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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童話到隱喻裡

            鄧育仁

 

楔子：西方

「二十多年前，一連串意外下，受困山區。

藉月色，摸索到產業道路上，循路往山下走。

沒多久，一輛車由身後靠近，駕駛人透過已

打開的車窗高喊：『要不要搭便車下山？』那

是個還可以搭便車的年代，我一聲『謝謝』

便上車。才隨意聊兩句，他居然一個接一個

地說起故事來，直到市區。下車後，他透過

開著的車窗高喊：『這都是很好的故事，記得

說給別人聽。』二十多年，物換星移，他如

何說故事，我早已忘記，不過，仍記得其中

一個。」那故事就在楔子和結語裡；遐想的

故事，對比實際的生活，例示了隱喻如何由

框架觀點、轉換觀點的作用，扣連實際生活

與故事遐想。楔子和結語之間，則藉由生活

實例，說明隱喻研究的範圍如何由特殊的遣

詞用字拓展到心思與推理的研究1，以及生活

行動、處境調節中人際相處的行動和社會事

實的築構2。 

的哲學 

 
 

的童話 

 
紀元 1888 年，歐洲城市

的天空，一隻燕子輕盈落在

廣場中高聳的石柱上憩息。

睡夢中，彷彿有水珠打在她

身上。一滴，又一滴，輕挪

羽翅中，她彷彿聽到一聲聲

來自遠方的呼喚。抬頭之

際，又一滴水珠打落，小燕

子驚異地發現，水珠來自石

柱上的雕像，由雕像的臉頰

滑落。這一次，她清晰地聽

到「燕子，燕子，小燕子…」。

 

 

輕拍羽翼，小燕子和雕像空中相遇。小燕子看到，原來水珠是雕像眼中滾落

的淚水。雕像有年少的模樣，眼睛是深海般的藍寶石，身上交織疊置一層層金葉

子，在手按鑲嵌紅寶石的劍柄中，顯出臨風顧盼的英姿。 

 

雕像沒有開口說話，可是小燕子心中仍然聽到那聲聲呼喚。雕像傳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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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帶著深深的悲傷。他告訴小燕子，他原本是快樂的王子。然而，多年來，立

在這高聳的石柱上，一幕幕人間悲慘的事，就在他眼底發生。他不明白為什麼人

間會有悲慘的事。他請求小燕子為他做一件事。 

 

小燕子回答說，冬天即將來臨，她要飛往南方溫暖的天空，不過今晚她樂意

為王子做一件事，也希望王子仍能是一位快樂的王子。 

 

這一晚，小燕子啄起快樂王子劍柄上的紅寶石，送往一戶貧苦人家。 

 

第二晚，禁不起快樂王子的請求，小燕子無奈啄起一顆藍寶石，送往另一戶

貧苦人家。 

 

第三晚，再禁不起快樂王子的請求，小燕子無奈再啄起另一顆藍寶石，送往

另一戶貧苦人家。 

 

第四晚，小燕子啄起快樂王子身上的金葉子，送往貧苦人家。 

 

一片片金葉子，一晚晚往來飛行，直到快樂王子一無所有。 

 

小燕子送走最後一片金葉子後，回到快樂王子身邊。她似乎曾問過自己，為

何還不飛往南方溫暖的天空。冷冽的北風已到，她感覺自己似乎也已筋疲力盡。

她勉力振翅，時光彷彿回到與快樂王子相遇之初。她舉喙輕吻快樂王子。唇喙接

觸之際，她失速墜落。在意識完全消逝之前，遙遠的呼喚心聲中，她清晰聽到裂

解的聲音。 

 

一日，工人前來處理遭到破壞的雕像。還可用的材料回收，沒用的丟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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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發現雕像內鉛製的心已裂解不堪再利用，便將它和一旁死去的燕子，一塊兒丟

棄。凡人看不見的天使，伸手接過裂解的心和死去的燕子3…… 

 

 

