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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六朝詠酒辭賦之研究－ 

以曹植、王粲、張載及鄒陽 

之作為範圍 

郭章裕* 

【提要】 

本文以曹植〈酒賦〉、王粲〈酒賦〉、晉代張載〈酃酒賦〉及

六朝人託名鄒陽所作〈酒賦〉共四篇，探析漢魏六朝詠酒辭賦的書

寫特色及文化意涵。發現賦家多於開篇時禮讚酒的偉大，進一步說，

其神聖特質展現於三項：一，酒能裨助政治、禮儀的完滿，且使眾

人情誼融洽。二，酒以植物製作而成，內涵如同植物一般的生命力

量，且為宇宙秩序象徵。三，酒能令人忘憂並泯除對立，回歸具道

家色彩的自然生命境界。但賦家也不掩飾酒可能致人災禍的負面影

響，故篇末又常見不可酗酒的勸諭。如此書寫面向，實也吻合歷來

世人對於「儀狄造酒」傳說，截然兩種不同的評述，既視之為文明

寶物，但又恐其為糖衣毒藥。正因具如此矛盾性質，故自先秦《禮

記．樂記》以降迄於魏晉，對於酒的看法大抵有兩大要點，其一，

認為酒與食合一不分，兩者同具養生療疾之功。其二，酒、食以外，

還須與禮結合，而禮的意義即在於約束節制，才能保證酒食之事的

美好，不致釀成災難。因此，回到辭賦書寫來說，詠酒賦篇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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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可見快樂歡欣的宴會場合的描繪，但見眾人熱鬧歡聚、共享美酒

佳餚，卻能始終謹守禮度，毫無逾矩情事發生。此一內涵禮教精神

的宴會畫面，可說即是〈樂記〉以來，人們對於酒之觀念的具體展

現。 

 
關鍵詞：漢魏六朝 酒 辭賦 酒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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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言及漢魏六朝時期酒的意義，已有學者指出，兩漢時因宴飲風氣

盛行，故而酒宴成為詩歌創作的重要觸媒，史籍中亦可多見漢代帝王

及貴族大臣飲酒而歌，或自為詩歌的記載。1 及至魏晉六朝，又因時

代喪亂激起「憂生」思想，進而使人們浮現出「厚生」享樂的生命觀

念，時人對於美酒佳餚的貪戀與愛好，更經常形諸於公讌詩一類的作

品之中。2 是則可謂由漢代迄於六朝，飲酒風氣始終熾盛，又特別展

現於詩歌此一文類作品之中。此外，也不乏學者針對當時文人熱衷飲

酒之現象提出詮解，早如魯迅在〈魏晉文人與藥及酒〉，就已點明飲

酒本為魏晉文人反抗傳統禮教的一種手段，3 而王瑤〈文人與酒〉也

以竹林名士為主要觀察對象，指出魏晉文人因感受到現實禮教壓迫，

故欲借由飲酒以追求一種道家超越境界的實踐。4 江建俊亦謂魏晉名

士好在酗酒之後，以各種怪態狎漫之行徑，表達對禮教的強烈衝擊。

5 總之，大抵可見兩漢時期文士飲酒即已成風，至魏晉六朝則更加激

化，酒遂成為文人掙脫世俗價值之束縛的利器。  

另一方面，酒在漢魏六朝文化中的重要性，還可從辭賦此一文學

體類中窺見。尋檢清人所編定《御定歷代賦彙》，其卷一〇〇「飲食」

部之中，就收錄期間包含鄒陽〈酒賦〉、揚雄〈酒賦〉、曹植〈酒賦〉、

王粲〈酒賦〉、張載〈酃酒賦〉共五篇作品，若再尋檢嚴可均所輯《全

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則還可發現如傅玄〈酒賦〉與〈闢雍鄉

飲酒賦〉、嵇康〈酒賦〉、袁崧〈酒賦〉、嵇含〈酒賦〉、江總〈勞

                                                 
1 昝風華，《漢代風俗文化與漢代文學》（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 79。 
2 趙輝，《六朝社會文化心態》（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 135-154。 
3 魯迅，《魯迅全集．卷三》（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 523-553。 
4 王瑤，〈文人與酒〉，《中古文學史論．中古文人生活》（臺北：長安出版社，1982），頁 44-76。 
5 江建俊，〈魏晉名士「裸袒褻慢」之風的多維解讀〉，《成大中文學報》第 33 期（2011 年 6 月），

頁 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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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賦〉、劉伶〈酒德頌〉、王叔之〈續齊伯倫酒德頌〉等。總之，相

關篇章數量不少，足見酒於此時，無疑已為一類廣受文人題詠、創作

的題材對象。  

可惜相關篇章多已嚴重殘佚，當然也就造成學者研究時的重大侷

限，故如廖國棟分析魏晉詠酒辭賦，僅能就曹植、王粲、張載三篇加

以歸納，概要說明其中透露人們既愛酒之甘美香醇，但又憂懼沈湎墮

落，導致敗德喪國的矛盾心態。6 李洪權亦泛言在劉伶〈酒德頌〉問

世後，文人對於酒德、酒功加以讚頌的文章屢屢出現，但皆只能算是

狗尾續貂之作。7 其他或偶有針對此一主題進行研究者，如趙莉嬌〈論

敦煌本《酒賦》及同題賦之主題流變〉，8 指出由鄒陽〈酒賦〉對君

王的稱頌美化，到曹植、王粲主旨改為勸誡飲酒，再至敦煌本〈酒賦〉

則又變為勸人及時享樂，可見詠酒辭賦旨趣一再演變的軌跡。王志翔

〈揚雄《酒賦》探微〉，9 認為揚雄〈酒賦〉內容近似於俗賦，是當

時文人辭賦創作的一種新的嘗試，也開啟後來相關題材辭賦的寫作。

周葦風〈酒分聖賢考源〉，10 分析古代詩賦中「清酒為聖，濁酒為

賢」之說，謂古代酒之所以有清濁聖賢之別，與屈原〈漁父〉和孔融

〈難曹公表制酒禁書〉二文密切相關。凡此，學者雖能就詠酒賦篇予

以探討，但大多篇幅簡短、敘述扼要，故而相關論題，似仍存有更加

深探的空間。  

考辭賦以酒為敘寫創作之主題，歷來皆以鄒陽〈酒賦〉為最先，

但此篇真偽頗受質疑，當代學者考論其內容文辭，謂其當為六朝文人

託名所作11。是則真正肇端，當始於揚雄（BC53-AD18）〈酒賦〉。

                                                 
6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 381-387。 
7 李洪權，《魏晉生活掠影》（瀋陽：瀋陽出版社，2002），頁 241-245。 
8 趙莉嬌，〈論敦煌本《酒賦》及同題賦之主題流變〉，《六盤水師範學院學報》第 29 卷第 5 期

（2017 年 10 月），頁 25-29。 
9 王志翔，〈揚雄《酒賦》探微〉，《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37 卷 12 期（2018 年 12 月），頁 87-92。 
10 周葦風，〈酒分聖賢考源〉，《古籍整理研究學刊》第 1 期（2014 年 1 月），頁 79-82。 
11 康達維發現，此文之寫作，含有許多其實在西漢初並未出現，且晚至六朝才開始流行的詞彙及典

故，以此推斷該篇當為六朝人士託名所為。參見（美）康達維，蘇瑞隆譯，〈西京雜記中的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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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前有序曰：「黃門郎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

