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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倒裝、回文、交磋語次、換序仿和序換：它們都和語序有關，可稱為語序類

型的辭格。因為它們都是以改變語序來達成修辭效果，看來頗為相似，常常令讀

者混淆。筆者以形式、意義及各辭格獨特要求三方面為基礎，將這五個辭格或次

辭格兩兩加以辨析，得到如下結論： 

一、形式：回文、交磋語次、序換的本體和客體都必須出現；倒裝、和換序

仿的客體必須出現，但本體可出現也可不出現。 

二、意義：序換、換序仿的本體和客體意義必須不同；倒裝、交磋語次的本

體和客體意義必須相同；回文的本體和客體意義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 

三、各辭格的獨特要求：倒裝強調顛倒正常語序；回文強調形式要符合「A~B

＋B~A」的架構；交磋語次只求語序的錯綜，意義不變；換序仿強調仿體必須和

本體的形式相同，且是臨時仿出的生造詞語；序換強調前後映照，且意義不同。 

關鍵字：倒裝、回文、交磋語次、換序仿、序換 

 

 

 

 

 

 

 

 

 

 

 

 

 

 

                                                 
*本文為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補助專案研究計畫「語序類型之辭格研究」（NTCU101201）的部分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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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hetorical Figures are the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They need the coordination 

of language conditions. Among them, “Anastrophe” is a deliberate reversal of normal 

word order of the rhetoric. “Palindrome” means you can read either forward or 

backwards. “Varying word order” is the variations of word order. “Word order 

changing imitation” is the use of word order changes in its body shaping imitation. 

“Word order switching” means two or more words with different word order sharing 

the same word order. They are all related to word order. 

The research regarded these rhetoric figures or sub-rhetoric figures as research 

objects owing to possessing the connection of word order and easily confused. How 

do we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them?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above, there are the objective in this research: 

Differentiate and analyze on rhetorical figures of word order typology.  

Keywords: Anastrophe , Palindrome , Varying word order ,Word order changing 

imitation, Word order swi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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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辭格是語言文字的運用，需要語文條件配合。其中，「倒裝」是故意顛倒正

常語序的修辭法；「回文」是正讀、倒讀的循環往復；「交磋語次」是語序的錯綜；

「換序仿」是利用本體語序的變化而構成仿體；「序換」是兩個以上字同序異詞

語的映照：它們都和語序有關，可稱為語序類型的辭格。 

因為它們都是以改變語序來達成修辭效果，看來頗為相似，常常令讀者混

淆。筆者發現，它們之間常會有兼格現象，若是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採用蔡宗

陽的辦法。蔡宗陽（2001：6）認為辭格的辨析，必須掌握四個原則：1、就整體

內容而言，2、就整體形式而言，3、就部分內容而言，4、就部分形式而言。這

種辨析原則，針對「兼格」現象非常有用。另外，再搭配這五種辭格的獨特性加

以分辨，應該可以順利釐清觀念。 

貳、語序類型辭格概述 

語序類型辭格有五種，茲概述於下： 

一、「倒裝」概述 

陳望道（1989：214）曰：「話中特意顛倒文法上邏輯上普通順序的部分，名

叫倒裝辭。」黃慶萱（2002：783）曰：「語文中特意顛倒複詞詞素、句子成分、

或複句的通常次序，而語法形態或關係卻未改變的，叫作『倒裝』。」沈謙（1996：

628）曰：「語文中刻意顛倒文法上、邏輯上正常順序的語句，是為『倒裝』。倒

裝可以加強語勢、突現重點，調和音節，使文章激起波瀾。」魏聰祺（2011：656）

在上述基礎提出：「說話行文時，刻意顛倒文法上、邏輯上正常順序的語句，而

語法形態或關係卻未改變的修辭方法，叫做『倒裝』。」 

「倒裝」的分類，可以從不同角度來分類：一、依規律與否分，可分為「隨

語倒裝」和「變言倒裝」兩類；二、依倒裝的順序分，可以分為「文法順序倒裝」

和「邏輯順序倒裝」二類；三、依倒裝範圍分，可分為「本句倒裝」和「跨句倒

裝」兩類；四、依倒裝目的分，可以分為「為詩文格律而倒裝」和「為文章波瀾

而倒裝」兩類（魏聰祺，2011：656）。 

二、「回文」概述 

黃慶萱（2002：629）曰：「上下兩句或句組，詞彙部分相同，而詞序大致相

反的辭格，叫作『回文』，也稱『迴文』或『迴環』。」沈謙（1996：560）曰：「上

下兩句，詞彙大多相同，詞序排列恰好相反，造成回環往復的形式的修辭方法，

是為『回文』。」魏聰祺（2011：611）在上述基礎提出：「說話行文時，有意造

成語文的上下兩部分，關鍵詞彙大都相同，語言順序排列恰好相反，形成回環往

復形式的修辭方法，叫做『回文』。又稱為『迴文』。」 

「回文」的分類，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區分：一、依要求寬嚴分，可以分為

「嚴式回文」和「寬式回文」兩類；二、依語序分，可以分為「字序回文」、「詞

序回文」和「句序回文」三類；三、依體裁分，可以分為「回文詩」、「回文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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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文曲」、「回文聯」、「回文句」五類；四、依結構分，可以分為「句的回文」、