隱喻裡的哲學 
 

童話反映生活。每一個小情節，都是一齣生活故事的縮影。童話也引領人走

一趟奇異遐想的境地，而隱喻是出入生活故事和遐想境地之間最好的觸媒。在傳

統觀點裡，隱喻指一種特殊的遣詞用字。自雷可夫（George Lakoff）和姜申（Mark 

Johnson）影響深遠的《我們賴以生活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 1980）一

書出版後，隱喻研究的範圍，由詩和其他特殊的遣詞用字，拓展到平常生活裡的

話語，以及相關心思和推理的研究。循此拓展的理路看，隱喻基本上是一種跨領

域的看待、瞭解和經驗秩序的整頓。其中，藉以看待、瞭解和整頓另一領域的領

域稱「來源域」（source domain），被瞭解、被整頓的領域為「目標域」（target 

domain）。在中文世界裡，我們由聲音看待心意或渴望，聲音是來源域，心意是

目標域，「心聲」是這隱喻看待方式下的話語。我們也由碎裂的東西看待心情，

會碎裂的東西是來源域，心情是目標域，「心碎」是這隱喻看待方式下的話語。

童話善用這類話語而出入生活故事和遐想境地。遐想的情節安排中，快樂王子的

心真的裂解，但讀者讀出生活故事裡心碎的感覺。實際生活故事裡，雕像無法開

口發出聲音，但讀者讀出快樂王子和小燕子心地之間直接傳聲的遐想情節。平常

生活中的隱喻話語，連結也同時區隔生活故事和遐想情節。童話具體而微地展示

這種可能性，而在出入生活故事和遐想境地之間，也同步展示隱喻框架觀點、轉

換觀點的功能。 

 

隱喻框架觀點、轉換觀點的功能有重要的哲學意涵。先從童話裡的小燕子說

起。小燕子有人的心思，她會思考、說話和選擇。同時，她仍擁有燕子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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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輕盈飛翔的技能。這是一種生活故事和遐想境地的隱喻連結。循此連結，讀

者可以隨小燕子流連城市的天空，俯瞰地上的街道景物，也可以明白小燕子何以

選擇停留此地，沒有飛往南方溫暖的天空。旅行是童話還有許許多多其他類別故

事的重要主題。由旅行看待人生，配合人的心思和燕子身體的連結，讀者得以讀

出故事裡小燕子天路之旅的意象：小燕子未竟的南方之旅、她與快樂王子之間的

情誼、還有他倆在城市裡發生的故事、直到天使伸手接過她失去意識的身體。本

節以下的說明，邀請讀者由路途、旅行、故事與人生之間的隱喻關連為主題，檢

視不同生活場域裡的隱喻條理，所舉的例子，皆是你我生活圈中正發生或已發生

的事。 

 

人生與旅行之間的隱喻關連，其實也深深調控我們實際生活裡可以有的故

事、思考和行動。對你我而言，旅行扣連到生活處境中的走路此一平實的基本行

動。走路靠腳、靠身體，也靠承受行路者的土地和道路來共同完成。在這平實的

瞭解中，我們也由走出的路途來看待旅行。雖然旅行所能擁有的豐富意涵，不會

只限於物理空間下的路途，但在我們日常生活裡，由路途來看待旅行已成常態。

在此看待方式下，路途的起點對應旅行的開始，路途的終點對應旅行的完成，其

間的路徑對應旅行的過程，而分岔路徑對應旅行中不同活動的選擇，路途中的障

礙物對應旅行中必須克服的難題。如果同一條路徑上地點 B在地點 A與 C之間，

由 A走到 C必須經過 B，而且由 A走到 C比由 A走到 B所涵蓋的路途長。循此

隱喻看待方式，啟程─旅程─目的地，可以由走路此一平實基本行動中之起點─

路徑─終點的形態來概括。 

 

由走出的路途看待旅行，由旅行看待人生，可以承接出由走出的路途看待人

生故事的方式。請看美國詩人佛洛斯特（Robert Frost）〈未被選擇的路〉（The Road 

Not Taken） 其中一段詩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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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樹林裡分岔的兩條路，而我── 

我選了人跡較少的一條 

那使得一切多麼不同 

 

分岔的兩條路是兩個生活故事的選擇，而旅者只能選擇其中一條，活出其中

一個故事。選了人跡較少的路，表示他選了曾與他走在同一條路上的伙伴或群眾

分手，踏上他願意擁有，並且使得一切多麼不同的生活故事4。 

 