度士，譬之於物」，其辭云：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臨深，動常近危。酒醪不

入口，臧水滿懷，不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瓽所轠，

身提黃泉，骨肉為泥。自用如此，不如鴟夷。鴟夷滑稽，腹如大

壼，盡日盛酒，人復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車，出入兩宮，經

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12 

作者將汲水之瓶與正直之士相譬，謂水瓶懸吊在井口之上，於井底之間升

降來回，過程中稍有不慎即撞擊井壁，導致破裂滅亡，還不如皮製的革囊

－「鴟夷」，不僅柔軟滑順足以盛酒，更因便於攜帶，所以輕易隨人進

出宮殿。似乎諷刺堅貞之士易遭危害、處世艱難，但圓滑之人總能順遂於

官場；然則，此文可視為漢代文士對於朝政裡「邪佞害正」現象，一種怨

憤心靈的呈現，13 反倒與酒的關係並不很大。其後，曹植（192-232）受

揚雄啟發，亦作〈酒賦〉一篇，前亦有序云：「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

瑋，頗戲而不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以前人文章雖華美有餘，

內容卻頗失典雅，故為文以略探酒之要義，其辭曰： 

嘉儀氏之造思，亮茲美之獨珍。嗟麴糵之殊味，□□□□□□。

仰酒旗之景曜，嘉號於天辰。繆公酣而興霸，漢祖醉而蛇分。穆

生失醴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諒千鍾之可慕，何百觚之足云！

其味□□亮升，久載休名。宜城醪醴，蒼悟縹清。或秋藏冬發，

                                                                                                                      
《漢代宮廷文學與文化探微》（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頁 47-50。 

12 費振剛等編，《全漢賦校注》（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頁 294-295。 
13 「邪佞害正」據顏崑陽所言，乃漢代文人悲士不遇的心靈模式之一，而以屈原為主要的情感投射

對象。要之，自賈誼〈弔屈原賦〉以下，如賈誼〈誓惜〉、董仲舒〈士不遇賦〉、東方朔〈七諫〉、

王褒〈九懷〉、劉向〈條災異封事〉及〈九歌〉、劉歆〈遂初賦〉、馮衍〈顯志賦〉〈自陳疏〉、

張衡〈思玄賦〉等。有的複寫屈原經驗，有的將自己的經驗與屈原類化，莫不將主題集中在「邪

佞害正」這一人性鬥爭，所導致理想價值失落的悲怨上，從而形成一定的主題模式。顏崑陽，〈漢

代文人「悲士不遇」的心靈模式〉，《詮釋的多向視域─中國古典美學與文學批評系論》（臺北：

臺灣學生書局，2016），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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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春醞夏成。或云沸川湧，或素蟻如萍。 

爾乃王孫公子，游俠翱翔。將承歡以接意，會陵雲之朱堂。獻酬

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喧嘩。或揚袂屢舞，或扣

劍清歌。或顰蹴辭觴，或奮爵橫飛。或嘆驪駒既駕，或稱朝露未

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和

睚毗之宿憾，雖怨讎其必親。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嘆曰：「噫，

夫言何容易！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若耽於觴酌，流情縱

佚，先王所禁，君子所斥。」14 

由於今所見揚、曹二文皆非全貌，僅就殘存文章觀之，似乎難以窺見兩篇

旨意有何相通之處。然綜觀曹植全文，全篇重點大略有三：其一，提及儀

狄造酒之傳說，謂酒乃世間獨特珍貴之物，不但滋味可人，且夜空有酒旗

之星，似乎意味酒之發明，本就是呼應天意之事，而考諸史傳，王侯、賢

士因酒立功的故事並不少，如秦穆公曾賜酒予以盜馬食肉的士兵，致使士

兵於戰場上冒死爭鋒，回報恩德。劉邦亦曾醉酒斬殺白蛇，繼承天命開創

漢朝。漢初，穆生原深受楚元王劉交的信任與敬重，之後劉戊繼位為楚王，

卻忘記設置醴酒予以穆生，穆生因此有感其輕禮失道，絕非明主，決然稱

疾辭退，不久劉戊為人行事果然更趨淫暴，最終起兵叛亂而遭漢軍擊破，

自殺身亡。戰國之時，侯贏因受魏公子信陵君的敬酒禮遇，後竟自刎以性

命答謝知遇之恩，遂促成信陵君擊敗秦軍的戰功。舉凡此類，或以酒成就

一代霸業，或以酒顯現識人之明，皆可見酒在人文歷史之中，影響力不容

小覷。又人間各地皆有著名酒鄉，所出產的美酒品項多款，但無不須醞釀

以時，無法速成。其二，無論王侯貴族抑或遊俠平民，皆能會聚於酒宴之

上，歡快並醉，或歌或舞、盡情愉樂。按《漢書．王式傳》顏師古注云〈驪

駒〉：「逸《詩》篇名也，見《大戴禮》。客欲去，歌之。」，15 可見〈驪駒〉

                                                 
14 龔克昌等評注，《全三國賦評注》（濟南：齊魯書社，2013），頁 409。 
15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漢書》（北京：中華書局，2010），頁 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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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宴會結束時的送客之詩。又《詩．小雅》有〈湛露〉，〈詩序〉謂：「〈湛

露〉，天子燕諸侯也。」其詩句有云：「湛湛露斯，匪陽不睎，厭厭夜飲，

不醉無歸。」16 故此詩實有於宴會場合鼓舞飲酒、享樂盡興之意。作者援

用兩則典故，表明酒宴在尾聲之際，似乎眾人還頗為留戀不捨，唯當下因

酒之催動，素來性格樸拙、剛強之人，一變為雍容、親和，賓客亦不在意

現實貧富貴賤之差，甚至彼此原有嫌隙仇恨者，亦能因酒而冰消瓦解，一

片和樂融融。其三，「矯俗先生」感嘆並直指酒為「淫荒之源」，若沈湎放

縱無所節制，即成一切禍端，因此酒又為先王及君子所禁止擯斥；所言顯

然頗具警惕與責備之意。 

除 曹 植 之 外 ， 在 諸 多 漢 魏 六 朝 時 期 的 詠 酒 辭 賦 之 中 ， 以 王 粲

（177-217）、晉代張載〈酃酒賦〉及託名鄒陽之〈酒賦〉三篇作品，

篇幅相對完整。而曹文所敘內容，也幾可在其他三篇作品裡發現相似

論點。為便於論文敘述，我們且以之做為起點，對比其他三篇，試就

此類賦篇的書寫特色，及所內具的文化意涵，予以分析詮釋。  

二、儀狄造酒：酒的雙重性質及辭賦書寫 

（一）宴享神人 
與曹植相同，王、張二人之作，首先亦皆以儀狄之事為開篇，而

就酒從屬於禮教及養生的重要意義，予以禮讚。王文即言：  

帝女儀狄，旨酒是獻。苾芳享祀，人神式宴。曲蘗必時，良工從

試。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醍沈盎泛，清濁各異。章文德于廟堂，

協武義於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歡好，

贊交往之主賓。既無禮而不入，又何事而不因。17 

良工精心釀造並假以時日，製作成《周禮．天官》所言清濁各異的「五齊」、

                                                 
16 漢．毛亨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350。 
17 龔克昌等評注，《全三國賦評注》，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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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酒」，用途包含廟堂祭祀、軍事武功、頤養親人、和睦朋友、賓主往

來等等之類。各種禮儀與事宜，無酒皆不可行，故儀狄發明酒道意義甚為

遠大。張文則云： 

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不泯。嘉康狄之先識，亦應天而順人。

擬酒旗於玄象，造甘醴以頤神。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

物無往而不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歷百代而作珍。

若乃中山冬啟，醇酎秋發。長安春御，樂浪夏設。漂蟻萍布，分

香酷烈。垂嘉稱于百代，信人神之所悅。……故其為酒也，殊功

絕倫。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

體淳色清。宣御神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

嘉其美志，味之者棄事忘榮。18 

在此提及儀狄之外另一傳說人物杜康，作者將二人並列同視為先知賢聖，

且其造酒則為順天應人、功垂萬古的神聖功業。19 又世人無分賢、愚，縱

或迭經朝代興衰起落，唯獨對於酒的眷愛未曾改變，然則酒又彷彿具有齊

均差異，化異為一的奇效。又謂須歷經時序遞嬗，才能成就出各種芬芳佳

釀，不僅為人類所喜好，自古即有「五齊」、「三酒」之設，用以祭祀、和

悅神明。另外，酒還具養生之效，能消憂解愁、調和性情，令人心神愉悅，

忘卻凡俗榮辱之事。再如鄒文，雖未提及儀狄，卻也說： 

清者為酒，濁者為醴；清者聖明，濁者頑獃。皆麴涓丘之麥，釀

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金未啓。嗟同物而異昧，歎殊才而共侍。

流光醳醳，甘滋泥泥。醪釀既成，綠瓷既啓，且筐且漉，載□載

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禮。其品類則沙洛淥酃。程鄉若下，

                                                 
18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北京：中華書局，1999），頁 1949。 
19 自古有關造酒之始祖，雖有儀狄與杜康兩說，但其實並不衝突。當代學者推測，相傳儀狄造九所

