糖蒜 、一碟糟筍乾、一碟辣菜 、一碟醬的大通薑 、一碟香

菌。  

54 香 迎春 物 迎春打掃房裡，抹淨卓椅，燒香點茶。 

55 香 西門慶 景 把銀鉤掛起，露出一床好錦被，香噴噴的。 

55 香 西門慶 景 隨後一個小廝拿著手巾，一個捧著銀面盆，傾了香湯，進書

房來。 

55 香 太師府 景 錦繡叢中，風送到畫眉聲巧，金銀惟裏，日映出琪樹花香。

旃檀香，截成梁棟。 

55 香 大廳 景 西門慶聽言未了，又鼻子裡覺得異香馥馥，樂聲一發近了。 

55 香 蔡太師 物 獅蠻玉帶一圍，金鑲奇南香帶一圍，玉杯犀杯各十對，赤金

攢花爵杯八隻。 

55 香 潘金蓮 物 那金蓮身邊帶著許多麝香、合香，走到卷棚後面，只望著雪

洞裏。 

55 香 唱詞 詞 野徑疏籬，陣陣香風來燕子；小園幽砌，紛紛晴雨過林西。

芳心不與蝶潛知，暗香未許蜂先覺。 

57 香 長老 物 那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寶，磨起龍香劑，飽

揝須筆，展開烏絲欄，寫著一篇疏文。 

57 香 吳月娘 話 月娘笑道：「笑哥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吊在牙兒

內，怎生改得？」 

58 香 孫雪娥 物 一面在房中揩抹涼席，收拾床鋪，熏香澡牝。 

58 香 粉頭 景 玳安入後邊良久，只聽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 

58 香 李瓶兒 物 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個銀香球來，教賁四上天平兌了，

十五兩。 

58 香 潘金蓮 詩 從教粉蝶飛來撲，始信花香在畫中。 

59 香 韓道國 物 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 

59 香 鄭愛香

兒 

物 天仙機上整香羅，入手先拖雪一窩。 

59 香 鄭愛香

兒房 

景 但見簾攏香靄，進入明間內，供養著一軸海潮觀音，兩旁掛

四軸美人，按春、夏、秋、冬；惜花春起早，愛月夜眠遲，

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59 香 鄭愛香

兒 

貌 正面貼三顆翠面花兒，越顯那芙蓉粉面；四周圍香風縹緲，

偏相襯楊柳纖腰。 

59 香 粉頭房 景 西門慶坐下，但覺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洞府，

人跡不可到者也。 

59 香 鄭愛香

兒 

食 四個小翠碟兒，都是精製銀絲細菜，割切香芹鱘絲鰉鮓鳳脯

鷥羹 。然後拿上兩筯賽團圓，如明月，薄如布，白如雪，香

甜可口，酥油和蜜錢麻椒鹽荷花細餅。 

59 香 鄭愛香

兒 

物 揩抹卓席，鋪茜紅氈條，床幾上取了一個沉香雕漆匣，內盛

象牙牌三十二扇，兩個與西門慶抹牌。 

59 香 鄭愛香

兒 

物 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 ，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

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面，只用布包兒包

著。」 

59 香 鄭愛香

兒 

性 西門慶又舒手向他身上摸弄他香乳兒，緊緊就就，賽麻團滑

膩。 

59 香 鄭愛香

兒 

物 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打發先上床睡，炷了

香，放在熏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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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香 鄭愛香

兒 

物 誠為軟玉溫香，千金難買。於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股嫩腿

兒，來夾在兩邊腰眼間。 

59 香 李瓶兒 物 李瓶兒又與了一吊錢買布馬香燭，十五日同陳經濟早往嶽廟

裡進香布。 

60 香 唱詞 詞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牆，春箏彈珠淚。 

61 香 入話詞 詞 征鴻有隊全無信，黃菊無情卻有香。 

61 香 王六兒 性 西門慶弄老婆，直弄勾有一個時辰，方才了事。燒了王六兒

心口裡，並𣬼蓋子上，尾停骨兒上，共三處香。 

61 香 李瓶兒 貌 拏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從香腮邊滾下淚來，長籲了一口

氣，方才吃那盞藥。 

61 香 西門慶 食 裡邊釀著肉，外用椒料薑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堞醬油醋造

過，香噴噴酥脆好食。 

61 香 西門慶 酒 西門慶旋教開庫房，拏去一壇夏提刑家送的菊花酒來 。打

開，碧靛清，噴鼻香。 

61 香 李瓶兒 物 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熏下香，然後請任醫官到房中。 

61 香 李瓶兒 貌 須臾請至房中，就床看李瓶兒脈息，旋搊扶起來，坐在炕上，

挽著香雲，阻隔三焦，形容瘦的十分狼狽了。 

62 香 李瓶兒 景 那消幾時，把個花朵朵人兒，瘦弱的不好看，也不著的炕了，

只在裀褥上鋪墊草布，恐怕人進來嫌穢惡，教丫頭燒著下些

香在房中。 

62 香 王姑子 食 次日，只見觀音庵王姑子跨著一盒兒粳米 、二十塊大乳餅 、

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 

62 香 李瓶兒 食 然後拿上李瓶兒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 ，一碟蒸的黃霜霜

乳餅 ，兩盞粳米粥 ，一雙小牙快，迎春拏著。 

62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旁熏熱蕓香。 

62 香 李瓶兒 物 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裏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

七尺五寸長，與伯爵觀看，滿心歡喜。 

62 香 琴童 物 正說話中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嶽觀請了潘

法官來了。 

62 香 西門慶 物 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 

62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問：「幾時祭？用何香布祭物？」 

62 香 潘道士 物 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 

62 香 李瓶兒 貌 這西門慶也不顧的甚麼身底下血漬，兩隻手抱著他香腮親

著，口口聲聲只叫…… 

62 香 西門慶 物 安放幾筵香案，點起一盞隨身燈來。 

63 香 書童、

畫童 

物 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 

63 香 李瓶兒 物

/

畫 

須臾描染出個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 

63 香 李瓶兒 物 靈前供養彞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擺在

卓上，耀日爭輝。 

63 香 平安 物 平安逐日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 

63 香 親朋 物 親朋夥計人等，都是巾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 

63 香 喬大戶 物 金銀山，段帛彩繒，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抬，地吊高撬，

鑼鼓細樂，吹打纓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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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香 入話詞 詞 鸞交鳳友驚風散，軟玉嬌香異世問。 

64 香 棺木 物 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裏外俱有花色。 

64 香 劉內相 物 當下左右接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 

65 香 劉內相 物 西門慶待來人去了，吳道官廟中抬了三牲祭器，湯飯盤餅素

食，金銀錠香紙之類，又是一疋尺頭，以為奠儀。 

65 香 黃主事 物 家下人手捧香燭、紙疋、金段到靈前，用紅漆丹盤捧過香來

跪下。黃主事上了香，展拜畢。 

65 香 官吏 物 有二青衣官吏跪下，氈包內捧出一對金段，一根沉香，兩根

白蠟，一分綿紙。 

65 香 趙喇嘛 

 

物 請西門外寶慶寺趙喇嘛，亦十六眾，來念番經，結壇跳沙，

灑花米行香，口誦真言，齋供都用牛乳茶酪之類。 

65 香 李瓶兒 物 下邊放著他的一對小小金蓮，卓上香花燈燭，金碟樽俎，般

般供養。 

65 香 李瓶兒 詩 夙世已逢連理願，此生難滅返魂香。 

65 香 京黃真

人 

物 哥我又一件，如今趁著來京黃真人在廟裡住，朝廷差他來泰

安州進金鈴吊掛禦香，建七晝夜羅天大醮。 

66 香 壇場 物 內外壇場，鋪設的齊齊整整；香花燈燭，擺列的燦燦輝輝。

爐中都焚百合名香，周圍高懸吊掛，經筵羅列，幕走銷金，

法鼓高張架，彩雲鶴旋繞。 

66 香 道眾 物 進入經壇內，明起燈燭，沐手焚香，打動響樂，諷誦諸經，

敷演生神玉章。 

66 香 壇場 物 高功香案上列五式天皇，號令召雷皂纛天蓬，玉尺七星寶劍，

淨水法盂。先是表白宣畢齊意，齋官沐手上香詞懺，二人飄

手爐向外三禮召請。然後高功系令焚香，蕩穢淨壇，飛符召

將，關發一應文書符命，啟奏三天，告盟十地。三獻禮畢，

打動音樂，化財行香。 

66 香 黃真人 物 黃真人熏沐焚香，念曰：……謹運真香，志誠上請：……眾

伏此真，香來臨法。 

67 香 應伯爵 食 拿了兩盞酥油白糖熬的牛奶子……呷在口裡，香甜美味。 

67 香 應伯爵 食 伯爵拈將起來，聞著噴鼻香，吃了到口，猶如飴蜜 ，細甜美

味，不知甚物？ 

67 香 王經 物 王經在卓上小篆內炷了香，悄悄出來了。 

67 香 李瓶兒 詩 花落土埋香不見，鏡空鸞影夢初醒。 

67 香 李瓶兒 詩 個中邂逅相思夢，風撲梅花鬥帳香。 

67 香 潘金蓮 性 一面把磕了的瓜子仁兒，滿口哺與西門慶吃。兩個又咂了一

回舌頭，自覺甜唾溶心，脂滿香唇，身邊蘭麝襲人。 

67 香 潘金蓮 性 西門慶見他頭上戴金赤虎，分心香雲，上圍著翠梅花鈿兒，

後鬢上珠翹錯落，興不可遏。 

67 香 孟銳 物 還到荊州買紙，川廣販香蠟，著緊一二年也不止。 

67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看著迎春擺設羹飯完備，下出匾食來，點上香燭，使

繡春請了後邊吳月娘眾人來。 

68 香 入話詞 詞 數枝翠葉空相對，萬片香魂不可招。 

68 香 鴇子 物 火盆獸炭，頻加蘭麝香霞。 

68 香 西門慶 物 揭開盒兒，斟茶上去，每人一盞爪仁慄絲鹽筍芝麻玫瑰香茶。 

68 香 鄭香愛

兒 

詞 白玉生香花解語，千金良夜實難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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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香 鄭香愛