此詩不只表現文人的詩心情懷，它也在跨語文、跨生活場域中，承接出框架

台灣政治人物所做的政治選擇。林義雄（前民進黨黨主席）在將民進黨候選人陳

水扁推上總統之路、贏得 2000 年總統大選後，宣佈不再續任黨主席時（2000 年

5 月 26 日），以此詩言簡意賅地說出他的決定與心路歷程。在此，「選了人跡較

少的一條路走」不只是人文素養下的隱喻選擇，也承接我們共有的路途隱喻，帶

來共鳴與瞭解。走出的路，是活出的生活故事，在政治場合裡，也是政治之路。

這隱喻之路的認知，由我們平常生活裡，在分岔路口上，走哪一條路的選擇，來

框架如何看待、如何瞭解生活或政治處境中的抉擇，而將複雜的政治訊息、政治

激情濃縮成言簡意賅的隱喻表述。政治決定變得簡明扼要，成為可理解、帶出完

整意涵且能產生共鳴的政治作為。 

 

除了選擇之外，由走出的路途看待人生也可以產製出饒富興味的隱喻推論與

辯駁。請看下列從新聞報導中節錄出來的對話。先是前總統李登輝先生的話語： 

 

我走過的路比你們還多，你們還要被訓練5。 

 

由「走過的路比你們還多」，表達出生活經驗和人生歷練比你們豐富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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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場合推論出「你們還要被訓練」。隱喻的看待方式，節制一定範圍內可以

有的推論，但不完全決定下一步會有的推論。路，也有走錯的時候。有立法委員

依此走錯路的面向反駁道： 

 

總統先生你走過的路的確比我們多，但是你要知道，馬可仕、盧泰愚

走過的路也是比我們多，但是他們都走錯路了6。 

 

這對話是段隱喻的交鋒，由對手話語中的隱喻表述，承接相同的隱喻看待方

式，經由不同側重面向的取捨，駁斥或瓦解對手隱喻表述帶來的推論。 

 

這般的隱喻看待方式，還可以在濃濃鄉土意味的話語中，調配出實際的政治

口號、策略及行動。宋楚瑜的「台灣頭尾走透透」，將台語中含鄉土意味的語彙

與聲調，創意地融入人人可以朗朗上口的隱喻表述，而且也以實際的行動，走入

鄉村每一個角落，而一步步走出富含政治策略的隱喻行動。台灣選民可以瞭解這

富含鄉土味的體貼心意與行動，同時也是這隱喻策略的目標群眾。然而，這層特

殊的鄉土意涵，放到美國新聞報導的脈絡裡，不只失落，還在美國以商喻政的隱

喻下，將走透透的隱喻意涵，轉化成挨家挨戶零售的隱喻意涵。走透透的政治人

物，變成挨家挨戶兜售的零售商。請看紐約時報下則報導： 

 

Mr. Soong made his name as a retail politician. As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of Taiwan, he boasted of visiting nearly every village on the island.7 （宋先

生以零售的政治人物聞名。在擔任台灣省長期間，他以造訪過島上幾

乎所有的鄉村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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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動人心的隱喻表述，在跨越不同的政治文化後，可能會轉化成另外的隱喻

意涵。挨家挨戶零售的政治人物，在美國以商喻政的隱喻脈絡裡，帶有貶意。政

治需要像經營、管理大公司般，講求效率，完成工作，可不是挨家挨戶零售。如

果你是選民，由跨不同文化重新解讀政治人物的隱喻表述，使隱喻的看待方式與

打動人心的鄉土意涵脫鉤，可帶來解構或更深入瞭解政治人物隱喻策略的效果。 

 

由以上的說明，可歸結出五個隱喻看待方式的層次。第一，概念隱喻的層次。

我們的概念系統裡，含藏具有主導性的概念隱喻。這類隱喻框架了我們共有的看

待、瞭解和經驗世界的基本方式。例如，由走出的路途看待人生的方式，框架了

我們會有怎樣的生活故事，以及會對生活做出怎樣的推論與理解。在此概念隱喻

下，「岔路」、「歧路」不再只是物理層面上的路況，而已牽涉人生路途的選擇與

反思。 

 