用「醪」，是一種糯米經發酵而成的「醪糟」，至於杜康所用的「秫」，則是高梁，兩者的成品

與酒性，即略如同今日「黃酒」與「高梁酒」的差別。參見忻忠、陳錦編著，《中國酒文化》（山

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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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之清。關中白薄，清渚縈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20 

無論清、濁，酒或醴皆以米、麥為本，假以時日釀造而成，雖品質及種類

不盡相同，但經過加工過濾等後製程序以後，皆甘美怡人。「庶民以為歡，

君子以為禮」，是亦強調酒能使人歡愉，且成就禮儀的重要特質。 

按有關儀狄，如《呂氏春秋．勿躬》就曾提及其為造酒之官，又

謂此官乃聖人治理天下必須依賴的二十種官職之一。21《淮南子．脩

務訓》亦將儀狄造酒與蒼頡作書、容成造曆、胡曹為衣、後稷耕稼、

奚仲為車，共六人六事並列，且謂六者「皆有神明之道，聖智之跡」。

22 如此看來，儀狄無疑被視為啟迪人類文化的神聖人物，酒更是政

治運作所須的重要事物。但儀狄造酒之說，卻另有一種敘述與評價，

如《戰國策．魏策》載，梁王魏嬰宴飲各方諸侯於范臺，席間魯君加

以諷勸，言：  

昔者，帝女令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

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23 

此外，《淮南子．泰族訓》也說： 

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流湎之行也。

24 

前者謂儀狄奉命製作美酒並進獻，卻令禹心生警惕且疏遠之，有感自此而

後，人們將難免因酒遭遇亡國之禍；後者則言大禹遠離儀狄與美酒，以避

                                                 
20 費振剛等編，《全漢賦校注》，頁 54-55。 
21 「大橈作甲子，黔如作虜首，容成作厤，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

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寒哀作

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歷舉

大橈、黔如、容成、羲和等共二十人，及其所製作的曆法、占卜、工具等事物，謂此乃聖王能以

治理天下、創建秩序的重要輔臣。參見許維遹，《呂氏春秋集釋》（北京：中華書局，2010），

頁 450-451。 
22 漢．劉安編，劉文典集解，《淮南鴻烈集解》（北京：中華書局，2010），頁 646。 
23 漢．劉向編，《戰國策》（濟南：齊魯書社，2005），頁 265-266。 
24 漢．劉安編，劉文典集解，《淮南鴻烈集解》，頁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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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沈溺而毀行。二說大同小異，要在強調酒為不祥之物，彷彿詛咒或陷阱，

以其甘美滋味，消蝕人心、誘惑人類步向敗亡。當然，也透露出人們對酒

的警戒之意。 

話雖如此，但諸位賦家顯先著眼於酒的禮教及文化意義，加以發

揮書寫。進一步言，據羅振玉對於卜辭「酒」字之解釋所云：「卜辭

所載諸酒字為祭名，考古者酒熟而薦祖廟，然後天子與群臣飲。」25 

足見早在商朝，酒即已廣為宗廟祭祀之用，且又為君臣共同宴享之

物，《周禮．天官》對於「酒正」之職責，更有清楚說明：  

酒正。掌酒之政令，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

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醴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沈齊。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凡祭祀，以灋

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

有酌數。……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

饗耆老、孤子，皆共其酒，無酌數。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行之。

凡有秩酒者，以書契授之。26 

酒正典掌酒品釀造之法與施用事宜。按清濁程度，可分為泛齊、醴齊、

盎齊、緹齊、沈齊共五種級別之酒，是謂「五齊」；按照飲用場合，則可

別為事酒、昔酒與清酒三種，是謂「三酒」。「五齊」或「三酒」皆與祭

祀相關，依所祀對象與規模，其酒量由酒正控管。又當君王宴請臣僚之

時，還須統籌人數、供配酒量，唯當對象為宿衛之士、老臣及殉身王事

之遺屬者，無酒量限制。此外，君王頒賜酒品亦有法制，故又須以書契

詳加紀錄。 

易言之，雖說酒自古即因與人類宗教行為密不可分，所以始終深

                                                 
25 羅振玉，《殷墟書契考釋》，收入許錟輝主編，《民國時期語言文字學叢書．第一編》（臺中：

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2009），頁 65。 
26 漢．鄭玄注，唐．賈公彥疏，《周禮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7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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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崇拜、敬愛，27 但賦家更為著重者，顯然是其從屬於人文禮儀的

意義，而從商至周，酒始終是祀享神靈及饗宴人群的重要物品。酒在

賦家筆下，既事關政治及禮儀，則其意義尊貴，自不待言。  

（二）植物崇拜 
另外，酒的神聖性質，似也與人類「植物崇拜」的原始心靈及觀

念有關。就此，（羅馬尼亞）伊利雅德（Mircea Eliade）曾指出，人

類世界普遍存在著一種「植物祭祀」的習俗，之所以將植物作為祭祀

的對象，乃因：  

人們所「崇拜」、推動及所祈求的是生命的整體、以多種節律而

得以更新的大自然本身。植物生命的力量就是整個宇宙生命的一

種顯現。因為人類的命運被拋入這個自然，他認為他能夠為自己

的目的使用這種生命，所以采納植物的「記號」，使用他們（五

月柱、花枝、與樹成婚等等）或者敬拜他們（「聖樹」等等）。28 

植物週而復始的生長過程，原即是大自然存在與規律的具現化，亦可視為

一種循環不已、生生不息的宇宙生命動能的象徵，所以令人類尊敬崇拜，

進而加以採納或使用，往往也就意味人們希冀從中獲得這種崇高、神秘且

恆長的生命能量。然則釀酒所必需的麴糵，本就為米、麥之類作物加工發

酵製成，故於酒水之中，實也就隱含植物之本質。況再如緯書《春秋佐助

期》所言：「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釀黍為酒。」注云：「麥，

陰也，是先漬。麴後入，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

                                                 
27 英國宗教學者阿爾弗雷德·諾思·懷特海（Aflfired North Whitehead）即指出，在初民的宗教活動之

中，為激發人類情感，常會藉由儀式與藥物及酒達成此一目的。因此，也形成了對酒的崇拜，其

流風餘韻沿至今日，故於現在聖餐儀式中，酒仍是不可或缺的用品。（英）阿爾弗雷德·諾思·懷

特海，周邦憲譯，《宗教的形成、符號的意義及效果》（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頁

10。 
28 （羅馬尼亞）伊利雅德（Mircea Eliade），晏可佳、姚蓓琴譯，《神聖的存在：比較宗教的範型》

（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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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物陰陽相感，非惟作酒。」29 以麥為陰，以麴為陽，而釀酒之過程，本