兒 

貌 西門慶把他摟在懷裡，用白綾袖子兜著他粉項，搵著他香腮，

他便一手拿著銅絲火籠兒，內燒著沉速香餅兒，將袖口籠著

熏熱身上. 

68 香 唱詞 詞 靈犀一點透膏肓，鮫綃帳底翻紅浪。粉汗凝香，凝香！ 

68 香 唱詞 詞 我為他香嬌玉軟，燕侶鶯儔，意美情濃。 

68 香 玳安 物 那玳安把馬拴住，進入裡面他明間內，見上面供養著利市布，

有幾個人在那裡會中倚記罷，進香算帳哩。 

69 香 西門慶 物 家中放官吏債，開四五處鋪面，段子鋪、生藥鋪、紬絹鋪、

絨線鋪，外邊江湖又走標船，楊州興販鹽引，東平府上納香

蠟。 

69 香 林氏  但見簾幕垂紅，地屏上氈毹匝地，麝蘭香靄，氣暖如春。 

69 香 林氏 性 婦人於是自掩房門，解衣松佩，微開錦帳，繡衾鴛枕橫床，

鳳香熏被，相挨玉體，抱摟酥胸。 

69 香 林氏 詞 蘭房幾曲深悄悄，香勝寶鴨睛煙梟。 

69 香 林氏 酒 呼丫鬟捧水淨手。複飲香醪，再勸美酌。 

70 香 朱太尉 景 芬芬馥馥，獺髓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 

71 香 何千戶 景 進入廳上，但見屏開孔雀，褥隱芙蓉，獸炭焚燒，金爐香靄。 

71 香 唱詞 詞 銀臺上華燭明，金爐內寶篆香。 

71 香 唱詞 詞 卿幕賓，立金石銘鍾鼎，向青史標題姓字香。 

71 香 何千戶 景 爐上茶煮寶瓶，篆內香焚麝餅。 

71 香 李瓶兒 人 西門慶向褥底摸了摸，見精流滿席，餘香在被，殘唾猶甜。 

71 香 王經 性 半夜叫上床，脫的精赤條，摟在被窩內，兩個口吐丁香，舌

融甜唾。 

71 香 百官朝

賀 

物 須臾，香球撥轉，簾卷扇開。 

71 香 百官朝

賀 

景 微微隱隱，龍樓鳳閣散滿天香靄……寶鼎內，縹縹緲緲，沉

檀香爇。 

71 香 百官朝

賀 

詞 晴日明開青鎖闥，天風吹下禦爐香。 

72 香 西門慶 物 舀水淨面畢，就令丫鬟院子內放卓兒，滿爐焚香，對天地位

下告訴願心。 

72 香 潘金蓮 物 婦人在房內濃施朱粉，複整新妝，熏香澡牝，正盼西門慶進

他房來。 

72 香 潘金蓮 性 端的暖衾暖被，錦帳生春，麝香藹藹。被窩中相挨素體，枕

席上緊貼酥胸。口吐丁香，蚪含珠。 

72 香 西門慶 物 金蓮道：「略有些鹹味兒，你有香茶與我些壓壓？」西門慶道：

「香茶在我白綾祅內，你自家拿。」 

72 香 唱詞 詞 春意溶溶，梅稍上暗香動。 

72 香 唱詞 詞 麝媒香靄，繡美帶葉鳳。臘光搖金蝶，象床春暖花；胡的脂

粉香，珠翠叢，彩雲深，羅騾龍涎細，金爐獸，相暖溶溶，

和氣春風。 

72 香 唱詞 詞 橙嫩霜剖，茶香帶雪烹。 

72 香 唱詞 詞 粉汗溫鉛華嬌容。舌尖吐丁香微送。 

72 香 林氏 物 火邊茶烹玉蕊，卓上香裊金猊。 

72 香 西門慶 茶 西門慶剛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滿心欣喜。 

72 香 潘金蓮 性 西門慶將一隻胳膊支婦人枕著，精赤條摟在懷中，猶如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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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香一般。 

72 香 溫秀才 物 瓶梅香筆研，窗雪冷琴書。 

73 香 薛姑子 物 我還說個法兒，與你縫做了錦香囊，我贖道朱砂雄黃符兒，

安放在裏面，帶在身邊，管情就是男胎，好不准驗。 

73 香 唱詞 詞 白露冷秋蓮香，粉牆低皓月偏斜。 

73 香 唱詞 詞 歡娛前夜，喜根燈能，香玉帶結。 

73 香 唱詞 詞 這裡痛傷嗟，鴛帳冷，香消蘭麝。 

73 香 薛姑子 物 姑子便盤膝坐在月娘炕上，薛姑子在當中，放著一張炕卓兒，

炷了香，眾人多圍著他，聽他說佛法。 

73 香 吳月娘 物 須臾吃畢，月娘洗手，向爐中炷了香，聽薛姑子講說佛法。 

73 香 五戒 詩 紅留似火開如錦，不如翠蓋芰荷香。 

73 香 明悟 詩 春來桃杏柳舒張，千花萬蕊鬥芬芳；夏賞芰荷如燦錦，  紅

蓮爭似白蓮香！ 

73 香 僧人 物 傳得四方知道，本寺連日坐化了兩僧，燒香禮拜，佈施者人

山人海，抬去寺前焚化。 

73 香 唱詞 詞 燒香告禱神前筊，負心的自有天知道，枉教奴癡心等著。 

73 香 潘金蓮 性 摟著那婦人，把舌頭放在他口裡含著，一面朦朧星眼，欵抱

香肩。 

73 香 潘金蓮 性 婦人心頭小鹿實實的跳，登時四肢囷軟，香雲撩亂，於是洩

出來，猶剛勁如故。 

74 香 安禦史 物 屏風前安者一座八仙捧壽的流金鼎，約數尺高，甚是做得奇

巧，見爐內焚著沉檀香，煙從龜、鶴、鹿口中吐出…… 

74 香 唱詞 詞 玳筵開，香焚寶鼎，繡簾外，風掃閒庭。 

74 香 吳月娘 物 月娘洗手炷了香。 

74 香 黃氏女

卷 

物 爐香遍滿虛空界，佛號聲名動九垓。 

74 香 黃氏女

卷 

物 黃氏女見丈夫去了，每日淨房寢歇，沐浴身體，燒香禮誦金

剛經。 

74 香 黃氏女

卷 

物 黃氏女在西房，香湯沐浴換衣裳。卸簪珥淺淡梳妝，每日家

向西方，燒香禮拜，面念顏並寶卷，持念金剛。看經文猶未

了，香煙衝散。 

74 香 黃氏女

卷 

物 香湯沐浴方才了，將身便乃入佛堂。 

74 香 唱詞 詞 他笑吟吟將被兒錦開，半掩過香羅待。 

74 香 唱詞 詞 正月十五鬧元宵，滿把焚香天地也燒。 

75 香 如意兒 性 婦人用手捏弄他那說兒，上邊束著托子，猙獰跳腦，又喜又

怕，兩個口吐丁香，交摟在一處。 

75 香 唱詞 詞 香串懶重添，針兒怕待拈。 

75 香 唱詞 詞 拈起柄香羅紈扇，上寫阮郎歸詞半篇。 

75 香 唱詞 詞 笑香消容貌，玉減精神，比花枝先瘦損。翠被懶重溫，爐香

夜夜熏。 

75 香 孟玉樓 性 見西門慶嘴搵著他香腮，便道：「吃的那爛酒氣，還不與我過

一邊去！人一日黃湯辣水兒，誰嘗嘗著來？那裡有甚麼神思

且和你兩個纏！」 

75 香 孟玉樓 性 西門慶在被窩內，替他手撲撒著酥胸，揣摸香乳，一手摟其

粉項，問道：「我的親親，你心口這回吃下藥覺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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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香 吳月娘 物 又許下薛姑子正月裏庵裡打齋，先與他一兩銀子請香燭紙