「段的回文」和「篇的回文」三類（魏聰祺，2011：611）。 

其中，「嚴式回文」是將語文上半部依字序倒讀而為下半部。「寬式回文」又

稱為「回環」，是指「語文上半部的末尾，用作下半部的開端，下半部的末尾，

又疊用上半部的開頭，中間的字語可略具彈性。」（魏聰祺，2011：613）可以寫

成「A~B＋B~A」的架構。 

三、「交磋語次」概述 

陳望道（1989：204）曰：「凡把反復、對偶、排比或其它可有整齊形式，公

同詞面的語言，說成形式參差，詞面別異的，我們稱為錯綜。」黃慶萱（2002：

753）曰：「凡把形式整齊的辭格，如類疊、對偶、排比、層遞等，故意抽換詞彙、

交磋語次、伸縮文句、變化句式，使其形式參差，詞彙別異，叫作『錯綜』。」

魏聰祺（2011：635）在上述基礎提出：「說話行文時，有意把形式整齊的辭格，

如類疊、對偶、排比、層遞等，故意抽換詞面、交磋語次、調整語法、伸縮文身、

變化句式，使其形式參差，詞面別異的修辭方法，叫做『錯綜』。」 

「錯綜」之分類，可以由定義中，找到兩個分類基準。一為依原始句型分，

可以分為：原型類疊的錯綜、原型對偶的錯綜、原型排比的錯綜、原型層遞的錯

綜等四類；二為依錯綜方法分，可以分為：抽換詞面、交蹉語次、調整語法、伸

縮文身、變化句式等五類（魏聰祺：2011：635）。 

其中，把詞、語、句等語言成分的次序，穿排得前後不同，叫作交磋語次（黃

慶萱，2002：758）。唐松波、黃建霖（1996：498）稱為「錯舉」。依原始句型來

分，又可分為「原型類疊的交蹉語次」、「原型對偶的交蹉語次」、「原型排比的交

蹉語次」、「原型層遞的交蹉語次」四類。 

四、「換序仿」概述 

黃慶萱（2002：93）曰：「刻意模仿前人作品中的語句形式，甚至篇章格調，

藉由原作在讀者心中早已存在的熟悉印象，引發出新的特殊的旨趣，有時更帶有

嘲弄諷刺意味的，叫做『仿擬』。」魏聰祺（2011：347）認為：「說話行文時，

刻意模仿前人作品的形式，換上新內容，藉由原作在讀者心中早已存在的熟悉印

象，引發出新的特殊的旨趣，有時更帶有嘲弄諷刺意味的修辭方法，叫做『仿擬』。」 

「仿擬」是舊瓶裝新酒，亦即承襲套用舊有的形式，換上新的內容，它的內

容，與原作雖然不同，但形式結構卻為讀者所熟知，常令讀者感覺親切、熟稔，

因而產生共鳴。 

「仿擬」的基本要件有二：即本體和仿體。「本體」是指被仿擬的原形體，「仿

體」是指新造的形體。黃麗貞（2000：387）則稱為「原形體」和「新擬體」。成

偉鈞、唐仲揚、向宏業（1996：594）則稱為「原形體」和「變形體」。 

「仿擬」的分類，可以依不同標準作不同的分類：一、依表達效果來分，可

分為「仿效」和「仿諷」兩類；二、依語法單位來分，可分為「仿詞」、「仿語」、

「仿句」、「仿段（章）」和「仿篇」五類；三、依仿擬媒介來分，可分為「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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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語義仿」、「換序仿」、「格式仿」和「語體仿」五類；四、依仿擬對象來分，