身即體現出宇宙之間陰陽合化、相互推動，進而創造新物的一種現象與規

律。 

準此，「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曹植）、「曲蘗必時，良

工從試」（王粲）、「中山冬啟，醇酎秋發。長安春御，樂浪夏設」

（張載）、「倉風莫預，方金未啓」（鄒陽）云云，凡此相關之文句，

既是有關釀酒過程的說明，無疑也同時是季節時間遞嬗的描述。易言

之，在賦家筆下，酒之為物，本身即內涵宇宙運行的天機，且乃天地

陰陽力量所造化，自然地位神聖殊異，不同於一般事物。 

（三）全神消憂 
飲酒之後，因酒精催化，人的心神往往能擺脫現實各種拘束，獲

得鬆弛與自由。這在道家典籍之中，往往便可發現相關論述，如《莊

子．達生》曾載列子與關尹的對談：  

子列子問關尹曰：「至人潛行不窒，蹈火不熱，行乎萬物之上而

不慄。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

敢之列……夫醉者之墜車，雖疾不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異，

其神全也，乘亦不知也，墜亦不知也，死生驚懼不入乎其胷中，

是故遻物而不慴。彼得全於酒而猶若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

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30 

關尹認為，至人並非憑恃心智巧詐或身軀勇力，而是能保守純和之氣，故

才通行天下、毫無阻滯與驚懼。又以醉酒為喻，謂醉酒者形體骨節與眾人

相同，卻因無知無覺，與外界絕緣而不受擾動，故精神反能整全，甚至在

墜車之際，竟絲毫不為眼前的死亡所驚動惶恐。關尹在此所強調者為──

僅藉由醉酒，就使人守全精神，達至一種卓異之境，更況聖人所冥合者乃

                                                 
29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中冊（河北：河北人民出版社，1994），頁 823。 
30 清．郭慶藩撰，王孝魚校點，《莊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2004），頁 63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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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自然之道，自更能不為萬物傷害或羈絆。此外，《列子．湯問》記載

一傳說，言大禹治水時曾迷路失途，來到北海之北的「終北國」，其國領

土廣大不知邊界，且： 

無風雨霜露，不生鳥獸、蟲魚、草木之類。四方悉平，周以喬陟。

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領，狀若甔甄。頂有口，狀若員環，名曰

滋穴。有水湧出，名曰神瀵，臭過蘭椒，味過醪醴。一源分為四

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不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

而從，物不競不爭。柔心而弱骨，不驕不忌，長幼儕居。不君不

臣，男女雜游，不媒不聘；緣水而居，不耕不稼。土氣溫適，不

織不衣；百年而死，不夭不病。其民孳阜亡數，有喜樂，亡衰老

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不輟音。饑惓則飲神瀵，力

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神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

歇。周穆王北遊，過其國，三年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忄

敞）然自失。不進酒肉，不召嬪御者數月乃復。31 

此則故事要點有三。其一，自山中湧出的「神瀵」，既然臭過蘭椒、味過

醪醴，又當國民飢餓倦怠時，飲之除可「力志和平」外，一旦「過則醉」，

須「經旬乃醒」，可見其並非普通泉水，性質顯然根本與酒無異。況「神

瀵」所出之地，乃形狀如甔甄，頂上還有如圓環之小口，名之為「壺領」

的山；這不啻暗示此山即為一酒瓶，則從中所出者自當是酒水無疑。其二，

飲用「神瀵」既能令人力志和平，彼此更無猜忌競爭之心，所以無須君臣、

男女之規範與禮防，也能自在生存和樂融融，終日唱和歌謠，乃至於不須

耕稼勞動，也不著衣服，亦能不生疾病、盡享百年天壽後自然死亡，故生

活僅有喜樂毫無痛苦。換言之，除土地平坦、氣候溫和且不生瘴癘疾疫，

生活環境原就甚為舒適以外，是再兼飲用流遍國境四方的「神瀵」之功，

才形塑出國人溫柔、寡欲的性格。其三，周穆王曾遊經此地且為之流連，

                                                 
31 楊伯峻，《列子集釋》（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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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周後猶思念不已，心情沮喪，數月才恢復原來的食、色欲望，可見終北

國乃人間至高帝王，都希冀難得的樂土。總之，此則傳說，毋寧可視為一

種對於酒的讚美，謂酒除了味道甘美香氣四溢之外，還具有滑潤肌膚、使

心境平和自在的效果，乃至泯除世間分際與位階之差，令人恢復至原始、

柔和且純真的美好狀態，而這種狀態又非人間權力或財富等等可以置換獲

得。因此，學者直謂終北國為「純粹的道家理想」的一種圖景，32 也毋寧

可視為是在人文社會發展至一定高度後，人類反倒浮現出盼望回歸素樸自

然，或宇宙本質秩序的矛盾心態。33 

如此言之，無論《莊子．達生》或《列子》的傳說，皆意味酒具

有將人帶離現實名利、權位、階級、情緒、欲望，乃至對死亡的憂懼

等一切束縛，歸返於渾樸、寧靜且單純的生命情境的效能。34 然而，

在終北國裡，其風情實已有與禮教倫常相對立的意味，若再順此開

展，必然很容易激化、演變成與一切現實規範或價值完全決裂、敵峙

的生命觀。晉代劉伶（221-300）〈酒德頌〉堪稱即是代表之作：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

為庭衢。行無轍跡，居無室廬。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

執瓢，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

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怒目切齒。陳說禮法，

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足其）踞，

                                                 
32 許地山，《道教史》（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 199。 
33 如龔鵬程所言，若將原始神話看作自然秩序的初建，「樂土」的追尋就代表了人文知覺對宇宙秩

序的追求。但人文精神發韌，透過意識的覺醒與創造，原始自然的秩序世界一往不返。人類一面

選擇性地重新配置整理秩序；一面又渴望回歸自然，回到人神同形，與天地同壽的狀態。遂因此

展開對樂土無盡的追尋與渴慕。由性質上說，這是秩序之初與重整；由表現上說，這是自然生命

和文化生命的對照。蔡英俊，〈幻想與神話的世界─人文創設與自然秩序〉，《抒情的境界》（臺

北：聯經出版社，1982），頁 337-338。 
34 按酒能使人返回素樸的原始生命狀態，這點在西方神話裡也有相似的觀念。（德）恩斯特．卡西

爾（Ernst Cassier）就曾指出，在希臘神話裡，「酒神」的崇拜與個我生命始源遭到扭曲、分裂

有關，而這種崇拜所竭力追求的，就是復歸於這個始源。靈魂借助「迷狂」衝破肉體和個性的束

縛，與普遍生命再次融合。參見（德）恩斯特．卡西爾（Ernst Cassier），黃龍保、周振選譯，

《神話思維》（北京：中國社科院，1992），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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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樂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不

聞雷霆之聲，熟視不覩泰山之形。不覺寒暑之切肌，利欲之感情。

俯觀萬物，擾擾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35 

「唯酒是務」的大人先生以宇宙為家，行止無所拘束、縱意生活，貴介公

子與縉紳處士前來陳說禮法、指責勸告。大人先生卻充耳不聞，依然大口

飲酒，陶然自樂、自醉自醒，對外界聲響物象全然不縈於心，乃至毫無感

覺與情欲。睥睨人間，靜觀萬物擾攘糾雜如同浮萍般飄盪散亂，而目視眼

前兩位說客，彷彿鳴叫不已的蜂蟲。進一步言，大人先生顯與貴介公子、

搢紳處士相對成兩類人物，前者之人生觀，能泯除時空長短與小大之別，

齊一世道差異且無主觀對立，根本為以老莊思想為內涵而形塑的人物，36 

後者服膺禮教道德，偏執於是非正反的觀念。然則大人先生正因飲酒，才

能境界如此高遠，且其「止則操卮執瓢，動則挈榼提壺」、「捧罌承槽，銜

杯漱醪」，無時不飲、酒量亦無節制。易言之，劉伶所讚頌之酒之「德」

者，即在其能使人精神超逸，衝破世俗禮教與價值，甚至忘懷生死，與天

地同息。 

再回到曹、王、張、鄒四篇賦作上來說，除王文並未言及以外，

其他如曹文云「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和睚毗

之宿憾，雖怨讎其必親」，張文曰「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

及「遣憂消患，適性順情」、「味之者棄事忘榮」，鄒文言「凝醳醇

酎」能使人「千日一醒」等等之類，大旨皆在強調飲酒之後，人的精

神愉悅鬆懈，能卸除平時理性的矜持，或暫忘身份差異與現世煩憂，

得與人群和睦相處，彼此親近融洽、不起糾紛。凡此論述，多少都有

                                                 
35 梁．蕭統編，唐．李善注，《文選》（臺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頁 1178-1179。 
36 陳素素即指出，〈酒德頌〉中「大人」的思想與行為，諸如「以天地為一朝……八荒為庭衢」、