馬。到臘月還送香油白麵細米素食，與他齋僧供佛。 

75 香 西門慶 話 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什麼高低

香臭？沒的氣了你，到值了多的！ 

75 香 吳月娘 物 ……尖尖趫趫一副金蓮，裙邊紫錦香囊，黃銅鑰匙雙垂繡帶。 

76 香 吳月娘 貌 朱唇點漢署之香，望上拜道了萬福。 

76 香 潘金蓮 貌 那婦人便做出許多喬張致來，把臉扭著，止不住紛紛的香腮

上滾下淚來。 

76 香 西門慶 食 西門慶分付春梅把肉鮓打上幾個雞豆，加上酸筍韮菜，和上

一大碗香噴噴餛飩湯來，放下卓兒擺下。 

77 香 入話詞 詞 風憐落娼留香與，月令深情借艷開。 

77 香 西門慶 物 連尚舉人搭他家，就是兩分香絹贐儀。 

77 香 劉內相 物 劉內相差官送了一食盒，大小純紅掛黃蠟燭，二十張桌圍，

八十股官香，一盒沉速料香，一壇自造內酒 ，一口鮮豬。 

77 香 鄭愛香

兒 

貌 打扮的霧靄雲鬟，粉妝粉，香花琢。 

77 香 西門慶 景 這西門慶到了房中，脫去貂裘，和粉頭圍爐共坐。房中香氣

襲人。 

77 香 唱詞 詞 到夏來，荷蓮香，開滿池沼. 

77 香 唱詞 詞 酒泛羊羔，寶鴨香飄，銀燭高燒，成就了美滿夫妻，穩取同

心到老。 

77 香 粉頭 食

/

性 

又用舌尖噙鳳香餅蜜送入他口中，又用纖手掀起西門慶藕合

段子，看見他白綾褲子。 

77 香 丫頭 物 回到房中，丫鬟向前掛起錦慢，款設鴛枕，展放鮫綃，熏熱

香球，床上鋪的被褥甚厚，打發脫靴解帶，先上牙床。 

77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這邊整治了一張插卓，三牲湯飯，又封了五兩香儀。 

77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見紅綿紙兒包著一方紅綾織錦迥紋汗巾兒，聞了聞，

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 

78 香 道眾 物 玉皇廟吳道官十二個道眾，在家與李瓶兒念百日經，十回度

人，整做法事，大吹大打，倡道行香。 

78 香 吳月娘 物 吳月娘又與庵裡薛姑子打齋，令來安兒送香油 米麵銀錢去，

不在言表。 

78 香 西門慶 物 西門慶早起，冠冕穿大紅，天地上炷了香，燒了紙，吃了點

心，備馬就出去拜巡按賀節去了。 

78 香 玳安與

王經 

物 玳安與王經穿自新衣裳，新靴新帽，在門首踢毽子兒，放炮

火章，又去磕瓜子兒，袖香桶兒，戴鬧娥兒。 

78 香 西門慶 性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陰戶，燒了兩炷香，許下明日

家中擺酒，使人請他同三官兒娘子去看燈耍子。 

78 香 西門慶 詞 不愁明日盡，自有暗香來。 

78 香 章四兒 性 西門慶道：「我兒，我心裡要在你身上燒炷香兒。」老婆道：

「隨爹你揀著燒炷香兒。」西門慶令他關上房門，把裙子脫

了，上炕來仰臥在枕上，底下穿著新做的大紅潞紬褲兒，褪

下一只褲腿來。西門慶袖內還有燒林氏剩下的三個燒酒浸的

香馬兒，撇去他抹胸兒，一個坐在他心口內，一個坐在他小

肚兒底下，一個安在他𣬼蓋子上，用安息香一齊點著。那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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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邊便插進牝中，低著頭看著拽，只顧沒棱露腦，送來送進

不已，又取過鏡臺來，傍邊照看。須臾，那香燒到肉根前，

婦人蹙眉嚙齒，忍其疼痛，口裡顫聲柔語，哼成一塊…… 

78 香 潘姥姥 物  滿爐焚著未子香臘，點著長明燈，卓上拴著銷金卓幃，旁邊

掛著他影…… 

78 香 藍氏 貌 身穿大紅通袖五彩妝花四獸麒麟袍兒，系著金箱碧玉帶，下

襯著花錦藍裙，兩邊禁步叮㖦，麝蘭香噴。 

78 香 藍氏 詞 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 

79 香 西門慶 酒 西門慶起來穿衣淨手，婦人開了房門，叫丫鬟進來，再添美

饌，複飲香醪，滿斟暖酒。 

79 香 潘金蓮 詞 口美舌香，蛇蠍心腸，共他者無不遭殃！ 

79 香 吳月娘 物 房中收拾乾淨，焚下香。 

79 香 鄭愛月

兒 

食 不一時，頓爛了鴿子雛兒，小玉拿粥上來，十香甜醬瓜，茄

粳粟米粥兒。 

79 香 吳月娘 物 月娘見求神問蔔，皆有凶無吉，心中慌了。到晚夕天井內焚

香，對天發願，許下兒夫好了，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

掛袍三年。 

79 香 眾人 物 吳二舅、眾夥計，都在前廳熱亂，收燈卷畫，蓋上紙被，設

放香燈幾席。 

80 香 應伯爵 物 使了一錢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盤冥紙香燭…… 

80 香 應伯爵 物 伯爵為首，各人上了香。 

80 香 祝文 詞 難上他花之寨，難靠他八字紅牆。再不得同席而偎軟玉，再

不得並馬而傍溫香。 

80 香 陳經濟 詞 得多少脂香滿口涎空咽，甜唾融心溢肺肝。 

80 香 詞證 詞 到如今唇上猶香，想起來口猶甜。 

80 香 李嬌兒 物 未到家中，撾打揪撏，燃香燒剪，走死哭嫁，娶到家，改志

從良。 

81 香 街景 景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鐘聲。 

82 香 潘金蓮 物 原來潘金蓮那邊三間樓上，中間供養佛像，兩邊稍間堆放生

藥香料……潘金蓮早辰梳妝打扮，走來樓上觀音菩薩前燒

香。不想經濟正拏鑰匙上樓開庫房間，拏藥材香料，撞遇在

一處。這婦人且不燒香，見樓上無人，兩個摟抱著親嘴砸舌。 

82 香 潘金蓮 物 小篆內炷了香……這婦人在房中，比及洗了香肌，修了足甲，

也有好一回。 

82 香 潘金蓮 花

· 

又忽聞一陣花香，幾點螢火。婦人手拈紈扇，正伏枕而待。 

82 香 潘金蓮 貌 情興兩和諧，摟定香肩臉搵腮。手撚香乳綿似軟，實奇哉！

掀起腳兒脫繡鞋，玉體著郎懷，舌送丁香口便開。 

82 香 潘金蓮 貌 早難送香腮左右偎，只在頂窩兒裏長籲氣！ 

83 香 潘金蓮 物 只要把我與你的簪子香囊帕兒物事收好著，少了我一件兒，

我與你答話！ 

84 香 吳月娘 喻 香香噴噴在家裡，臭臭烘烘在外頭。 

84 香 潘金蓮 性 一個把西門慶枕邊風月，盡付與嬌婿，一個將韓壽偷香手段，

悉送與情娘。 

85 香 吳大舅 物 吳月娘請將吳大舅來商議，要往泰安州頂上，與娘娘進香；

西門慶病重之時，許的願心。那時吳大舅保定備辦香燭紙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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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品之物。 

85 香 吳月娘 詩 為夫遠許神州願，千裏關山姓字香。 

85 香 岱嶽廟 景 禦香不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祈護福。

嘉寧殿祥雲香靄，正陽門瑞氣盤旋。 

85 香 吳月娘 物 吳大舅領月娘，到了岱嶽廟，正殿上進了香，瞻拜了聖像。 

85 香 郭守禮 人 身穿青絹道服，腳上涼鞋淨襪，渾身香氣襲人。 

85 香 吳大舅 酒 吳大舅飲了一口，覺香甜絕美，其味深長。 

86 香 潘金蓮 物 又加桃任通草，麝香文帶淩花。 

86 香 吳月娘 物 月娘到家中，先到天地佛前炷了香，然後西門慶靈前拜罷，

告訴孟玉樓眾姊妹家中大小，把岱嶽廟中及山寨上的，從頭

告訴一遍，因大哭一場。 

86 香 潘金蓮 喻 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臭烘烘在

外頭。盆兒罐兒，都有耳躲，你有要沒緊，和這小廝纏甚麼？ 

87 香 潘金蓮 物 那婦人見頭勢不好，才待大叫，被武松向爐內撾了一把香灰

塞在他口，就叫不出來了。 

88 香 張氏 物 張氏終是婦人家，不合一時聽信經濟巧言念轉，先打點細軟

箱籠，裝戴兩大車，上插旗號，扮做香車. 