可分為「名言仿擬」和「當前仿擬」兩類；五、依仿擬結構來分，可分為「明仿」

和「暗仿」兩類（魏聰祺：2011：347）。其中，「換序仿」是利用本體語序的變

化而構成的仿體（徐國珍，2003：66）。  

五、「序換」概述 

魏聰祺（2011：491）認為：「說話行文時，有意將某一語境中，同中有異、

異中有同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並提，形成對照的修辭方法，叫做『同異』。」 

「同異」格之分類，依同異點為根據，可以分為「音同字異」、「字有同異」、

「字同序異」、「字同字數異」、「字同義異」等五類（魏聰祺，2011：491）。 

其中，「字同序異」，又稱「序換」，是指：在同一個語境中，字數相等，字

面成分相同或字音相同相近，但次序有異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互相對照，

相映成趣。透過「字同」使讀者有類似之感，但因「序異」卻有完全不同的內涵，

於是產生「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辨析效果。 

参、語序類型辭格之辨析 

語序類型辭格既有上述五種，則可依「倒裝」、「回文」、「交磋語次」、「換序

仿」和「序換」之順序，兩兩加以比較辨析， 

一、「倒裝」與「回文」之辨析 

「回文」的基本形式可寫成「A~B＋B~A」，凡不符該種形式者，都不屬於

「回文」。如果「A~B」或「B~A」的語序都是符合常規習慣，則與「倒裝」無

關；反之，「A~B」或「B~A」的語序有不合常規習慣，則屬「倒裝」。茲說明如

下： 

（一）與「回文」無關的「倒裝」 

某語序不符常規習慣，是為「倒裝」。但其形式只有「A~B」，或只有「B~A」，

無法形成「A~B＋B~A」，則與「回文」無關，只是單純的「倒裝」。如：  

流著，溫馴的水波；流著，纏綿的恩怨。（徐志摩〈巴黎的鱗爪〉） 

此例形式可寫成「A~B＋A~C」，無法形成「A~B＋B~A」架構，則與「回

文」無關。此例正常語序為「溫馴的水波流著，纏綿的恩怨流著」，是兩句敘事

句，作者將謂語前置，則屬「倒裝」。 

她想：接下來的一定又是那句： 

好麼？這些日子。 

當然這不是一句聰明的問話，從美豐懶散而不起勁卻又帶著三分怨的表情

裏，可以想得出那分日漸生疏的感情來。（曹又方〈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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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好麼？這些日子。」其形式可寫成「A~B」，無法形成「A~B＋B~A」

架構，則與「回文」無關。此例正常語序為「這些日子好麼？」作者將謂語「好

麼」前置，則屬「倒裝」。 

（二） 與「倒裝」無關的「回文」 

語句可以形成「A~B＋B~A」架構，而且「A~B」或「B~A」的語序都合於

習慣用法，則與「倒裝」無關，只是單純的「回文」。如： 

不知是我戀瘦竹，還是瘦竹戀我。（王遼生〈笑‧給‧竹〉） 

此例「我戀瘦竹，瘦竹戀我」，可以寫成「我~瘦竹＋瘦竹~我」，亦即符合「A~B

＋B~A」架構，則是回文。而且「我戀瘦竹」或「瘦竹戀我」的語序都合於習慣

用法，則與「倒裝」無關，只是單純的「回文」。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交通安全標語） 

此例可以寫成「喝酒~開車，開車~喝酒」，亦即符合「A~B＋B~A」架構，

則是回文。而且「喝酒不開車」或「開車不喝酒」的語序都合於習慣用法，則與

「倒裝」無關，只是單純的「回文」。 

（三）「倒裝」和「回文」兼格 

語句可以形成「A~B＋B~A」架構，則是「回文」。而且「A~B」或「B~A」

的語序只要其中之一不合於習慣用法，則為「倒裝」。如此則是「回文」套用「倒

裝」。如： 

說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說是遼遠的海的相思， 

假如有人問我的煩憂， 

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問我的煩憂， 

說是遼遠的海的相思， 

說是寂寞的秋的清愁。（戴望舒〈煩憂〉） 

此詩前段的第一、二、三、四句，依句序倒讀，即為後段的第四、三、二、

一句。這是「句序回環」組成的「回環詩」，應屬「寬式回文」。而且「我不敢說

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問我的煩憂，」是倒裝句，其正常語序應為「假如有人問

我的煩憂，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可見此例屬「回文」套用「倒裝」。 

二、「倒裝」與「交磋語次」之辨析 

「倒裝」和「交磋語次」都是把語言次序顛倒，這是兩者的相同點。但「交

蹉語次」的本體和客體都要出現，形成前後不同次序；倒裝的本體可以不出現，

客體一定要出現，而且客體的語序是不合常規習慣。茲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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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與「交磋語次」無關的「倒裝」 

本體（正常語序）不出現，只有客體（倒裝句）出現，且客體不合正常語序。

如： 

沿著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

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著許多樹，蓊蓊鬱鬱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正常順序「荷塘四面，長著許多蓊蓊鬱鬱的樹」沒出現，只有倒裝句「荷塘