「幕天席地」、「無知無慮」云云，在《莊子》與《老子》中皆可找出相關說明。陳素素，〈劉

伶《酒德頌》析論〉，《東吳中文學報》第 19 期（2010 年 5 月），頁 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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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上述道家色彩鮮明的生命情境的意味。換言之，賦家筆下酒的神聖

殊異，還展現於如此境界的追求。 

然而，就禮教觀念來說，自不能縱容毫無撙節的飲酒方式，更況

酩酊大醉以至無知無覺，也勢必危害現實安全與生活秩序。那麼，賦

家既已肯定酒的禮教意義在先，對此何故竟還予以稱頌？此一問題，

須至後文，再能詳論。 

（四）飲酒之害 
顯而易見，賦家極為清楚意識到酒之凶險，故有關不可酗酒，及

飲酒敗德的訓誡，也成為詠酒辭賦在篇末經常出現的勸諷。如曹文中

就以「矯俗先生」直斥酒為「荒淫之源」云云，而王文則提及：  

賊功業而敗事，毀名行以取誣。遺大恥於載籍，滿簡帛而見書。

孰不飲而羅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旦，極茲話言。濡首屢舞，

談易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37 

世人因酒誤事之例，原已滿載史書。又按《尚書．周書》有〈酒誥〉一篇，

據孔安國注所言，乃周公輔政成王之時，命康叔監理殷商舊地遺民，竟發

現殷民嗜酒無度，故作是篇。其中有云：「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

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

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38 文王曾告誡子民，唯於祭祀時

應當飲酒，飲酒又須節制謹慎，切莫沈醉迷戀，且應愛土惜物不可過度損

耗資源。《易》〈未濟〉上九爻辭亦有云：「有孚于飲酒，無咎，濡其首，

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不知節也。」39謂飲酒過度必失去常態，

導致過咎。兩則典故，用意在警惕酗酒之害，不在話下。張文也言： 

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見疏。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

                                                 
37 龔克昌等評注，《全三國賦評注》，頁 171。 
38 漢．孔安國撰，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207。 
39 魏．王弼撰，唐．孔穎達疏，《周易注疏》（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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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秦穆之既醉，殲良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屢舞於初筵。

察成敗于往古，垂將來于茲篇。40 

按《漢書．匡衡傳》應劭注云；「秦穆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

樂，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行、鍼虎許諾。及公薨，皆從死。〈黃鳥〉

詩所為作也。」41 秦穆公在醉酒之際，要求奄息等三人同生共死，日後遂

命三人殉葬，故《詩經．秦風》有〈黃鳥〉之詩，據〈毛詩序〉所云：「〈黃

鳥〉，哀三良也。國人刺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42 是篇哀悼三位賢

者無辜死亡，並對秦穆公頗有譏刺之意。《詩經．小雅》又有〈賓之初筵〉，

毛序則言：「〈賓之初筵〉，衛武公刺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

度，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43 此為衛

武公所作，意在勸諷周朝君臣，切莫沈溺飲酒嬉戲玩樂。兩則典故，亦皆

流露出詩人對於君臣酗酒無度、荒淫失道的深切感嘆。因此，賦家認為應

以為鑒，避免重蹈前人覆轍。 

王、張二文，還不約而同提及儀狄釀造並進獻酒，卻為大禹疏遠

防範的典故，縱或如曹文並未提及，但篇末的諄諄告誡，意義實也無

二致。換言之，在盛嘆之餘，賦家對於酒的罪惡也毫不掩飾，於是這

也成為相關辭賦，在書寫上明顯的特點。  

總之，酒的雙重特性，與人們對之既愛戀又恐懼的心態，從自古

以來有關儀狄造酒的傳說，即已清楚顯示，同時也形成相關辭賦裡，

兩層重要的書寫面相。自曹、王、張與鄒四篇作品觀之，酒一來能圓

滿天地人神之間各種禮儀，其次又體現出時序運作的規律，與天地造

化的力量，再則能泯除一切對立、消解現實痛苦，裨助人倫情誼更為

親和，或使個人精神自得愉悅；這三點在在顯示出酒神聖超凡的特

                                                 
40 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頁 1949。 
41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3336。 
42 漢．毛亨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243。 
43 漢．毛亨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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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深受賦家讚嘆推崇，但賦家也清楚意識到酒易使人墮落荒頹的

負面影響，故不忘揭櫫、警告酗酒之害。  

三、飲食節度：先秦以降的酒之觀念 

如上所言，酒既為禮儀所必須，又有誘人入於邪惡之虞，則應如

何對待，才能使世人得酒之利，不為所害。可說是從先秦以降，人們

對於酒的思考重點之所在。《禮記．樂記》即言：  

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益繁，則酒之流生禍也。是故

先王因為酒禮，壹獻之禮，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不得醉焉，此

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44 

此段文獻要點有二。其一，所謂「豢豕為酒」、「酒食者，所以合歡也」者，

皆將「酒」與「食」並提，可見古人觀念之中，兩者實為一體兩面，並非

孤立獨存。其二，承前所言，酒饌之為事，本意在愉悅歡樂，並非取禍之

道，但若飲酒無所度，即可能導致「獄訟益繁」，衍生糾紛爭端，是故先

王制訂各種「酒禮」予以制約（據鄭玄注所言：「壹獻，士飲酒之禮」），

由此可知「酒」與「食」之外，還須與「禮」綰合，才能「終日飲酒而不

得醉焉」。更為具體地說，即或如《禮記．玉藻》所言：「君子之飲酒也，

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禮已三爵而油油以退。」45 君子飲酒

本為行禮表達敬意，隨酒量遞增，面容神情由嚴肅漸趨於溫和，又再更變

為愉悅，卻始終能維持恭敬莊重，至三爵以後，敬意已極致表達，故應當

停止。《左傳．宣公二年》中趙盾亦曾有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禮也。」

46 謂宴飲時酒量以三爵為限，過之則失禮。另外《左傳．莊公二十二年》

                                                 
44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正義》（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678。 
45 鄭注：「洒如，肅敬貌」，「言言，和敬貌」，「油油，說敬貌」，又云：「禮過三爵，則敬殺

可以去矣」。參見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禮記正義》，頁 550。 
46 周．左丘明傳，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北：藝文印書館，2001），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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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載，陳公子完前來投靠齊國，齊桓公賢之欲與親近，遂至陳公子完居處

拜訪並共飲，由晝至夜，桓公欲命人舉火繼續夜飲，但陳公子完卻婉謝並

回應：「酒以成禮，不繼以淫，義也；以君成禮，弗納於淫，仁也。」47 酒

本以成就禮儀為要，故不可持續放縱，是之為「義」，與君王共飲，在完

成禮儀後毋使過量，謂之為「仁」。綜論之，可見酒不過三，才能符合禮

儀之規範，而一旦逾量則有違仁義之道。 

從上引〈樂記〉、〈玉藻〉與《左傳》文獻來看，可知具有制約

性質的禮儀，其意義是為了成就、確保酒食之事的美好本質。48 正

如清人孫希旦所言：「無禮則酒食至於興訟，有禮則酒食可以合歡，

事之不可以無節如此」49 故當人們享受饌飲之時，應遵守禮法、謹

慎酒量，才可能真正從中獲得快樂，不致使之變質，淪為災禍。50〈樂

記〉中此段文獻，其後幾乎完整見引於《史記．樂書》之中，而漢人

對酒的觀點，大抵即是上承〈樂記〉所述持續說明，一則強調酒與食

事結合不分，二則強調飲酒須有節制。以下分別言之：  

前者如緯書《春秋元命包》載：「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

政，施天乳以哺人。」，51 又載：「文王四乳，是謂含良。蓋法酒

旗，布恩舒惠。」注云：「酒者，乳也，乳天下之謂也。」，52 而

                                                 
47 周．左丘明傳，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頁 162。 
48 按有關「禮」的起源，即有一說認為起於人類的飲食。《禮記正義》引皇侃言：「禮有三起，禮