第二，隱喻策略的層次。當概念隱喻落實到特定的生活場域時，可以被精製

延伸出不同的隱喻看待方式。例如，由走出的路途看待人生，放到政治領域，可

以精製延伸出「台灣頭尾走透透」這般富含政治意義的隱喻。這類隱喻，在政治

人物刻意的策略構思下，以概念隱喻為基準，扣連到生活大眾的心情、心事，以

及對世界基本的瞭解，可以引導出或推導向對政治人物有利的隱喻，並藉此建構

解讀政治事件、設定政治議題的框架。在這個層次裡，隱喻的築構和解構，也成

為政治人物搭配或利用新聞媒體來獲取政治資源、建立政治地位的基本策略之

一。不同的隱喻策略會形成隱喻的競爭態勢。如何建立簡單、容易記、能打動眾

人心情心事的隱喻表述，並瓦解對手隱喻策略帶來的政治框架，是隱喻衝突和競

爭的主軸8。 

 

第三，隱喻交鋒的層次。隱喻交鋒表現在智巧的隱喻語彙使用、批評和駁斥，

而背後通常含藏隱喻策略的競爭。巧的隱喻使用可切中複雜政治問題的要害，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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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處理問題，做出明快決定。拙的使用會帶來或捲入不必要的隱喻爭論。有效的

隱喻駁斥通常由承接對手的隱喻表述，機智地將之轉化成不利於對手的隱喻內

涵；前述「走過的路比你們還多」的辯駁，是這類轉化的例子。隱喻交鋒所用到

的語彙組合，隨政治事件的浮沈而起落。它們朝生暮死，但在事件進行中卻膾炙

人口，引人注目，能暫時抒解政治支持者對複雜政治事件的焦慮，而也是新聞媒

體的最愛。 

 

第四，隱喻行動的層次。隱喻不只表現在語言和概念層次裡，也可以體現在

具體的行動上。例如，政治人物的「走透透」不只是路途隱喻的政治表述，也是

深入鄉里、探訪基層的實際行動，而在一步一腳印中走出政治腳力的隱喻路途。

有力的隱喻行動要有簡潔且能打動人心的話語搭配，要有非政治人物參與演出，

要善用新聞媒體，將新聞報導整合為隱喻行動的一部份。實際上，新聞媒體也樂

於參與，也已在相當程度上成為政治隱喻行動的一部份。 

 

第五，事實築構的層次。政治隱喻框架政治事實，也會帶來隱喻框架的競爭

與衝突。讓我們以一個較簡單的例子來說明事實框架的築構與競爭。鞭打小孩，

從物理層面來看，只是一個簡單的物理事實。在昔日的家庭生活脈絡裡，這物理

事實被築構成、看待成、框架成管教小孩的事實。然而，在現代生活的社會脈絡

裡，它已被築構成、看待成、框架成虐待小孩的社會事實。鞭打小孩，到底是管

教小孩還是虐待小孩，從世代之間的爭論來看，已不只是事實認定的問題，也無

法靠舉證就能解決。這背後含藏著認知框架的競爭與衝突。循此理路而言，政治

隱喻框架下的政治事實，有別於物理事實。它們需要人細心的經營與維持，需要

經由築構出恰當的脈絡而被看待成特定的政治事實。當媒體不再報導，當群眾轉

移注意力，當從另一個政治文化來看待、來轉譯，當對手有所批評並提出競爭的

隱喻，原先建立起來的隱喻框架、築構出來的政治事實，也就陷入隨時可能被瓦

解的危機。政治人物以反覆宣示、創造新聞事件、或推出前後相承的系列隱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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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隱喻的手法，來維持或重新建立對自己有利的政治解讀和政治事實。政治人物

的起落，與政治事實的建立與瓦解密切相關。在大量依賴媒體、訴諸民意與選票

的政治裡，政治事實是可以如此地輕，如此地隨時面臨可能瓦解的命運9。但從

另一個角度看，政治，在隱喻框架的競爭衝突裡，正也是社群活力的表現。 

 