四面，長著許多樹，蓊蓊鬱鬱的」出現，因此不會形成「交蹉語次」。且倒裝句

不符正常順序，是為倒裝。  

天空變成了淺藍色，很淺很淺的；轉眼間天邊出現了一道紅霞，慢慢兒擴大

了它的範圍，加強了它的光亮。（巴金〈海上的日出〉） 

正常順序「天空變成了很淺很淺的淺藍色」沒出現，只有倒裝句「天空變成

了淺藍色，很淺很淺的」出現，因此不會形成「交蹉語次」。且倒裝句不符正常

順序，是為倒裝。 

（二） 與「倒裝」無關的「交蹉語次」 

前後語句的順序不同，則形成「交蹉語次」；但前後語句都合於習慣用法，

則與倒裝無關。如：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

梁惠王上》） 

本來應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類句」，為求變化而交磋語

次，將後句改為「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順序雖然顛倒，但都合於習

慣，所以和倒裝無關。 

他招待我們一餐永不能忘的飯食，四碗菜，一隻火鍋。四碗菜，以青菜豆腐

為主；一隻火鍋，以豆腐青菜為主。（梁實秋〈記張自忠將軍〉） 

「以青菜豆腐為主」和「以豆腐青菜為主」一前一後出現，順序不同，是為

「交磋語次」：兩者都合乎正常順序，所以和倒裝無關。 

（三）「倒裝」和「交蹉語次」兼格 

本體（正常語序）和客體（倒裝句）都出現，形成「交蹉語次」；而且客體

不合正常語序，則屬倒裝。是為「交蹉語次」套用「倒裝」。如： 

只如今我像失了甚麼， 

原來她不見了！ 

她的美在沉默的深處藏着， 

我這兩日便在沉默裏浸着， 

沉默隨她去了， 

教我茫茫何所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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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的影子却深深印在我心坎裏了！ 

原來她不見了， 

只如今我像失了甚麼！（朱自清〈悵惘〉） 

「只如今我像失了甚麼，原來她不見了」是因果複句的倒裝，「原來她不見

了，只如今我像失了甚麼」則是正常順序，兩者一前一後隔離出現，形成將類句

交蹉語次。此例則是「交蹉語次」套用「倒裝」。 

我慢慢地在歷史大樓昏暗的窄梯往上爬……。 

……他們都下樓了。我往上爬著，在昏暗的歷史窄梯上。（林彧〈爬梯〉） 

「我慢慢地在歷史大樓昏暗的窄梯往上爬」是正常語序；「我往上爬著，在

昏暗的歷史窄梯上」是異常語序，屬於倒裝。兩者一前一後出現，順序顛倒，則

形成「交蹉語次」。此例則是「交蹉語次」套用「倒裝」。 

三、「倒裝」與「換序仿」之辨析 

「倒裝」和「換序仿」的相同點是：形式上都是針對本體有意顛倒語序；且

客體必須出現，但本體則不拘。相異點是：1、「倒裝」的語序必須不符常規；「換

序仿」的語序則要符合常規。2、「換序仿」的仿體必須和本體的形態相同；「倒

裝」的客體和本體的形態必須不同。茲說明如下： 

（一）與「換序仿」無關的「倒裝」 

仿體和本體的形態不同，則不是仿擬，因此與「換序仿」無關；若是語序不

符常規，則屬於「倒裝」。如： 

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左傳》昭公十九年） 

「私族於謀」直接解釋是不通的，還原為：「謀於私族」，則能解通。「私族

於謀」和「謀於私族」結構形態不同，則與「換序仿」無關。 

（二）與「倒裝」無關的「換序仿」 

語序符合常規，則與「倒裝」完全無關。若是仿體有意仿效本體的形態，且

是生造詞，則屬「換序仿」。如： 

到達了目的地，但見滿山遍野白雪皚皚，萬頭鑽動，凌雲御風，十分的自在，

不由得心頭大樂，腳癢難熬，將滑雪板、雪靴緊緊的綑綁，大踏步的衝上前去。

無奈「腳重頭輕」，力不從心，「兩」步湊成「三」步，拖「雪」帶「冰」的在雪

地上蝸行。（趙寧〈滑雪小記〉） 

「腳重頭輕」是仿「頭重腳輕」而成的換序仿語，「兩步湊成三步」是仿「三

步湊成兩步」的換序仿，而且它們都是個生造語，尚未成為固定用法，則是「換

序仿」。「腳重頭輕」和「兩步湊成三步」都符合正常語序，因此與「倒裝」無關。 

四、「倒裝」與「序換」之辨析 

「序換」必須是字數相等，字面成分相同或字音相同相近，但次序有異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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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互相對照。可以寫成「~AB~BA~」形式，而且「AB」和

「BA」的意義必須不同。若是沒有該種形式者，則不屬於「序換」。就算具有該

種形式，但「AB」和「BA」的意義相同，也不能視為「序換」。茲說明如下： 

（一） 與「序換」無關的「倒裝」 

某語序不符常規習慣，但其形式只有「~AB~」，或只有「~BA~」，無法形成

「~AB~BA~」的映照關係，則與「序換」無關，只是單純的「倒裝」。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白居易〈長恨歌〉） 