88 香 陳經濟 物 二十日都去寺中拈香，擇吉發引，把父親靈柩，歸到祖塋。 

89 香 吳月娘 物 吳月娘備辦香燭、金錢、冥布、三牲祭物……與西門慶上新

墳祭掃。 

89 香 春景 景 日謂之麗日，風謂之和風，吹柳眼，綻花心，拂香塵。 

89 香 春景 景 騎的馬謂之寶馬，坐的轎謂之香車，行的路謂之香徑。 

89 香 春景 景 日舒長暖藻鵝黃，水渺茫浮香鴨綠。 

89 香 長老 貌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勻搽。 

89 香 春梅 貌 紅繡姖襖偏襯玉香肌，翠紋裙下映金蓮小……坐下時，一陣

麝蘭香噴鼻。 

90 香 眾人 物 眾人坐下，正飲酒，只見樓下香車繡轂，往來人煙喧雜，車

馬轟雷，笙哥鼎沸。 

90 香 眾人 物 吃到五更時分，每人拏著一根香躧著梯子，打發兩個扒上房

去…… 

92 香 陳經濟 物 這經濟笑嘻喜向袖中，取出一包雙人兒的香茶 ，遞與婦人。 

93 香 晏公廟 物 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93 香 晏公廟 物 也有佈施錢米的，也有饋送香油布燭的，也有留松篙蘆席的。 

93 香 唱詞 詞 一個香消粉黛，呻吟叫彀數千聲。 

94 香 李雪娥 食 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教蘭花拏到房裡來。 

95 香 傅夥計 物 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著，急的傅夥計插香賭誓。 

97 香 張勝 物 春梅分付，教他在外邊班直房內，用香湯澡盆，沐浴了身體

乾淨。 

97 香 春梅 詞 家家慶賞午節，處處歡飲香醪，遨遊身外醉乾坤，消遣壼中

閒日月。 

98 香 入話詞 詞 心安茅屋穩，性定菜根香。 

98 香 陳經濟 酒 啟甕三家醉，開樽十裏香。 

98 香 韓愛姐 性 弓鞋窄窄剪春羅，香體酥胸玉一窩。 

98 香 韓愛姐 物 經濟看了柬帖，並香囊。香囊裏面，安放青絲一縷。香囊是

鴛鴦雙口做的，扣著：「寄與情郎陳君膝下」八字。 

98 香 韓愛姐 詩 碧紗窗下啟箋封，一紙雲鴻香氣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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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香 韓愛姐 詩 危樓高處眺晴光，滿架薔薇靄異香。 

99 香 周守備 物 這周守備不敢怠慢，香案迎接敕旨，跪聽宣讀。 

100 香 春梅 地 常留周義在香閣中，鎮日不出。 

100 香 永福寺 物 佛前點著一大盞琉璃海燈，燒著一爐香。 

100 香 景緻 景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廟，香靄鍾聲。 

*同回內重複敘述及人名、地名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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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金瓶梅》「臭」及相關描寫	

 《金瓶梅詞話》「臭」及相關描寫 

回數 關

鍵

字 

 

對象 

性

質 

 

文本 

4 屁 王婆 言 那婆子吃他這兩句道著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含鳥小猢

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 

5 屁 鄆哥 言 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屁鳥人！…… 

7 臭 孟玉樓 地 不瞞大官人說，他娘姓孟，排行三姐，就住在臭水巷。 

7 臭 薛嫂 言 我破著老臉，和張四那老狗做臭毛鼠，替你兩個硬張主。 

12 尿 小厮 尿 把門前供養的土地，翻倒來使位恰俐了一泡禾囤谷都的熱尿。 

12 臭 西门慶 言 到酒席上，說道：「吩咐帶馬回去，家中那個淫婦使你來，我

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 

12 臭 琴童 言 好爹爹，你饒了奴罷！你容奴說，奴便說。不容奴說，你就

打死奴，也只臭煙了這塊地。 

16 屁 潘金蓮 言 他若但放出個屁來，我教那賊花子坐著死，不敢睡著死。 

16 屁 李瓶兒 言 李瓶兒道：「他就放屁辣騷，奴也不放過他。」 

18 臭 潘金蓮 言 那金蓮見月娘惱了，便轉把話兒來摭，說道：「姐姐不是這等

說。他不知那裡因著甚麼由頭兒，只拿我煞氣。要便睜著眼

望著我叫，千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 

19 臭 蔣竹山 言 不想他男子漢，在屋裡聽見了，走來探著毛，打了個臭死，

藥錢也沒有與他，把衣服扯的稀爛，得手才跑了。 

20 臭 吳月娘 言 月娘便道：「怪臭肉，每干你那營生去，只顧奚落他怎的？」 

22 臭 潘金蓮 言 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 

22 臭 李銘 言 ……愁本司三院尋不出王八來？撅臭了你這王八了！」 

24 臭 吳月娘 言 兩個正拌嘴，被小玉兒請的月娘來，把兩個都喝開了：「賊臭

肉們，不干那營生去！都拌的是些甚麼？教你主子聽見，又

是一場兒。頭裡不曾打得成，等住回都打得成了！」 

25 臭 諺語 言 東淨里磚兒，又臭又硬。 

25 臭 孟玉樓 言 玉樓道：「嗔道賊臭肉在那在坐著，見了俺每，意意似似的，

待起不起的；誰知原來背地有這本帳！論起來，他爹也不該

要他，那裡尋不出老婆來？教奴才在外邊猖揚，甚麼樣子？

傳出去了醜聽！」 

28 臭 潘金蓮 言 來旺兒媳婦子的一只臭蹄，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

藏春塢雪洞兒里，拜帖匣子內，攪眼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著。 

31 臭 吳月娘 言 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的是些甚麼？你每管著那一門兒？

把壺不見了？」 

32 臭 潘金蓮 言 金蓮道：「怪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著他，不妨事。」 

33 臭 李瓶兒 言 李瓶兒道：「俺每陪著他姥姥吃酒，誰知賊臭人三不知抱他出

去了。」 

33 臭 韓希堯 性

格 

人略鬬他鬬兒，又臭又硬，就張致罵人；因此街坊這些小伙

子兒，心中有幾分不憤，暗暗三兩成群，背地講論，看他背

地與什麼有首尾。 

DOI:10.6814/THE.NCCU.CHI.004.2019.A08 



 197 

34 屎 潘金蓮 言 金蓮罵道：「恁賊沒廉恥的昏君強盜！賣了兒子招女婿，彼此

騰倒著做！你便圖毛罷他那屎屁股門子，奴才左右㒲你家愛

娘子。」 

34 臭 韓二哥 行

为 

他令弟韓二哥看不過，來家聲罵了幾句，被這起光棍不由分

說，群住打了個臭死。 

35 臭 潘金蓮 言 左右是奴才臭屁股門子，鑽了，到晚夕還進屋裡，還和俺每

沾身睡，好乾淨兒！ 

35 屁 應伯爵 言 伯爵道：「令官放個屁，也欽此欽遵，你管我怎的？」 

38 臭 王六兒 言 第二的不知高低，氣不憤，走這裡放水，被他撞見了，拏到

衙門裡打了個臭死，至今再不敢來了。 

39 屎 官哥兒 屎 李瓶兒走來連忙接過來，替他脫衣裳時，就扯了一抱裙奶屎。

孟玉樓笑道：「好個吳應元，原來拉屎也有一托盤！」 

39 臭 吳月娘 言 月娘道：「賊臭肉，你也來做什麼？」 

40 臭 孟玉樓 言 玉樓道：「好大膽丫頭，新來乍到，就恁少條失教的，大刺刺

對著主子坐著！道撅臭，與他這個主子兒了。」 

43 臭 李瓶兒 言 又罵迎春：「賊臭肉！平白亂的是些什麼？等你爹進來，等我

問他。只怕是你爹收了，怎的只收一錠兒？」 

52 臭 謝希大 食 謝希大道：「溫茶兒又好，熱的蕩的死蒜臭。」 

53 臭 眾婦人 言 眾婦人道：「那錢痰火是燒紙的火鬼，又不是道士的，帶了板

巾，著了法衣，這赤巴巴沒廉恥的，𠷺嘍嘍的臭涎唾，也不

知倒了幾斛出來了！」 

57 臭 潘金蓮 言 正說著，不想那潘金蓮正在外邊聽見，不覺的怒從心上起，

就罵道：「沒廉恥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哩！…… 

57 屎 吳月娘 言 月娘笑道：「笑哥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吊在牙兒

內，怎生改得？」 

59 屎 潘金蓮 言 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吶吶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