在此，我們以一個簡單的分析格式，重新說明第五層次10： 

 

在脈絡 C，A被看待成或認可為 B。 

 

在鞭打小孩的例子裡，管教或虐待小孩的事實築構可改寫如下： 

 

在往昔家庭生活的脈絡裡，鞭打小孩被看待成管教小孩。 

在現代生活的社會脈絡裡，鞭打小孩被看待成虐待小孩。 

 

往昔家庭生活的脈絡裡含藏層層的框架，使得生活其中的人，直接將鞭打小孩看

待成管教小孩；他們說：「鞭打小孩明明是管教小孩。」在現代生活的社會脈絡

裡含藏另類層層框架，使生活其中的人，直接將鞭打小孩看待成虐待小孩；他們

說：「鞭打小孩明明是虐待小孩。」這裡，事實認定的爭論已不是靠舉證就能解

決。這爭論背後其實是框架競爭、取代、調整或整合的問題11。 

 

在此分析架構下，隱喻框架是築構出脈絡 C 的要素。政治裡的隱喻與事實

築構的競爭，其實是築構或調整或瓦解脈絡 C 的競爭。築構出脈絡 C，使 A 被

看待成 B，不能只是政治人物個人一廂情願的看待。這看待，是眾人的看待，至

少要相對足夠數量的群眾來這般看待。畢竟，政治乃眾人之事，而政治事實乃眾

人認定的事實。這種隱喻競爭情況，每一個人對政治人物都重要，但也都不必要，

只要數量夠，政治人物就擁有相對足夠的「我們」在脈絡 C 將 A 看待成 B。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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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以降，

西方哲學有一個難以克服的思考困境。這思

考困境以一種我思的角度展開： 
我以為我所看到、聽到、聞到、嚐到、

接觸到的外在事物，不會都只是子虛烏

有的事，但實情是我只能如此以為。我

無法驗證外在事物確實如我所以為的

方式存在。我也無法排除這一切所知、

所感的事物，其實只是夢境一場，實際

上根本不存在。因為心中的感知和想

法，都只是再現外在事物的手段，皆有

待驗證。我不能只用有待驗證的東西，

去驗證另一有待驗證的東西。我根本無

法滿足驗證的要求，只因一旦要求驗

證，我只能訴諸心中的感知和想法等再

現手段進行驗證。這表示我不能合理地

宣稱：「外在事物如我所以為的方式存

在。」這顯示，心與外在事物之間有一

無法跨越的鴻溝。因此，我也不能合理

地宣稱：「除了我心中的感知和想法

外，有外在事物存在。」 
這個思考困境，以不同的面貌、形式，宛如

幽靈般困擾著近代以來的哲學論述。深入瞭

解這個思考困境，你會發現它幾乎是一個無

解的困境，沒有人能按它的要求提出人人滿

意的驗證。由隱喻來審視，這思考困境預設

一種空間隱喻：由內外的空間區分，跨領域

看待心物的區隔。請注意，這空間隱喻未必

恰當。本章的論述，邀請你由其他的方式看

待心物之間的關連。當你可以合理地不必由

內外空間的區分看待心物的區隔，你也就可

以合理地不必處理、解決上述的思考困境。

政治事實 B，就有他站立的政治位置。 

 

以上的說明，凸顯出隱喻

競爭下政治事實的一個重要基

本特色。競爭中，隱喻的存在

方式，宛如地殼變動中拼圖般

地層層交錯在一起。在依賴媒

體、依賴選票的政治環境裡，

政治地殼變得如此地輕、如此

容易變動。隱喻，以其簡化複

雜情勢、集結人心人氣的作

用，成為政治人物、也是群眾

所需要用來框架政治事實的重

要手段。在隱喻交鋒的層次

裡，它們朝生暮死，相應的政

治事實也浮沈起落。但政治人

物無法忽略它們，因為它們是

媒體的最愛，也因為支持者正

在看。更重要的是，善用它們，

可以前後相承地築構並維護隱

喻策略中相對穩定的政治事

實。 

 