「紅不掃」是「不掃紅」的倒裝。「紅」指落花，將賓語「紅」提到述語「不

掃」之前，是為了用「掃」字押韻。此例只有「紅不掃」出現，「不掃紅」沒出

現，無法形成相互映照，因此不是「序換」。就算出現「不掃紅」，但因「紅不掃」

和「不掃紅」意義相同，也不能視為「序換」。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

夫淚。（范仲淹〈漁家傲〉） 

「燕然未勒」是「未勒燕然」的倒裝，將賓語「燕然」提前。是說沒有建立

破敵的大功。此處用東漢竇憲大破北匈奴，刻石勒功而還的典故。此例只有「燕

然未勒」出現，「未勒燕然」沒出現，無法形成相互映照，因此不是「序換」。就

算出現「未勒燕然」，但因「燕然未勒」和「未勒燕然」意義相同，也不能視為

「序換」。 

（二） 與「倒裝」無關的「序換」 

語句可以形成「~AB~BA~」架構，而且「AB」和「BA」的意義不同，「~AB~」

或「~BA~」的語序都合於習慣用法，則與「倒裝」無關，只是單純的「序換」。

如： 

喜送「紅包」者，其人「包紅」。（夏侯川〈金玉涼言〉，《聯合報》91 年 2

月 7 日 36 繽紛版） 

送「紅包」給人，人人喜愛，所以會「包紅」。此例「紅包」與「包紅」兩

個詞語，字數相等，字面成分相同，但次序有異，意義不同，互相對照。形成「~

紅包~包紅~」的架構，是為「序換」。而且「~紅包~」或「~包紅~」的語序都合

於習慣用法，則與「倒裝」無關，只是單純的「序換」。 

好看，就被看好？外貌，新的歧視（本報記者梁玉芳，《聯合報》95 年 3 月

27 日Ａ10 話題版） 

「好看」是指外貌出眾；「看好」是指看好他的未來發展。此例「好看」與

「看好」兩個詞語，字數相等，字面成分相同，但次序有異，意義不同，互相對

照。形成「~好看~看好~」的架構，是為「序換」。而且「~好看~」或「~看好~」

的語序都合於習慣用法，則與「倒裝」無關，只是單純的「序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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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回文」與「交磋語次」之辨析 

把詞、語、句等語言成分的次序，穿排得前後不同，叫作交磋語次（黃慶萱，

2002：758）。「交磋語次」是「錯綜」的一類，而「錯綜」的目的是寓變化於整

齊規律之中，故意使上下文詞語互異，句法參差，文法語氣迥異。使得文章生動

活潑，靈動多姿（沈謙，1996：597）。所以它只要求形式變化，而不要求意義改

變。 

就形式而言：「寬式回文」（回環）的形式，可以寫成「Ａ～Ｂ＋Ｂ～Ａ」的

架構，而「交磋語次」只求某種關係前後順序不同即可，它有時與「回環」形式

相同，有時則不同。就意義而言：「寬式回文」（回環）的上下兩部分，其意義有

的不同，有的相同；但「交磋語次」的前後兩個詞語，其意義必須相同。所以二

者之間，有所區別，但也有所交集，茲辨析於下： 

（一） 與「交磋語次」無關的「回文」 

回環的上下兩部分意義不同，則與「交磋語次」完全無關。如： 

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犧牲享受」是指犧牲掉個人享受，「享受犧牲」是指享受著自我的犧牲。

此例前半部與後半部意義不同，則與「交磋語次」完全無關。 

（二） 與「回文」無關的「交磋語次」 

形式上無法形成「Ａ～Ｂ＋Ｂ～Ａ」的架構，則與「回環」無關。如：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論語‧鄉黨》） 

「迅雷風烈」本應作「迅雷烈風」的「句中對」，但為求變化而「交磋語次」。

此例則無法形成「Ａ～Ｂ＋Ｂ～Ａ」的架構。 

（三）「回文」兼用「交磋語次」 

形式上符合「Ａ～Ｂ＋Ｂ～Ａ」的架構；而且「A～B」和「B～A」意義不

變，則屬「回環」兼用「交磋語次」。如： 

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多且旨。（《詩經‧小雅‧魚麗》） 

此例從「旨且多」到「多且旨」的形式來看，可視為「隔句回環」；但「旨

且多」與「多且旨」的意義不變，也可視為將類疊「交磋語次」，以求變化。 

四碗菜，以青菜豆腐為主；一隻火鍋，以豆腐青菜為主。（梁實秋〈記張自

忠將軍〉）  

此例黃慶萱（2002：644）視為「回文」，亦即本文所說的「寬式回文（回環）」。

沈謙（1996：608）則視為「交磋語次」。筆者認為：從「青菜~豆腐，豆腐~青菜」

的形式來看，它符合「回環」的要求，可視為「局部回環」。但「青菜豆腐」和

「豆腐青菜」的意義不變，只是為了增添趣味而「交磋語次」，以求變化。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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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屬「回環」兼用「交磋語次」。 