裝出去殺了才是好漢！一個貓兒礙得你𠳹屎，凶神也似走的

來捽死了。 

59 屎 官哥兒 狀

態

· 

內裡抽搐的腸肚兒皆動，尿屎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眼

目忽睜忽閉，中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 

67 屎 西門慶 言 西門慶戲道：「老先生，你不知他家孤老多，到晚夕桶子掇出

屎來，不敢在左近倒，恐怕街坊人罵，教丫頭直掇到大南首

縣倉牆底下那裡潑去，因起號叫做『南潑』。」 

67 屎 應伯爵 言 伯爵道：「老先兒誤了咱每行令，只顧和他說甚麼？他快屎口

傷人，你骰就在手，不勞謙遜。」 

70 臭 唱詞 詞 南山竹罄難書罪，東海波乾臭未遺，萬古流傳，教人唾罵你！ 

73 臭 潘金蓮 言 空有這些老婆睜著，你日逐只𠳹屎哩？ 

75 臭 吳月娘 言 一面把月娘摟抱在懷裡，說道：「我的好姐姐，你別要和那小

淫婦兒一般見識。他識什麼高低香臭？沒的氣了你，到值了

多的！我往前邊罵這賊小淫婦兒去！」 

75 臭 西門慶 言 西門慶道：「你也耐煩？把那小淫婦兒只當臭屎一般丟著他

哩，他怎的？你如今不請任後溪來看你看？一時氣裹住了這

胎氣，弄的上不上下不下，怎麼了？」 

77 臭 鄭愛月

兒 

言 鄭愛月兒道：「誰教他怪物勞，在酒席上屎口兒傷俺每來。那

一日，祝麻子也醉了，哄我要送俺每來。我便說沒爹這裡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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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送俺每，蔣胖子吊在陰溝里，缺臭了你了！」 

79 屁 王六兒 性 先令婦人馬伏在下，那話放入庭花內，極力𢵞磞了，約二三

百度，𢵞磞的屁股連聲響喨 

79 臭 吳月娘 言 月娘蘇省過來，看見廂子大開著，便罵玉筲道：「賊臭肉，我

便昏了，你也昏了！廂子大開著，恁亂烘烘人走，就不說鎖

鎖兒！」 

81 屁 韓道國 言 不料韓道國正陪眾客商在席上吃酒，身穿著白綾道袍，線絨

氅衣，氈鞋絨襪，聽見胡秀口內放屁辣臊，心中大怒，走出

來。 

83 臭 西門慶 喻 香香噴噴在家裡，臭臭烘烘在外頭。 

85 臭 吳月娘 言 你我如今是寡婦，比不的有漢子，香噴噴在家裡，臭烘烘在

外頭。 

85 臭 西門大

姐 

言 兩個弄的好磣兒，只把我合在缸底下一般！那淫婦要了我漢

子，還在我根前拿話兒栓縛人。毛司里磚兒，又臭又硬！ 

85 尿 潘金蓮 言 薛嫂兒，你看我娘兒兩個沒漢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

時兒，就打發我身邊人！他大娘這般沒人心仁義，自恃他身

邊養了個尿胞種，就放人躧到泥裏！ 

86 臭 吳月娘 言 月娘便勸道：「伙計，你只安心做買賣，休要理那潑才料，如

臭屎一般丟著他！當初你家為官事，投到俺家來權住著，有

甚金銀財寶？…… 

86 臭 孫雪娥 言 如同狗屎臭尿，掠將出去，一天事都沒了！平空留著他在屋

裡做甚麼？到明日沒的把咱們也扯下水去了！ 

86 屁 王婆 言 當下一陣走出街上，大喓喝說：「誰家女婿，要娶丈母？還來

老娘屋裡放屁！」 

86 臭 王婆 言 王婆子道：「天麼，天麼，你看麼！我說這淫婦，死了你爹，

原守不住。只當狗改不了吃屎，就弄磣兒來了…… 

88 臭 吳月娘 言 月娘便罵道：「怪墮業的小臭肉兒，一個僧家，是佛家弟子。

你有要沒緊，恁謗他怎的？不當家化化的，你這小淫婦兒，

到明日不知墮多少罪業！」 

89 屁 吳月娘 言 ……恨起死鬼，當初攪下的好貨在家裡，弄出事來，到今日

交我做臭老鼠，交他這等放屁辣臊。」 

89 臭 吳月娘 言 把吳月娘氣的一個發昏，說道：「恁個沒天理的短命囚根子！

當初你為了官事，躲來丈人家居住，養活了這幾年，今日反

恩將仇報起來了！恨起死鬼，當初攪下的好貨在家裡，弄出

事來，到今日交我做臭老鼠，交他這等放屁辣臊。」 

92 臭 吳月娘 行

為 

唱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採出來也打了個臭死。 

93 屁 楊二風 言 這楊二風故意拾了塊三尖瓦楔將頭顱礸破，血流滿面，趕將

經濟來罵道：「我㒲你娘眼！我見你家甚麼銀子來？你來我屋

裡放屁！吃我一頓好拳頭！」 

93 臭 金宗明 腳 初時兩頭睡，便嫌經濟腳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 

94 臭 任道士 言 不想任道士聽見人來說：「你那徒弟陳宗美在大酒樓上包著娼

的鄭金寶兒，惹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 

95 屁 吳月娘 言 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教傅伙計領贓去：「有了原物在，省得

兩家賴。教人家人在門前放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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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臭 吳月娘 言 月娘便一聲兒也沒言語，只說得一聲：「賊臭肉！不在後邊看

茶去，那屋裏師父宣了這一日卷，要茶吃，且在這裡做甚麼

哩！」 

99 屁 王六兒 言 王六兒便罵道：「是那裡少死的賊殺才，無事來老娘屋裡放

屁？老娘不是耐驚耐怕兒的人！」 

100 臭 詩證 詩 可怪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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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紅樓夢》「香」及相關描寫	

 《紅樓夢》「香」及相關相關描寫 

回

數 

關

鍵

字 

 

對象 

性

質 

 

文本 

1 香 甄士隱 喻 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 

2 香 甄寶玉 喻 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

草更覺稀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

個字。要緊，要緊！但凡要說的時節，必用淨水香茶嗽了口方

可；設若失錯，便要鑿牙穿眼的。 

3 香 東房門 物 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幾：左邊幾上擺著文王鼎，鼎旁匙箸

香盒。 

4 香 薛寶釵 地 從此後，薛家母女就在梨香院住了。 

5 芳 會芳園 地 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

遊玩，先茶後酒。 

5 香 秦氏臥

房 

貌 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便覺眼餳骨軟，連

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

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雲：「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5 香 警幻仙

姑 

貌 靨笑春桃兮，雲髻堆翠；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愛美人之

容貌兮，香培玉篆…… 

5 香 警幻仙

姑 

地 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

仙姑是也。 

5 香 金陵十

二釵副

冊 

詩 根並荷花一莖香，平生遭際實堪傷。自從兩地生孤木，致使香

魂返故鄉。 

5 香 金陵十

二釵副

冊 

畫 只見畫著一張弓，弓上掛著一個香櫞。 

5 芳 賈寶玉 地 但見畫棟雕簷，珠簾繡幕，仙花馥鬱，異草芬芳，真好所在也！ 

5 香 群芳髓 物 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焚何物，寶玉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

「此香乃塵世所無，爾如何能知！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

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群芳髓』。」 

5 香 茶 物 於是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覺得香清味美，迥非常品，

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

葉上所帶的宿露烹了，名曰『千紅一窟』。」 

5 香 酒 酒 寶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

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鳳乳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 

5 芳 長恨無 詩 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銷耗。 

5 馥 世難容 詩 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5 芳 喜冤家 詩 歎芳魂豔魄，一載蕩悠悠！ 

5 香 唱詞 曲 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 

5 香 賈寶玉 地 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中。其間鋪陳之盛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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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所未見之物。 

6 香 劉姥姥 地 上了正房臺階，小丫頭打起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

撲了臉來，竟不知是何氣味，身子就像在雲端裡一般。 

7 香 薛寶釵 藥 他就說了個『海上仙方兒』，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子，異香異

氣的。他說犯了時吃一丸就好了……叫作『冷香丸』。 

7 香 薛寶釵 藥 寶玉此時與寶釵挨肩坐著，只聞一陣陣的香氣，不知何味，遂

問：「姐姐薰的是什麼香？我竟沒聞過這味兒。」寶釵道：「我

怕薰香，好好兒的衣裳，為什麼薰他？」寶玉道：「既如此，

這是什麼香呢？」寶釵想了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

香丸的香氣。」 

8 芳 賈寶玉 讖 金鎖反面，芳齡永繼 

10 香 食譜 物 一錢五分黃蒠三錢香附米二錢醋柴胡。 

11 香 海棠春

睡圖 

對

聯 

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 

11 香 園子 地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臺之路。石

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 

11 香 天香樓 地 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群丫頭小子們那裡玩

呢。 

13 芳 秦可卿 詩 三春去後諸芳盡，各自須尋各自門！ 

14 香 王熙鳳 物 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掛幔、守靈、

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的事。 

14 香 王熙鳳 物 鳳姐飯畢，就有寧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為支取香燈。 

15 香 北靜王 物 此係聖上所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 

15 香 賈寶玉 茶 僕婦們端上茶食果品來，又倒上香茶來。 

15 香 鐵檻寺 物 少時，到了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 

16 香 賈赦賈

政 

物 嚇的賈赦賈政一幹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

案，啟中門跪接。 

16 香 賈寶玉 物 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蕶苓香串，珍重取出來，轉送黛玉。 

17 芳 賈寶玉 詩 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 

17 香 賈寶玉 對

聯 

繞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 

17 香 賈寶玉 對

聯 

新綠漲添澣葛處，好雲香護采芹人。 

17 香 木香棚 地 過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到薔薇院。 

17 香 杜若蘅

蕪 

花

草 

一樹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 

17 香 一人 對

聯 

麝蘭芳靄斜陽院，杜若香飄明月洲。 

17 香 又一人 對

聯 

三徑香風飄玉蕙，一庭明月照金蘭。 

17 香 賈寶玉 對

聯 

吟成豆蔻詩猶豔，睡足荼蘼夢亦香。 

17 芳 沁芳閘 地 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 

17 香 賈寶玉 題

字 

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 

17 香 林黛玉 物 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咐他沒做完的香袋兒，拿起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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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來就鉸。 