由童話到旅行，由路途到

人生故事，以致於隱喻層次的分析，在在傳達出一個重要的哲學訊息。人的行動

與認知，不是在心物對立區隔下，在心內對心外的對象有所認知，而針對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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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定方針，付諸行動。其實，只要你過人的生活，你就已深深捲入生活行動、處

境調節中含豐富意涵的動態歷程。此動態歷程深受隱喻節制，而你做為一位行動

者、認知者，是在這捲入和隱喻節制中，框架出對象和你與對象之間的關連。你

對於對象可以有的行動與認知，是在這框架中展開。一隻螞蟻，當牠在複雜的地

表移行時，可走出非常複雜的移動軌跡，其複雜度，並非直接反映牠心智的複雜

度，而主要是反映了地表的複雜度。扼言之，地表起伏的佈局，框架了螞蟻行走

的軌跡12。這裡的哲學訊息邀請你重視生活行動、處境調節中的隱喻節制。在這

角度下，人其實宛如那隻螞蟻，他可以展現出的認知行動和生活軌跡，其複雜度，

不必只反映他心內概念系統的複雜度，也可以是反映隱喻節制下生活場域的複雜

度；隱喻的佈局，框架了人的認知行動和生活軌跡。 

 

循此觀點，我們可以比較明白為何流行的事物可以打動人心。愛情是人生故

事重要的一環，在承接由走出的路途看待人生下，我們也由路途看待愛情，箇中

滋味請聽台語歌曲〈情字這條路〉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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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循此理路，我們也可以比較貼切地瞭解生活周遭正在發生的新興

事物。例如，網際網路（Internet），還有搭建其中的全球資訊網（World Wide Web），

在深深左右現代人的生活中，身處其中的你我，已經歷一場雖尚未完成，但已此

起彼伏、潮湧襲捲般的生活變革。隱喻是推動、主導這場生活變革幕後主要的推

手之一。其中，資訊高速公路（information superhighway）是由公路看待網際網

路的隱喻。除此之外，還有數位圖書館（digital libraries）、電子郵件（electronic 

mail）、電子市場（electronic marketplace）、數位世界（digital worlds）等等跨領

域節制下新概念、新語彙、新生活方式的形成與蛻變14。由前述螞蟻例子來看，

如果我們宛如螞蟻，如果這場生活變革宛如地表，我們可以看到地表在一隻隻螞

蟻行走中，隨之此起彼伏、區塊重組、持續變化。即使這是全球性的生活變革，

其中也會有文化差異帶來細緻變異。例如，全球資訊網已幾近遍佈地球村，遊走

其中，英文世界有衝浪（surfing），中文世界則有慘綠少年飆車般的飆網。另外，

柏納李（Tim Berners-Lee）的 Weaving the Web一書，由織網看待全球資訊網，

並由此敘述他發明全球資訊網的故事，不過，在跨語文譯述中，此書中文名稱成

為《一千零一網》，此中文名稱，邀請讀者由《一千零一夜》一串串故事的編織

中，看待資訊網，包括其中網頁、網站的出現與消失，以及你我穿梭、參與其中

可以活出的生活故事或傳奇15。 

 

結語：東方的哲思 

 
紀元前 319 年，小樹林間，午寐乍醒，夢裡故事突然中斷，只留下時空錯置

般裂解的聲響，還有那輕盈飛翔和心聲呼喚的感覺。心神漸次清晰，他聽到輕輕

震動流風的飛翔。一隻蝴蝶由他耳際翻飛而出。多年後，重遊此地，傾聽風過林

間的聲音，他在竹片上刻下此千古名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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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莊周夢為胡蝶 

栩栩然胡蝶也 

自喻適志與 

不知周也 

俄然覺 

則蘧蘧然周也 

不知周之夢為胡蝶與 

胡蝶之夢為周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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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與意象基模(image schemas)。在對隱喻與意象基模細膩的描述、分析與

推究中，也檢討由此可導出的重要哲學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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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爾的心物觀深深影響當代認知科學的研究。本書先說明認知科學如何仍深受

笛卡爾哲學的影響，其次由萃取、批評、改善、應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哲學論述，重新反省認知科學的哲學基礎，而提出新的研究方略，

並說明如何可由此排除目前認知研究難以克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