六、「回文」與「換序仿」之辨析 

「回文」和「換序仿」的相異點是：形式上，「回文」的前後成分都必須出

現；「換序仿」的仿體必須出現，本體則不拘。意義上，「換序仿」的前後成分意

義必須不同；「回文」的前後成分意義則不拘。茲辨析如下： 

（一） 與「換序仿」無關的「回文」 

形式上符合「Ａ～Ｂ＋Ｂ～Ａ」的架構，則是「回文」。但「A~B」或「B~A」

不是臨時模仿而成的生造詞語，則與「換序仿」無關。如： 

人以文傳，文以人傳。 

此例可寫成「人~文＋文~人」，符合「Ａ～Ｂ＋Ｂ～Ａ」的架構，則是「回

文」；「人以文傳」或「文以人傳」都是常見詞語，並非臨時仿出的生造詞語，所

以和「換序仿」無關。 

（二） 與「回文」無關的「換序仿」 

形式上只有客體而沒有本體，則與「回文」無關。但仿體是有意模仿本體而

成的生造詞，則屬「換序仿」。如： 

身高 170 公分的田徑選手，置身在 NBA 職籃球員之中，簡直就是「雞立鶴

羣」。（筆者擬句） 

「雞立鶴羣」是仿「鶴立雞羣」的生造語，則是「換序仿」。語境中只有仿

體出現，本體沒出現，無法形成「Ａ～Ｂ＋Ｂ～Ａ」的架構，則與「回文」無關。 

（三）「回文」套用「換序仿」 

形式上符合「A~B＋B~A」架構，而且「B~A」是仿「A~B」而成的生造詞，

則是「回文」套用「換序仿」。如： 

平常是頭重腳輕，現在則是頭輕腳重。（筆者擬句） 

「頭重腳輕」和「頭輕腳重」形成「A~B＋B~A」（「重~輕，輕~重」）的回

文架構，屬於「寬式回文」（回環）。而且「頭輕腳重」是有意模仿「頭重腳輕」

而成的生造詞，則是「換序仿」。 

七、「回文」與「序換」之辨析 

就形式而言：「寬式回文」（回環）的形式，可以寫成「Ａ～Ｂ＋Ｂ～Ａ」的

架構，而序換只是「～ＡＢ～ＢＡ～」架構。「回環」的Ａ和Ｂ可分開，也可不

分開；「序換」的Ａ和Ｂ卻絕對不能分開。就意義而言：「寬式回文」（回環）的

上下兩部分，其意義有的不同，有的相同；但「序換」的兩個「字同序異」詞語，

其意義必須不同。所以二者之間，有所區別，但也有所交集，茲辨析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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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序換」無關的「回環」 

回環的「A」和「B」分開，則與序換完全無關。如： 

積極的人，會「自己」想辦法解決「問題」； 

消極的人，遇「問題」會先想解決「自己」。（楊淑惠〈金玉涼言〉，《聯合

報》2003 年 10 月 28 日Ｅ6 繽紛版） 

此例形式架構為「自己～問題，問題～自己」，其中Ａ（自己）和Ｂ（問題）

是分開的，所以屬「回環」；它與「序換」的ＡＢ不可分開，完全不同。又如： 

我麻木的神經在清醒，我滾滾的熱血在沸騰！奇恥大辱，大辱奇恥，如毒

蛇之齒，撕咬著我的心！（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 

「奇恥大辱，大辱奇恥」的形式，可寫成「AB，BA」，「A」（奇恥）和「B」

（大辱）沒有分開，符合「回環」和「序換」的形式要求；但是「奇恥大辱」和

「大辱奇恥」的意義相同，所以它們不屬於「序換」；卻符合「回環」的要求。 

（二）與「回環」無關的「序換」 

    形式上沒有「Ａ～Ｂ＋Ｂ～Ａ」的架構，則與「回文」無關。如：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小心謹慎為佳。（司馬文森〈風雨桐江〉） 

此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並不符合「Ａ～Ｂ＋Ｂ～Ａ」的「回環」型

態，所以不是「回環」；但其中的「一萬」（ＡＢ）和「萬一」（ＢＡ），ＡＢ沒有

分開，而且意義不同，則構成「序換」的特性，所以屬於「序換」。 

哪有「主民」幾十年不許「民主」一分鐘的道理。（沙葉新〈陳毅市長〉） 

此例並不符合「Ａ～Ｂ＋Ｂ～Ａ」的「回環」型態，所以不是「回環」；但

其中的「主民」（ＡＢ）和「民主」（ＢＡ），ＡＢ沒有分開，而且意義不同，則

構成「序換」的特性，所以屬於「序換」。 

（三）「回環」兼用「序換」 

另外，有些例子的Ａ和Ｂ不分開，而且「AB」和「BA」的意義不同，已符

合「序換」的特性；但它又構成由Ａ至Ｂ，再由Ｂ至Ａ的「回環」要求，則可以

視為「回環」和「序換」的兼用。如： 

世界舒樂，舒樂世界。（舒樂襯衫廣告） 

遼西空調，空調遼西。（《錦州廣播電視報》1994 年 5 月 11 日） 

上述二例既符合由Ａ至Ｂ，再由Ｂ至Ａ的「回環」要求；也符合ＡＢ不分開

的「序換」的要求。而且「AB」和「BA」的意義不同。所以可視為「回環」和

「序換」的兼用。 

八、「交磋語次」與「換序仿」之辨析 

「換序仿」的本體和仿體，字面相同但語序不同。原型對偶的「交磋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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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排比的「交磋語次」和原型層遞的「交磋語次」，都與之完全不像，一看便