事起於燧皇，禮名起於黃帝。」又《禮記．禮運》云：「夫禮之初，始諸飲食。」學者推論，當

人類懂得用火熟食後，體質與腦力才得以大為發展，故可謂用火熟熟食，為人與其他動物之分界，

所以將禮之事推源於傳說中燧人氏時代，原因在此。參見鄒昌林，《中國禮文化》（北京：中國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80。 
49 清．孫希旦，《禮記集解》（臺北：文史哲出版社，1990），頁 997。 
50 就此龔鵬程即指出，傳統中國所言之禮，其真諦正在於「持」或「持養」。因為禮出於情，亦所

以養欲，通過持養，也才能令其適當而有美感。又所謂「禮文」，就是要求一種「情欲的適當化」。

如能適當，就能產生美感，否則則有過文或過質之病。唯此種調節疏導，不能只仰賴個人的修養，

而更應依靠一套制度，那就是禮制。禮制，對人生的各種欲望希求作了分別。長幼、貴賤、貧富

各色人等，其所養耳目口鼻身體威望者各不相等，故其服飾飲食房舍聲樂亦各有等差，以滿足不

同程度的欲求。所以禮以養欲，其所以能養，便在於它的「分」、「別」。氏著，《中國傳統文

化十五講》（臺北：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 135。 
51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中冊，頁 652。 
52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中冊，頁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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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文曜鉤》也載：「飲食失度，熒惑徘徊酒旗。」。53 凡此，

可見漢人將酒視為哺育、滋養眾人的食物，而王者應取法聖王及天

象，澤潤蒼生，且酒旗星的運行，也反應出人間飲食正常與否的情況。

或再如《漢書．食貨志》中提及：「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54 

肯定酒在療疾養命與聚會禮儀方面的重大價值。同篇又記載時任「羲

和之官」的魯匡，曾諫言朝廷應公訂酒在市場上的計量與價格的標

準，又云： 

酒者，天地之美祿，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福，扶衰養疾。

百禮之會，非酒不行。……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行禮相養。55 

酒為天地所賜之恩澤，可用以調養身體、治療疾病，及祭祀祈福，又通用

於各種禮儀，故若無酒，將令人難以行禮與養生。 

由上述緯書及《漢書》文獻，可見漢人除了以飲食功能為基準，

詮釋酒的價值之外，實也意味著酒食之事，不離禮儀及矩度的看法。

因此，許多文獻更逕從「克己復禮」的面向，論述酒的特徵。如《說

文解字》釋「酒」言： 

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惡，从水酉，酉亦聲，一曰造也，吉

凶所造起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杜康作

秫酒。56 

雖在儀狄之外，也提及杜康製酒的傳說，但重點在強調酒能成就人性美

好，亦能導致邪惡，且又提及前述儀狄與大禹之事。段注更進一步補充：

「賓主百拜者，酒也；淫酗者，亦酒也。」57 酒雖能施用於宴會、完滿賓

主之禮，但也可能失度衍生暴亂，故吉凶不定；許、段二人雖未明言，但

                                                 
53 （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集成》中冊，頁 960。 
54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1183。 
55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1182。 
56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臺北：洪葉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頁 754。 
57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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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裡行間隱然傳達謹慎酗酒之害的重要。許慎另在釋「醉」時云：「醉，

卒也。卒其度量，不至於亂也。」58「醉」是指節制酒量，能維持理性、不

趨於昏狂，與今日一般習常的「爛醉」、「迷醉」之意義大不相同。再如《詩・

小雅》〈桑扈〉言：「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所述本為一君臣宴飲的場景，

鄭玄（127-200）於此箋曰：「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樂。」59 飲酒

須適中合宜，主客才能盡歡共樂。劉熙《釋名》亦曰： 

酒，酉也。釀之米麴酉釋，久而味美也。亦言踧也，能否皆強相

踧，持飲之也。又入口咽之，皆踧其面也。60 

酒乃以米麴加工釀製而成的美味之物，但也是人能否能維持恭敬的重大考

驗，故又有「踧」之意義。然則斟酌節制、不致失態，理當是飲酒者必須

的自覺。下及於東晉葛洪（283-343）《抱朴子》，書中更有〈酒誡〉一章，

申述警惕之意，云： 

夫酒醴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益，有丘山之巨損，君

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尠不及禍。世之士人，

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不肎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

似熱渴之恣冷，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亂喪，亦罔非酒。61 

作者逕將酒視為一切敗亂之源，無絲毫益處唯有巨大弊害，無論君子小

人，只要耽溺貪圖不知節制，必然致禍危身。奈何世人知易行難，常疏忽

放縱引禍上身。或又有人認為酒與禮樂宴會、祭祀享神相關，且古人藉酒

以立功之事亦嘗有之，又何能將酒完全絕戒？ 

抱朴子答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立功；用之失

                                                 
58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說文解字注》，頁 757。 
59 漢．毛亨注，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481。 
60 漢．劉熙撰，清．畢沅疏證，《釋名疏證補》（北京：中華書局，2008），頁 143-144。 
61 晉葛洪撰，楊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箋》（北京：中華書局，2010），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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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則焚溺而死。豈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不殺人哉？宜生

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醴之毒物乎！62 

世間有酒與水、火之物，遙應天上酒旗及日、月之星辰，三者存現於人間，

既符合天意，也實為生活所必須，但危險性不容輕忽，略微失控即能致人

於死。故酒雖能裨益飲食，具備養生與諸多效能，但務必節宣，否則必遭

其所毒害。 

總之，由上引〈樂記〉及緯書、《漢書》資料，可知酒的存在價

值，始終不外於飲食、養生之事，且以儒家禮儀與道德精神為旨歸，

而《說文解字》、《釋名》與《抱朴子》，在在告誡唯有慎守節度，

酒才能帶來飲食與養生的貢獻，使人享受愉悅，不為其所毒害。然而，

若說諸典籍所言，仍屬於一種較為抽象的觀念，則在諸篇詠酒辭賦之

中，我們就能發現更為具體的實踐。  

四、踐禮行儀：宴會場景與辭賦書寫 

承上，在本文所關注的四篇賦作，除了王粲之外，其餘三者皆可

見繽紛熱鬧、歡騰喧囂的宴會場景的描繪。如曹文中，「爾乃王孫公

子……或稱朝露未晞」所云，即突顯出貴族王公能與庶民游俠，跨越

世俗身份藩籬，共聚華麗殿堂，把酒承歡、享受美食，又歌舞並作，

氣氛甚為歡愉。宴席至尾聲之際，「質者或『文』，剛者或『仁』」

－「文」、「仁」顯然是一種儒家道德理想的描述，前者或善於表

達言辭，後者或柔軟可親，也因此眾人無論貴賤貧富，甚至原為仇敵

者，此刻皆能和平共處，相互親愛、毫無疏隔。如此渾融安祥之境界，

與前述道家理想相當近似，但卻非絕聖棄智、衝決儒家禮法而來；相

反，正有賴儒家道德與修養，才能開展顯見。易言之，眾人於此盛宴

上暢飲美酒，但最終體現出的，仍是一種儒家禮教素養的畫面，或謂

                                                 
62 晉．葛洪撰，楊明照撰，《抱朴子外篇校箋》，頁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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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精神為根底，方能將看似玄遠，可望而難及的道家理想，具體