18 香 大觀園 物 大觀園內，帳舞蟠龍，簾飛繡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

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 

18 香 執事太

監 

物 又有執事太監捧著香巾、繡帕、漱盂、拂塵等物。 

18 香 大觀園 地 元春入室更衣，復出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煙繚繞，花影繽紛，

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 

18 香 行宮 地 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

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 

18 香 元妃 地 又改題：「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紅香綠玉」，改作「怡紅

快綠」，賜名怡紅院…… 

18 香 大觀園  地 西面飛樓曰含芳閣。更有蓼風軒、藕香榭、紫菱洲、荇葉渚等

名。 

18 芳 探春 詩 綠裁歌扇迷芳草，紅襯湘裙舞落梅。 

18 芳 薛寶釵 詩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 

18 香 林黛玉 詩 香融金穀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18 香 寶玉 詩 迸砌防階水，穿簾礙鼎香。莫搖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18 香 蘅芷清

芬 

詩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 

18 香 杏簾在

望 

詩 一畦春韮熟，十裏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18 香 稻香村 地 「杏簾」一首為四首之冠。遂將澣葛山莊改為稻香村…… 

18 香 元妃 物 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進去焚香拜佛。 

18 香 賈母 物 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

串…… 

19 香 襲人 食 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

仍蓋好，放在寶玉懷裡。 

19 香 林黛玉 人 寶玉總沒聽見這些話，只聞見一股幽香，卻是從黛玉袖中發出，

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瞧籠

著何物。黛玉笑道：「這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

「既如此，這香是從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

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薰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

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兒的香。」

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就

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朵兒、霜兒、

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  

19 香 林黛玉 人 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

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

香』？」黛玉點頭笑歎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

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他？」 

19 香 寶玉故

事 

物 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這果子是香芋，卻不知鹽課林老爺

的小姐，纔是真正的「香玉」呢！ 

21 香 賈寶玉 物 紫鵑遞過香肥皂去，寶玉道：「不用了，這盆裡就不少了。」 

21 香 賈寶玉 名 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麼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

兒？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 

21 香 大姐 物 闔家祭天祀祖，還願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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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香 賈母 茶 然後預備下香茶細果以及各色玩物為猜著之賀。 

22 香 謎題 物 朝罷誰攜兩袖煙？琴邊衾裡兩無緣。曉籌不用雞人報，五夜無

煩侍女添。焦首朝朝還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光陰荏苒須當

惜，風雨陰晴任變遷。－－打一用物。賈政道：「這個莫非是

更香？」寶玉代言道：「是。」 

23 香 金釧兒 物 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香甜甜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 

23 香 大觀園 地 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 

23 香 夏夜即

事 

詩 窗明麝月開宮鏡，室靄檀雲品禦香。 

23 香 林黛玉 喻 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 

24 香 鴛鴦 人 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

襲人以下。 

24 香 賈芸 物 便出南門大街，在香舖買了麝香，往榮府來。 

24 香 王熙鳳 物 說著，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 

24 香 林黛玉 地 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

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 

26 香 林黛玉 人 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

子上…… 

26 香 薛蟠 食 這麼長，這麼大的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薰的暹羅豬、魚。 

26 芳 林黛玉 詩 顰兒才貌世應稀，獨抱幽芳出繡闈。嗚咽一聲猶未了，落花滿

地鳥驚飛。 

27 香 薛寶釵 人 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

喘細細。 

27 香 林黛玉 物 燒了香，就把爐罩上。 

27 香 林黛玉 詩 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柳絲榆莢自芳菲，不

管桃飄與李飛。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三月香巢

初壘成，樑間燕子太無情……天盡頭，何處有香坵？…… 

28 香 琪官 物 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的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給寶玉道：

「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著，肌膚生香，

不生汗漬…… 

28 香 元妃 物 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

大爺領著眾位爺們跪香拜佛呢。 

28 香 襲人 物 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出來，卻是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

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 

28 香 襲人 物 老太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

的只多著一個香玉如意。你的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和二姑

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子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

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

兩個錠子藥。 

29 香 賈母 物 那底下執事人等聽見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況是端陽

佳節：因此，凡動用的物件，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 

29 香 賈寶玉 景 一位青年公子，騎著銀鞍白馬，彩轡朱纓，在那八人轎前，領

著那些車轎人馬，浩浩蕩蕩，一片錦繡香煙，遮天壓地而來。 

29 香 張法官 物 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眾道士

在路旁迎接。 

29 香 馮紫英 物 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豬、羊、香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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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食之類，趕來送禮。 

29 香 林黛玉 食 心裡一急，方才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

吐出來了。 

30 香 賈寶玉 藥 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

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向金釧兒嘴裡一送。 

32 香 賈寶玉 物 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年半

年，還沒見拿針線呢。 

34 香 王夫人 食 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

甜……前日倒有人送了幾瓶子香露來……一碗水裡，只用挑上

一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 

34 香 舊帕詩 詩 彩線難收面上珠，湘江舊跡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識香

痕漬也無？ 

35 香 王熙鳳 食 不知弄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 

35 香 賈寶玉 物 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

道：「汗巾子就好。」 

36 香 藕香榭 地 寶釵要約著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還要洗澡，便各自散了。 

36 香 薛寶釵 地 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

這種蟲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 

37 芳 探春 詩 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37 芳 薛寶釵 詩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 

37 香 迎春 物 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

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為限。如香燼未成，

便要受罰。 

38 香 史湘雲 話 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願。 

38 香 史湘雲 對

聯 

芙蓉影破歸蘭槳，菱藕香深瀉竹橋 

38 香 薛姨媽 食 薛姨媽道：「我自己掰著吃香甜，不用人讓。」 

38 香 種菊怡

紅公子 

詩 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 

38 香 對菊枕

霞舊友 

詩 蕭疏籬畔科頭坐，清冷香中抱膝吟。 

38 香 對菊枕

霞舊友 

詩 隔坐香分三徑露，拋書人對一枝秋。 

38 香 詠菊瀟

湘妃子 

詩 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 

38 香 畫菊蘅

蕪君 

詩 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 

38 香 簪菊蕉

下客 

詩 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短鬢冷沾三徑露，葛

巾香染九秋霜。 

38 香 菊影枕

霞舊友 

詩 珍重暗香休踏碎，憑誰醉眼認朦朧？ 

38 香 殘菊蕉

下客 

詩 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 

38 香 賈寶玉 詩 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38 香 林黛玉 詩 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 

38 香 薛寶釵 詩 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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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香 劉姥姥 食 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己的菜也都端過來給他

吃。 

40 香 薛姑子 地 賈母忙命攏岸，順著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院，只覺異

香撲鼻。 

40 香 鴛鴦 對

聯 

六橋梅花香徹骨。 

40 香 薛姨媽 對

聯 

十月梅花嶺上香。 

40 香 林黛玉 對

聯 

仙杖香挑芍藥花。 

41 香 劉姥姥 食 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

的，我也弄著吃去…… 

41 香 板兒 食 那板兒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著果子吃，又見這個柚

子，又香又圓，更覺好玩，且當球踢著玩去，也就不要佛手了。 

41 香 蟠香寺 地 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 

41 香 襲人 物 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

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跟我出來罷。」 

42 香 劉姥姥 物 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

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算我的心了。 

43 香 賈寶玉 物 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裡可有賣香的？」焙茗道：

「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

檀、芸、降三樣。 

43 香 賈寶玉 物 焙茗見他為難，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

小荷包兒有散香，何不找一找？」 

43 香 賈寶玉 物 焙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 

44 香 平兒 物 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 

44 香 平兒 物 平兒依言粧飾，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 

48 香 張德輝 物 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

當鋪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賣。 

48 香 香菱 詩 淡淡梅花香欲染，絲絲柳帶露初乾。 

48 香 暖香塢 地 說著，真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 

49 香 賈寶玉 地 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腳，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