知兩者的差別，不必再費筆墨辨析。但是原型類疊的「交磋語次」則與它較為類

似，需要辨析。兩者的差別有四：1、「換序仿」的「仿體」必須和「本體」語法

形態相同；「交磋語次」則不拘。2、「換序仿」的仿體必須是生造詞語，「交磋語

次」則不拘。3、「換序仿」可以只出現「仿體」，而將「本體」省略；「交磋語次」

則主客體兩者都必須出現，才能形成錯綜效果。4、「交磋語次」的前後意義必須

相同；「換序仿」則意義不同。茲辨析於下： 

（一）與「交磋語次」無關的「換序仿」 

如果語境中只有「仿體」，「本體」並未出現，則只是單純的「換序仿」。如： 

過度安逸因福得禍。（《國際航空報》2000 年 7 月 30 日） 

此例「因福得禍」是仿「因禍得福」而成的「換序仿」。只有仿體出現，本

體並未出現，無法形成前後錯綜的效果。若是將上例改為： 

塞翁失馬是因禍得福，過度安逸是因福得禍。（筆者擬句） 

此例「因福得禍」是仿「因禍得福」而成的「換序仿」。「因禍得福」和「因

福得禍」也前後出現，但它們的意義不同，只是「序換」套用「換序仿」，而非

「交磋語次」。 

（二）與「換序仿」無關的「交磋語次」 

如果「交磋語次」所映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全都是現成的詞語，而

且意義相同，如此，則與「換序仿」完全無關。如： 

他又張開大嘴哭了說：「幹是傾家敗產，不幹也是敗產傾家，我就決心和他

打了這場官司。」（梁斌《紅旗譜》） 

「傾家敗產」和「敗產傾家」不是生造詞語，而且意義相同，所以它們不是「換

序仿」，只是「交磋語次」。 

九、「交磋語次」與「序換」之辨析 

「序換」和「交磋語次」的相同點是：形式上：本體和客體都必須出現在語

境中。相異點是：意義上：「序換」的兩個詞語意義必須不同，但「交磋語次」

的兩個詞語意義必須相同。 

楊春霖、劉帆（1996：696）曰：「漢語的語法意義主要靠詞序和虛詞來表達。

具有一定語言形式的語意內容，正是賴以這種固定的詞序（有時輔助於虛詞）才

變得準確、明晰的。序換就是對已經固定的語言形式進行變形，並通過這種變形

來獲取變化語意的表達目的。但是改變詞序不一定都能改變語意，修辭格中的反

復與錯綜，有時為了調整音節，強調語意，變化語言形式，也採取改變詞序的方

法，不能看作是序換。因為它們雖然調換了某個語言單位的位置，但是並未獲得

出新出奇的語言表達效果。」這種見解是對的。 

唐松波‧黃建霖（1996：485）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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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換有時能使字面避免重覆，其實質不但沒變，而且更加強調是半斤八兩，