落實於人間。  

張文縱然說酒「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且還能「遣憂

消患，適性順情」，使「味之者棄事忘榮」，但之後卻更提及：  

于是糾合同好，以遨以游。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金樽于南楹，

酌浮觴以旋流。備鮮肴以綺錯，進時膳之珍羞。禮儀攸序，是獻

是酬。赬顏既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得志以自

足，願棲遲于一丘。於是歡樂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露，賓歌

驪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回軌，騁輕駟于通衢。63 

朋友嘉賓共聚，一同歡暢美酒、享受佳餚，把盞言歡之際，主客仍謹守禮

序，獻酬互敬，待面色潮紅，即知應停止宴飲；歡快的氣氛當中，眾人心

情溫馨喜悅，卻秉持著禮儀精神，始終頗能自制。於是時近傍晚，〈湛露〉、

〈驪駒〉樂章奏響，眾人罷宴散場，盡興賦歸。過程中又提到眾人在宴飲

之後，「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于一丘」－酒令與會者進入毋需與人較

量，即能安然自適、平和愉悅的精神狀態，然則未嘗不能視之為一種「齊

均」之境，而所謂遣消憂患，舒適情性，理應也是在禮教制約之下，適度

飲酒所達成的和樂之境，斷非〈酒德頌〉裡大人先生式的縱酒狂飲。 

鄒文亦在言酒「凝醳醇酎，千日一醒」後，緊接著說：  

哲王臨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列雕

屏，綃綺為席，犀璩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

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勞，四坐之士，皆若

哺梁焉。乃縱酒作倡，傾盌覆觴。右曰宮申，旁亦徵揚。樂只之

深，不吳不狂。於是錫名餌，祛夕醉，遣朝酲。吾君壽億萬歲，

常與日月爭光。64 

                                                 
63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六朝文》，頁 1950。 
64 費振剛等編，《全漢賦校注》，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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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醇美酒雖足以令人一醉千日，但原來這並非重點。賦家以更多篇幅鋪敘

聖哲帝王在政暇之時，召宴百官出席同歡的一場宴會。其間，但見俊傑之

士盈庭圍座，排場豪華、氣氛熱列，君臣共享美酒珍饈，兼有樂舞助興，

但眾人甚有節制，興高采烈卻不喧鬧狂放，於是君王賜予名茶以祛除醉

意，避免臣僚病酒。君王又受到群臣頌揚，祝福其能壽與天齊。如此宴會

場合，無疑可見出和諧的君臣情誼，以及美好的朝廷儀度。 

總之，曹、張與鄒三文皆呈現出熱鬧歡欣的酒食聚宴場景，但眾

人斷非如《楚辭．招魂》所言「士女雜坐，亂而不分」、「娛酒不廢、

沈日夜些」般恣縱狂歡；相反，總在宴會的過程或結局裡，可以看出

人們在歡樂之餘，處處體現出「禮」的精神與制約。相似的景象，其

實還可發現於其他類型漢賦作品之中，如孔臧〈楊柳賦〉提及將楊柳

栽種於庭院，待盛長茁壯之後，所形成戶外的蔭涼空間，其清幽舒適

更甚於室內，接著：  

於是朋友同好，几筵列行，論道飲燕，流川浮觴。殽核紛雜，賦

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樽，

兕觥並揚。飲不至醉，樂不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章。退坐分

別，其樂難忘。65 

朋友同好在樹蔭下列席，一面飲酒聚餐，一面討論詩書典籍，研討聖王禮

教。雖熱鬧歡樂，但「飲不至醉，樂不及荒」，待散會之後，席間愉悅而

不失肅穆的氣氛，還令人難以忘懷。「威儀抑抑，動合典章」，正可總括此

一宴席展露出的矜重氣象。班固〈東都賦〉言東漢章帝永平之際，文教風

行、四方來儀，其後： 

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列金罍，班玉觴，嘉珍御，太牢饗。

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樂。陳金石，布絲竹，鐘鼓鏗鏘，管

                                                 
65 費振剛等編，《全漢賦校注》，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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絃燁煜……萬樂備，百禮暨。皇歡浹，羣臣醉。降煙熅，調元氣。

然後撞鐘告罷，百寮遂退。66 

無限美酒與萬方貢品置於皇庭，帝王饗宴群臣，已而樂官演奏〈雍〉曲，

鐘鼓管絃音樂並作，正是宴會結束、禮儀告成之時。眾人帶著歡樂和醉意，

於美好氣氛之中，隨樂聲逐漸退席離去。張衡〈南都賦〉中亦述及南都盛

產各式食材，然後： 

若其廚膳則有華薌重秬，滍皋香秔。……酒則九醞甘醴，十旬兼

清。醪敷徑寸，浮蟻若蓱。其甘不爽，醉而不酲。及其糺宗綏族，

禴祠蒸嘗。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蘭堂。珍羞琅

玕，充溢圓方。琢琱狎獵，金銀琳琅。侍者蠱媚，巾㡚鮮明。被

服雜錯，履躡華英。儇才齊敏，受爵傳觴。獻酬既交，率禮無違。

彈琴擫籥，流風徘徊。清角發徵，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

露未晞。接歡宴於日夜，終愷樂之令儀。67 

除了各種黍穀之外，此地還產出「九醞」、「十旬」之名酒，滋味溫潤使人

不易宿醉傷身，可與之與親族共享，或用以祭祀宗廟，也能饗宴朋友賓客。

在宴會之中，除了飲食美酒佳餚，亦有美人及歌舞助興。其後客人自覺已

具醉意，乃告辭而退，主人則吟誦〈湛露〉相別，最終賓主盡歡，各自歸

返。此一歡宴雖說日夜相續時間漫長，但眾人歡樂之餘，「率禮無違」始

終能維持美好禮儀。 

上列〈楊柳賦〉、〈東都賦〉及〈南都賦〉，所鋪敘的宴會景象，

雖說帶有強烈頌揚王權與朝廷國家的意味，68 但其實與前述曹、張、

                                                 
66 費振剛等編，《全漢賦校注》，頁 497。 
67 費振剛等編，《全漢賦校注》，頁 727。 
68 許結指出：「漢宮廷賦可分為兩類，一是總括式，如相如之〈上林〉、揚雄之〈甘泉〉、班固之

〈二京〉等，全方位描寫天子游獵、京殿規制、祭祀典禮；一是專題式，如劉向之〈請雨華山賦〉、

杜篤之〈祓禊〉、李尤之〈辟雍〉、鄧耽之〈郊祀〉、廉品之〈大儺〉等，均為天子禮的真實反

映，具有珍貴的文獻價值。」許結，《賦學：制度與批評》（北京：中華書局，2013），頁 19。

據此，可見宮廷賦固以歌功頌德為要，但其頌美之道，即在以「禮」為中心。換言之，禮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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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三篇辭賦旨趣相通。賓客於宴會過程裡，享受各種耳目感官之娛，

但直至最終興盡散場，絲毫不見逾矩混亂。總之，與食事兼併且融合

禮義精神，既是先秦以來人們對酒的認知方式，也正是這些宴會場合

所突顯出的要旨。若與諸多七體文章中的饌飲場面相比，則更能明白

彼此差異。 

眾所周知，枚乘〈七發〉為七體文章之發軔，依劉勰所說：「枚

乘摛豔，首製〈七發〉，腴辭雲搆，夸麗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

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梁之子也。」69 藉各種鋪張奢麗的感官享

樂，意圖導引、規勸吳王步入正軌，內容也包含饌飲的享受：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食，

安胡之飰，摶之不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易牙調和。

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炙，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露之

茹。蘭英之酒，酌以滌口。山梁之餐，豢豹之胎。小飰大歠，如

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70 

以肥嫩的牛犬之肉、新鮮的鯉魚與山雞、軟爛的熊掌與幼豹，及各種應時

的蔬菜與米飯為食材，命令伊尹、易牙掌廚烹飪，再配合浸漬蘭花釀造的

美酒，無論意欲大宴或小酌，皆淋漓暢快如滾水潑灑於冰雪。吳客此以豪

奢飲食，企圖吸引楚太子強振精神。傅毅〈七激〉裡「玄通子」前往勸說

託病幽處、隱居不問世事的「徒華公子」，其中亦陳述： 

玄通子曰:「三時既逝，季冬暮歲，玄冥終統，庶卉零悴。王在靈

囿，講戎簡旅。於是駟驥騄，乘輕軒，麾旄旗，鳴八鸞。陳眾車

于廣隰，散列騎乎平原。屬罘網以彌野，連罻羅以營山。部曲周

匝，風動雲旋。合圍促陣，禽獸駭殫。仆不暇起，窮不及旋，擊

                                                                                                                      
或場面的描繪，正是漢賦作品中，藉以顯示朝廷威德的方式。 

69 南朝梁．劉勰撰，詹鍈義證，《文心雕龍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 491。 
70 費振剛等編，《全漢賦校注》，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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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待刃，骨解肉離，摧牙碎首，分其文皮，流血丹野，羽毛翳日。