鼻。 

49 香 探春 食 探春笑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裡都聞見了，我也吃去。」 

50 香 林黛玉 詩 香粘壁上椒。斜風仍故故…… 

50 香 林黛玉 詩 黛玉忙笑道：「沁梅香可嚼，」…… 

50 香 梅花 物 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 

50 芳 邢岫煙 詩 桃未芳菲杏未紅，衝寒先喜笑東風。 

50 香 寶琴 詩 幽夢冷隨紅袖笛，遊仙香泛絳河槎。 

50 香 賈寶玉 詩 寶玉笑道：入世冷挑紅雪去，離塵香割紫雲來。 

51 香 馬嵬懷

古 

詩 只因遺得風流跡，此日衣裳尚有香。 

51 香 梅花觀

懷古 

詩 團圓莫憶春香到，一別西風又一年。 

51 香 晴雯 物 說話之間，天已二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

玉臥下，二人方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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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香 麝月 物 說著，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

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 

51 香 賈寶玉 物 上一槅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

西；下一槅桶卻有幾串錢。 

51 香 賈寶玉 物 寶玉道：「藥氣比一切的花香還香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

高人逸士，採藥治藥， 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

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 

52 香 賈寶玉 物 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臥於炕上，臉上

燒的飛紅。 

52 香 賈寶玉 花 好花！這屋子越暖，這花香的越濃。怎麼昨兒沒見？ 

52 香 林黛玉 花 我一日藥弔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著呢，那裡還擱的住花香來

薰？越發弱了。況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

不如你抬了去，這花兒倒清淨了，沒什麼雜味來攪他。 

53 香 賈寶玉 物 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

賈菖賈菱展拜墊，守焚池。 

53 香 榮府 物 當地火盆內焚著松柏香，百合草。 

53 香 賈母 物 這裡賈母花廳上擺了十來席酒，每席旁邊設一幾，幾上設爐瓶

三事，焚著禦賜百合宮香。 

53 香 賈母 物 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幾，設著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

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著杯箸。 

56 香 李紈 物 蘅蕪院裡更利害！如今香料鋪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

兒，都不是這些東西？ 

56 香 薛寶釵 物 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粉、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

丫頭都是有定例的…… 

58 香 賈寶玉 物 說著，便起身至那屋裡，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

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 

58 香 賈寶玉 物 以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

應了。 

60 香 薔薇硝 物 賈環聽了，便伸著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清香，便彎腰向靴

筩內掏出一張紙來，托著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 

60 香 賈寶玉 食 晚飯的素菜，要一樣涼涼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

了。 

62 香 賈寶玉 物 這日，寶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便冠帶了，來至前廳院中，

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 

62 香 薛蝌 物 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給寶玉，寶玉於是過

去陪他吃麵。 

62 香 紅香圃 地 寶釵等隨攜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敞廳內。 

62 香 湘雲 花 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 

62 香 湘雲 酒 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 

62 香 湘雲 食 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

粳米飯。 

62 香 湘雲 食 寶玉聞著，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

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 

63 芳 薛寶釵 物 大家一看，只見籤上面著一枝牡丹，題著「豔冠群芳」四字。

下麵又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任是無情也動人。」又

註著：「在席共賀一杯。此為群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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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謔，或新曲一支為賀。」 

63 香 賈寶玉 物 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著了，襲人見芳官醉的

很，恐鬧他吐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

他睡了，自己卻在對面榻上倒下。 

64 香 雪雁方 物 要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果木瓜之類，又不

大喜薰衣服。就是點香，也當點在常坐臥的地方兒。難道是老

婆子們把屋子薰臭了，要拿香薰薰不成？ 

65 香 二姐 物 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

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 

65 香 尤三姐 人 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

有刺扎手。 

67 香 寶釵母

女 

物 母女二人看時，卻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香

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 

67 香 薛寶釵 物 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

送脂粉、頭油的；也有單送玩意兒的。 

68 香 王熙鳳 物 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

去。 

69 香 王熙鳳 物 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己通誠禱告，說「我情願有病，只求

尤氏妹子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願吃常齋念佛！」 

70 香 桃花行 詩 侍女金盆進水來，香泉飲蘸胭脂冷。 

70 香 史湘雲 詩 豈是繡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 

70 香 薛寶釵 物 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思索起來。 

70 芳 李紈 芳 鶯愁蝶倦晚芳時，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70 香 林黛玉 詩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 

70 香 寶琴 詩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 

70 芳 史湘雲 詩 豈必委芳塵？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 

71 香 元春 物 元春又命太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枝，伽楠珠一串，福

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錠四對，彩緞十二疋，玉杯四隻。 

71 香 南安太

妃 

物 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

串。 

71 香 賈母 物 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

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 

72 香 司棋 物 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頭，保佑你

一輩子福壽雙全的。 

73 香 傻大姐 物 無事時，便入園內來玩耍。正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去，忽見一個

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卻是兩個人，

赤條條的相抱…… 

74 香 王夫人 物 只見王夫人含著淚，從袖裡扔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 

74 香 暖香塢 地 鳳姐直待服侍探春睡下，方帶著人往對過暖香塢來。 

74 香 王熙鳳 物 再所賜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略表我心。 

75 香 天香樓 地 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鵠子。 

75 香 賈母 物 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偺們且去上香。」 

75 香 嘉蔭堂 地 嘉蔭堂月臺上，焚著鬥香，秉著燭，陳設著瓜果月餅等物。邢

夫人等皆在裡面久候。真是月明燈彩，人氣香煙，晶豔氤氳，

不可名狀。 

76 香 湘雲 對 分瓜笑綠媛。香新榮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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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76 香 櫳翠庵 物 只見龕焰猶青，爐香未燼，幾個老道婆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

在蒲團上垂頭打盹。 

76 香 林史二

人 

詩 香篆銷金鼎，冰脂膩玉盆。……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 

78 香 王夫人 物 王夫人一看時，只見扇子三把，扇墜三個，筆墨共六匣，香珠

三串，玉絛環三個。 

78 香 賈寶玉 物 說著，又向懷中取出一個檀香小護身佛來，說：「這是慶國公

單給我的。」 

78 香 賈蘭 詩 捐軀自報恆王後，此日青州土尚香！ 

78 香 賈寶玉 詩 叱吒時聞口舌香，霜矛雪劍嬌難舉。 

78 香 賈寶玉 詩 馬踐胭脂骨髓香，魂依城郭家鄉隔。 

78 芳 芙蓉女

兒誄 

詩 維太平不易之元，蓉桂競芳之月，無可奈何之日，怡紅院濁玉，

謹以群花之蕊，冰鮫之縠，沁芳之泉，楓露之茗，－－四者雖

微，聊以達誠申信…… 

78 香 芙蓉女

兒誄 

詩 故櫻脣紅褪，韻吐呻吟；杏臉香枯，色陳顑頷……洲迷聚窟，

何來卻死之香？……蓉帳香殘，嬌喘共細腰俱絕。……摺斷冰

絲，金鬥禦香未熨。…… 

80 香 金桂、

香菱 

名

/

花 

話說金桂聽了，將脖項一扭，嘴脣一撇，鼻孔裡哧哧兩聲，冷

笑道：「菱角花開，誰見香來？若是菱角香了，正經那些香花

放在那裡？可是不通之極！」香菱道：「不獨菱花香，就連荷

葉，蓮蓬，都是有一般清香的。但他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靜日

靜夜，或清早半夜，細領略了去，那一股清香比是花都好聞呢。

就連菱角、雞頭、葦葉、蘆根，得了風露，那一股清香也是令

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說，這蘭花桂花，倒香的不好

了？」香菱說到熱鬧頭上，忘了忌諱，便介面道：「蘭花桂花

的香，又非別的香可比。」 

80 香 賈寶玉 物 次日一早，梳洗穿戴已畢，隨了兩三個老嬤嬤，坐車出西城門

外天齊廟燒香還願。 

80 香 焙茗 藥

/

物 

焙茗道：「我們爺不吃你的茶，坐在這屋裡還嫌膏藥氣息呢。」

王一貼笑道：「不當家花拉的，膏藥從不拿進屋裡來的。知道

二爺今日必來，三五日頭裡就拿香熏了。」 

81 香 王夫人 物 這一天急要回去，掉了一個絹包兒，當鋪裡人撿起來一看，裡

頭有許多紙人，還見四丸子很香的藥。 

81 香 王夫人 物 抄出好些泥塑的煞神，幾匣子悶香。 

86 香 林黛玉 物 再遇著那天地清和的時候，風清月朗，焚香靜坐，心不外想，

氣血和平，纔能與神合靈，與道合妙。 

87 芳 林黛玉 書 猶記「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為底遲」之句，未嘗不歎冷

節餘芳，如吾兩人也！感懷觸緒，聊賦四章。 

87 香 林黛玉 物 正說著，忽聽得唿喇喇一片風聲，吹了好些落葉打在窗紙上。

停了一回兒又透過一陣清香來。眾人聞著，都說道：「這是何

處來的香風？這像什麼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探春

笑道：「林姐姐終不脫南邊人的話。這大九月裡的，那裡還有

桂花呢？」黛玉笑道：「原是啊，不然，怎麼不竟說是桂花香，

只說似乎像呢？」 

87 香 林黛玉 物 香車畫舫，紅杏青簾，惟我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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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香 林黛玉 食 還有偺們南來的五香大頭菜，拌些麻油醋，可好麼？ 