完全一樣；但有時卻使詞或詞組的意思發生很大變化，甚至變得意思相反，帶有

諷刺意，使人感到巧妙而深刻。 

這種看法有待商榷。他們認為「序換」只要詞序更換即可，意義可以相同，

也可以不同。若是如此，則「序換」和「交磋語次」就沒有可以區別的地方。茲

說明如下： 

（一） 與「序換」無關的「交磋語次」 

「交磋語次」的語序改變但意義不變。如： 

另外有些比較機靈的人，他們不搞「站隊」，而一心搞平衡。見到朱老是笑

容滿面，見到小趙是滿面笑容。見到小趙是寒暄一番，見到朱老是一番寒暄。見

到朱老是親切愉快，見到小趙是愉快親切。半斤八兩，不差分毫，小心翼翼，不

偏不倚。（王蒙《加拿大的月亮》） 

「笑容滿面」和「滿面笑容」；「寒暄一番」和「一番寒暄」；「親切愉快」和

「愉快親切」的意義相同，所以它們只是「交磋語次」。 

迂緩綿遠的金色沙岸，沉靜而又溫柔地向大海環抱過去，萬頃碧波也溫柔而

又沉靜地環繞過來。（秦兆陽《海邊銷魂記》） 

「沉靜而又溫柔」和「溫柔而又沉靜」的意義相同，所以它們只是「交磋語

次」。 

詞序不同形成了同義詞，如「覺察──察覺」、「情感──感情」、「相互──

互相」、「嫉妒──妒嫉」，它們雖然詞序互換，形式上與「序換」無異，但內

容意義卻完全一樣，則與「序換」有異。它們只能當成錯綜中的交磋語次。 

（二） 與「交磋語次」無關的「序換」 

「序換」的語序改變且意義不同。如： 

年輕時，性感比較好；年老時，感性比較好。（燕無雙〈金玉涼言〉，《聯合

報》93 年 8 月 5 日Ｅ6 繽紛版） 

「性感」是指身材惹火；「感性」是指情感豐富。兩者意義不同。 

人們最常求發財夢「實現」；最後常因發財而「現實」。（安東尼〈金玉涼言〉，

《聯合報》92 年 7 月 7 日Ｅ6 繽紛版） 

希望發財夢能「實現」是人們常求的，但是發財之後卻變得勢利、「現實」。

兩者意義不同。 

十、「換序仿」與「序換」之辨析 

「換序仿」和「序換」都是透過語序變化而形成的修辭方法，而且前後意義

必須不同。兩者的差別在形式上：1、「換序仿」的「仿體」必須和「本體」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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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形態相同；「序換」則不拘。2、「換序仿」的「仿體」必須是生造詞語，「序

換」則不拘。3、「換序仿」可以只出現「仿體」，而將「本體」省略；「序換」

則兩者都必須出現，形成映照。茲辨析於下： 

（一）與「序換」無關的「換序仿」 

如果語境中只有「仿體」，「本體」並未出現，則與「序換」無關，只是單

純的「換序仿」。如： 

趙某人一見了大夫好像看到救命菩薩一樣，稀哩嘩啦十分熱情的說個不停，

從蛋炒飯到冬菇粉絲，把個病情說得十分詳細。無奈做大夫的無論中外，總是一

副面孔，處驚不變。還打趣說他最愛吃雞絲蛋炒飯，肚子從來沒有痛過。（趙寧

〈八寶菜〉）。 

此例「處驚不變」是仿「處變不驚」而成的「換序仿」。只有仿體出現，本

體並未出現，無法形成前後對照的「字同序異」效果。 

（二）與「換序仿」無關的「序換」 

如果「序換」所映照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語，全都是現成的詞語，如此，

則與「換序仿」完全無關。如： 

很「務實」的人通常都有「實務」經驗。（黃建銘〈金玉涼言〉，《聯合報》

92 年 3 月 15 日 38 繽紛版） 

「務實」是指重視實際；「實務」是指實際事務。兩個詞語都是現成詞語，

所以只是「序換」，它與「換序仿」無關。 

結婚不是什麼「人生」大事，只是合法「生人」的一道手續而已。 

「人生」是指人的一生；「生人」是指生孩子。兩個詞語都是現成詞語，所

以只是「序換」，它與「換序仿」無關。 

（三）「序換」套用「換序仿」的兼格現象 

如果「本體」和「仿體」在同一語境中出現，形成映照的效果，則是「序換」

套用「換序仿」的兼格現象。如： 

某天大頭與女友出去玩，在公車上遇到一個老先生與女友相談甚歡。大頭覺

得很不是滋味，於是小聲地跟女友說：「小心點，這老傢伙可能是『醉翁之意不

在酒』！」女友聽了，安慰大頭說：「放心啦，就算他有那個意思，我也是『醉

酒之意不在翁』！」老先生耳朵很尖，大頭和女友的對話，他全聽到了。此時，

只聽見老先生緩緩的說：「沒關係，反正，我是『醉酒之翁不在意』──」（莊孝

偉，2001：57） 

此例「醉翁之意不在酒」與「醉酒之意不在翁」、「醉酒之翁不在意」為「序

換」。而且「醉酒之意不在翁」和「醉酒之翁不在意」是仿「醉翁之意不在酒」

而造的新句。所以這是「序換」套用「換序仿」的兼格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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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仿擬的前提是仿體和本體的形式必須相同，如果兩者的外形結構不

同，則不應視為仿擬。如《演講與口才》1994 年第 12 期有： 

懷才不遇是時代的不幸，遇不懷才是個人的悲哀。 

此例只是「序換」，並無「仿擬」成分。因為「懷才不遇」和「遇不懷才」

的語言結構不同，所以並無「仿擬」所必備的「舊瓶裝新酒」要件。 

肆、結論 

經由上述論辨，可以得知： 

一、就形式上而言： 

（一）本體和客體都必須出現，形成前後映照的是：「回文」（前半部和後半

部）、「交磋語次」、「序換」。 

（二）客體必須出現，但本體可出現也可不出現，不一定能形成前後映照的

是：「倒裝」和「換序仿」。 

二、就意義而言： 

（一）本體和客體意義必須不同的有「序換」、「換序仿」。 

（二）本體和客體意義必須相同的有「倒裝」、「交磋語次」。 

（三）本體和客體意義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的有「回文」。 

三、各辭格的獨特要求： 

（一）「倒裝」強調顛倒正常語序。 

（二）「回文」強調形式要符合「A~B＋B~A」的架構。 

（三）「交磋語次」只求語序的錯綜，意義不變。 

（四）「換序仿」強調仿體必須和本體的形式相同，且是臨時仿出的生造詞

語。 

（五）「序換」強調前後映照，且意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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