於是下蘭皋，臨流泉，觀通谷，望景山，酌旨酒，割芳鮮。此天

下之至娛也，子能強起而觀之乎?」71 

冬季時在帝王於苑囿中率領軍隊，習武打獵，士卒遍佈山林原野，部屬網

羅追殺野獸，完畢之後獵物滿載。帝王於是臨坐在幽靜山谷河畔，覽觀自

然景致，口嘗新鮮獸肉，佐以美酒，以此「天下之至娛」，誘使徒華公子

一起享樂。又曹植〈七啟〉裡「鏡機子」前去遊說耽虛好靜、與世無爭的

「玄微子」，其中亦有云： 

鏡機子曰：「芳菰精粺，霜蓄露葵。玄熊素膚，肥豢膿肌。蟬翼

之割，剖纖析微。累如疊縠，離若散雪。輕隨風飛，刃不轉切。

山鵽斥鷃，珠翠之珍。寒芳苓之巢龜，膾西海之飛鱗。臛江東之

潛鼉，臇漢南之鳴鶉。糅以芳酸，甘和既醇。玄冥適咸，蓐收調

辛。紫蘭丹椒，施和必節。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乃有春清縹酒，

康狄所營。應化則變，感氣而成。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于

是盛以翠樽，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烈馨香。可以和神，可以

娛腸。此餚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乎？」72 

除精緻芬芳的米、菜，與珍貴的熊、彘之肉外，又將從四方捕獲的龜鼉、

鱗魚與鳥禽，悉心烹飪、調和，製成各式佳餚，此外還以精緻杯盞，品嚐

杜康、儀狄順時釀造，馨香濃烈，可以「和神」、「娛腸」的美酒。藉此餚

饌之樂，意圖令玄微子改弦易轍。 

以上三篇七體作品，或說饌飲之樂，或寫狩獵之趣，只見說客將

醇酒佳餚置於當前，嘗試吸引對方參與享受，從而改變原有意志，但

對於禮儀、節制之精神，竟毫不著墨。換言之，以七體之作中的飲食

景象，與前述諸詠酒賦篇，及〈楊柳賦〉、〈兩都賦〉、〈南都賦〉

                                                 
71 費振剛等編，《全漢賦校注》，頁 428。 
72 龔克昌等評注，《全三國賦評注》，頁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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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前者雖然也陳設出琳瑯滿目的酒食，顯得豪華闊氣，卻只是純

然口腹嗜欲的流露，目的在於搖動主人之心念，改變其初衷；後者不

然，藉由酒食宴會，突顯出人倫秩序及禮儀精神與的可貴及重要。73 

彼此旨趣迥異，昭然可見。  

總之，自先秦兩漢以來，酒與飲食及禮儀，三者相即不離。此一

觀念，落實在漢魏六朝詠酒辭賦的書寫，則內容常可見佳餚俱陳、歌

舞並作，賓客在歡樂之餘，進退皆能遵守禮法、節制飲酒的宴會。這

些宴會若與七體作品中，單純流淌嗜欲、豪奢鋪張的饌飲排場相較，

無疑更可見所欲彰顯出的禮教精神。  

五、結論 

本文以曹植、王粲、張載及託名鄒陽所作共四篇詠酒辭賦為主要

對象，探究此類作品的書寫特色及文化意涵。總結所敘，可概括要旨

如下三點： 

其一，賦家多以儀狄造酒之事作為開篇，盛讚酒為文明神聖之

物，及其具祀享神靈與聚宴人群的功能。唯儀狄造酒之傳說，歷來有

著正/反、聖/邪截然相異的兩種評述，而賦家首先關注於酒的神聖性

並加以鋪敘，如具體分析：首先，酒自古即施用於祭儀與宴禮，能裨

助人間政治與秩序的運作。再則，酒以植物為本，其釀造過程也恰如

植物的生長，能視為宇宙整體規律及生命力量的具現。最後，酒精使

人精神鬆弛愉快，能暫忘現實裡的窮困煩惱或利害衝突，人我可以親

近和諧，又或愜意自得不假外求，然則迄近於一種道家式的超逸生命

之境；這三種特性使得酒地位崇高，受人景仰崇敬。但酒另外卻也是

                                                 
73 李炳海指出，漢代文化的一大特色，就在於從天子到經學大儒，皆將禮樂道德與耳目口腹之欲並

列，看作是人生不可或缺的兩種基本需要，也是人生價值得以實現的重要對象。因此文學作品裡，

也形成兩極倚伏的框架，一邊是追求事業的成功、道德的完整，一邊則是追求生活上的享樂，禮

樂道德與聲色狗馬同時作為肯定的對象被寫入作品之中。參見李炳海，《漢代文學的情理世界》

（長春：東北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136-140。本文所舉的酒宴場景與禮儀精神，適可說

明李氏所言的此一漢代文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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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墮落的毒藥，故賦家往往在篇末加以警告，勸誡不可沈湎。  

其二，酒既兼具兩面性質，則當如何得其利而避其害？早在《禮

記．樂記》即已揭示酒的兩大重點：其一，酒的價值並不單獨彰顯，

而與食事結合為一。其二，酒食之外，尚須有禮。禮的意義即在節度

規範，有禮則酒食方能使人合歡，無禮則酒食將導致紛爭，下及漢魏

六朝論及於酒，大抵亦持續延續此二面向，或仍強調其禮教及養生的

功能，而更多則在警惕不可逾禮過量，否則有致禍之虞。 

其三，在詠酒辭賦之中，多可見賦家描繪宴會場景：與會賓客齊

聚殿堂，無論身分差異皆能共享美食、飲酒談笑，兼以歌舞助興，所

以眾人情誼融洽，渾成一片不分彼此，雖近似於道家理想中渾樸自

然、整全純真的生命觀，但更為重要的，是體現出儒家禮教的精神。

但見賓客歡快地享受酒食，但始終能秉持禮儀，絕無暴亂失序之事發

生。相較於七體文章，雖說也常涉及餐宴景象的描繪，但僅有奢華的

食物美酒，根本為單純的欲望流洩而已。換言之，《禮記．樂記》所

揭示有關於酒的兩大重要觀念，完美體現於詠酒辭賦的宴會之中，故

而這些宴會場景的書寫，也就隱然具有宣揚禮教的意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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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Odes to Wine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Focus on the 

works of Cao Zhi, Wang Can, 
Zhang Zai and Zou Yang 

Kuo, Chang-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Cifu works of Cao Zhi, Wang Can, Zhang Zai and Zou 

Ya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odes to wine (Jiu Fu) in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se writers praised the greatness of win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works. First of all, they praised wine for its political, ceremonial 

and social benefits. In addition, they believed that wine had plant-like 

vitality and was therefore a symbol of cosmic order. They also praised 

wine as a way to forget worries. However, these writers also believed 

that alcohol had a negative effect so that they ended their works by 

warning people not to drink too much. From the pre-Qin to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people had two main views on wine: one was that wine 

had the same health effect as food. Secondly, drinking and eating must 

be regulated by etiquette to avoid negative effects. It can be seen that 

those who drank wine described in these works never violated courtesy. 

This shows that from the pre-Qin to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liter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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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of wine was combined with the ethical spirit. 

 

Keywords: Han Wei and Six dynasties, wine, ode to wine, C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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