87 香 林黛玉 物 這裡黛玉添了香，自己坐著，纔要拿本書看，只聽得園內的風，

自西邊直透到東邊，穿過樹枝，都在那裡唏嘩喇不住的響。 

87 香 林黛玉 物 裡頭卻包著那剪破了的香囊、扇袋並寶玉通靈玉上的穗子。 

88 香 鴛鴦 物 又拿起一子兒藏香，道：「這是叫寫經時點著寫的。」 

89 香 賈寶玉 物 你叫他們收拾一間屋子，備了一爐香，擱下紙墨筆硯，你們只

管幹你們的，我自己靜坐半天纔好，別叫他們來攪我。 

89 香 賈寶玉 物 寶玉道：「還是隨便罷，不必鬧的大驚小怪的。倒是要幾個果

子擱在那屋裡，借點果子香。」 

89 香 賈寶玉 物 親自點了一炷香，擺上些果品，便叫人出去，關上門。 

89 香 賈寶玉 詩 寶玉拿了一幅泥金角花的粉紅箋出來，口中祝了幾句，便提起

筆來寫道：「怡紅主人焚付晴姐知之：酌茗情香，庶幾來饗。」 

89 香 賈寶玉 物 寫畢，就在香上點個火，焚化了。靜靜兒等著，直待一炷香點

盡了，纔開門出來。 

89 香 林黛玉 貌 「亭亭玉樹臨風立，冉冉香蓮帶露開。」 

89 香 林黛玉 物 黛玉纔隨便梳洗了，那眼中淚漬終是不乾。又自坐了一會，叫

紫鵑道：「你把藏香點上。」 

91 香 薛寶釵 藥 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還

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纔得病好。 

91 香 林黛玉 物 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睬他，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又

翻出書來，看了一會。 

93 香 蔣玉函 喻 果然蔣玉函扮了秦小官伏侍花魁醉後神情，把那一種憐香惜玉

的意思做得極情盡致。 

95 香 妙玉 物 妙玉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裡找出沙盤乩架，書了符，

命岫煙行禮祝告畢，起來同妙玉扶著乩。 

97 香 賈寶玉 物 知寶玉舊病復發，也不講明，只得滿屋裡點起安息香來，定住

他的神魂，扶他睡下。 

97 香 林黛玉 人 香魂一縷隨風散，愁緒三更入夢遙！ 

101 香 大了 物 因此，昨日在我廟裡告訴我，要在散花菩薩跟前許願燒香，做

四十九天的水陸道場，保佑家口安寧，亡者昇天，生者獲福。 

101 香 大了 物 大了擺了齋來，鳳姐只動了一動，放下了要走，又給了香銀。 

102 香 毛半仙 物 毛半仙道：「既如此，取淨水洗手，設下香案，讓我起出一課

來看就是了。」 

102 香 大觀園 物 香花燈燭設滿一堂，鐘鼓法器排列兩邊，壇上插著五方旗號。

道紀司派定四十九位道眾的執事，淨了一天壇。三位法官行香

取水畢，然後擂起法鼓。 

104 香 賈芸 物 那年倪二借銀，買了香料送他，纔派我種樹；如今我沒錢打點，

就把我拒絕。 

105 香 賈政 物 香鼠筩子二十件。豆鼠皮二十四方。 

106 香 賈母 物 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鬥香，用拐拄著，

出到院中。 

109 香 賈寶玉 喻 這寶玉固然是有意負荊，那寶釵自然也無心拒客，從過門至今

日，方纔是雨膩雲香，氤氳調暢。 

110 香 賈璉 物 就是不回去，便叫那些貧窮族中住著，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

香，時常祭掃祭掃。 

110 香 賈寶玉 花 看來不止為梅花開的早，竟是那『潔白清香』四字真不可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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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香 鴛鴦 人 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 

111 香 鴛鴦 物 賈政因他為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個揖，說：

「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你們小一輩的都該行個禮

兒。」 

112 香 夥賊 物 到了三更夜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些悶香，跳上高牆。 

112 香 妙玉 物 自己坐著，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顖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

口裡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 

112 香 妙玉 物 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薰住，由著他掇弄

了去了。 

113 香 櫳翠庵 物 且說櫳翠庵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庵圈在裡頭，

向來食用香火，並不動賈府的錢糧。 

114 香 甄應嘉 物 昨日知老太太仙逝，謹備瓣香至靈前拜奠，稍盡微忱。 

117 香 賈環 詩 賈薔道：「說個『香』字。」賈環道：「天香雲外飄。」 

120 芳 賈雨村 詩 福善禍淫，古今定理。現今榮、寧兩府，善者修緣，惡者悔禍，

將來蘭桂齊芳，家道復初，也是自然的道理。 

*同回內重複之敘述、地名不錄；人名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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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紅樓夢》「臭」及相關描寫	

 《紅樓夢》「臭」及相關描寫 

回

數 

關

鍵

字 

 

對象 

性

質 

 

文本 

1 臭 石頭 言 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

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 易壞人子弟。 

2 臭 賈寶玉 言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

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 

2 臭 甄寶玉 言 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

更覺稀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

字。 

5 腥 世難容 言 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

嫌。 

6 屎 劉姥姥 言 劉姥姥道：「這倒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偺們謀到了，

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

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

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就和他，纔疏遠起來。 

7 屁 王熙鳳 言 呸！扯臊！他是哪吒，我也要見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

來，打你頓好嘴巴子！ 

7 溺 尤氏 言 自己挨著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

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 

8 臭 後人诗 詩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本來真面目，幻來新就

臭皮囊。 

12 屎 賈瑞 屎 正要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響，嘩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

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掌不住「噯喲」一聲，忙又掩

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冰冷打戰。 

12 溺 王熙鳳 状 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

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 

16 臭 林黛玉 物 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蕶苓香串，珍重取出來，轉送黛玉。黛玉說：

「什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 

16 屁 王熙鳳 言 鳳姐笑著啐道：「別放你娘的屁！你拿東西換我的人情來了嗎？

我很不稀罕你那鬼鬼祟祟的！」 

19 屁 林黛玉 言 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著。」 

28 屁 王夫人 言 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 

28 屁 老婆子 言 那婆子啐道：「呸！放你娘的屁！寶玉如今在園裡住著，跟他的

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了！」 

30 腥 袭人 血 「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 

31 屁 史湘雲 言 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 

38 腥 鴛鴦 手 鴛鴦紅了臉，咂著嘴，點著頭道：「哎！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

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 

38 腥 賈寶玉 詩 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

一生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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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腥 賈寶玉 詩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

禾黍香。 

41 臭 劉姥姥 屁 忙進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姥姥扎手舞腳的仰

臥在床上。 

44 臭 賈母 言 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

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 

49 腥 史湘雲 言 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

清高， 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

繡口！」 

54 尿 王熙鳳 言 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 

56 臭 丫鬟們 言 丫鬟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

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小

廝，也亂叫起來！仔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丫鬟

笑道：「偺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

話，把偺們薰臭了！ 

62 屁 香菱 言 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

嘴的小蹄子！滿口裡放屁胡說！」 

63 臭 賈蓉 言 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偺們這宗

人家！ 

64 臭 雪雁 言 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薰臭了，要拿香薰薰不成？ 

65 臭 三姐兒 言 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倆個，拿著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

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 

67 屁 王熙鳳 言 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

說，好多著呢！」 

68 臭 賈蓉 言 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姪兒一時吃了屎調唆著叔叔做的。 

71 屁 趙姨娘 言 趙姨娘便說：「這事也值一個屁！…… 

73 屁 晴雯 言 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的不嚴，怕耽不是，還拿這話來支

吾！…… 

77 臭 贵兒媳

婦兒 

貌 那媳婦卻倒伶俐，又兼有幾分姿色，看著貴兒無能為，便每日家

打扮的妖妖調調，兩只眼兒水汪汪的，招惹的賴大家人如蠅逐

臭，漸漸做出些風流勾當來。 

77 羶 吊子 物 寶玉看時，雖有個黑煤烏嘴的吊子，也不像個茶壺。只得桌上去

拿一個碗，未到手內，先聞得油羶之氣。 

78 腥 賈寶玉 詩 王率天兵思剿滅，一戰再戰不成功。腥風吹折隴中麥，日照旌旗

虎帳空。 

82 腥 林黛玉 感 黛玉因為喉間有些甜腥，早自疑惑；方才聽見紫鵑在外邊詫異，

這會子又聽見紫鵑說話，聲音帶著悲慘的光景，心中覺了八九

分…… 

10

1 

臭 賈璉 言 賈璉道：「是了，知道了。『大蘿蔔還用屎澆』？」 

10

6 

臭 賈政 言 賈政嗔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 沒良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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