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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辭法是研究如何調整語文表意的方法，設計語文優美的形式，使其精確而生動

地表示出「說者」或「作者」的意象，以引起聽者或讀者共鳴的一種藝術。因此想把

文章寫好，把話說得漂亮，就必領要熟穩修辭法。(1)

修辭法是說明語句修辭的各種方法。非但可以幫助我們作文和說話;而且也可以

幫助我們欣賞別人的言辭和文辭，我的老師高仲華先生說:I 欣賞文學的人，不懂得

『文法』與『修辭學~ ，固然也可以直覺到文章的妥切與美妙，而感到心情的滿足。

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總使自己有一種『看不透』、『說不出』的苦

惱。到底好文章的『妥切』在那襄?r美妙』在那襄?這必須借重『文法』與『位辭

學』的智識，才能予以看透，才能予以說明。J (2) 這說明了「文法」與「修辭學」是

國文教學的最好工具。國文老師在教學過程中，指導學生進行「深究與鑑賞J '就必

須分析作者措辭造句的技巧，說明文辭美妙在何處，才能使學生由認識，經過思考、

理解，練習，而後到消化應用。

國文教學，可以應用類化原則，以學生舊經驗為融化新事物的基礎，用問答的方

法引起學生回憶舊教材。在學生已經學習過的課文中，儘量舉證一些與本課文中同類

的句型，加以比較分析，指導學生學習措辭造句的技巧。當學生缺乏必要經驗時，則

設法補充類化的基礎，使其能循序而進，容易學習。

(l)學見師範專科學校國女教科書第五冊，頁一二六~一二七國立編譯館主編 民國七十年八月初

版。

(2)見晝壁畫雙皮要直是三星晝旦 屋里六十四年一月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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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修辭法有感、歎、設間、摹寫、仿擬、引用、藏詞、析字、轉品、婉曲、誇

張、譬喻、借代、轉化、映襯、雙關、倒反、象徵、示現、呼告、類疊、鎮曾是、對偶

、排比、層遞、頂員、回文、錯綜、倒裝、跳脫......等。本文茲就國民中學國文課本

「範丈」中所常見的修辭法，略舉十五種修辭格(2〉，分別加以說明如下:

一、感歎

感歎是用呼聲表露情感的修辭法，藉各種歎詞、助詞來強調內心的驚訝或贊歎、

傷感或痛惜、歡笑或譏嘲、憤怒或鄙斥、希望或需要。它的作用是藉自然的舒氣來表

洩感情與思想。感歎法的使用原則是內心確有必須一歎方快的情思。例如:

Hr 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 J (第二珊雯草還璽莖墮)這是利用歎詞構
A

成的感歎句。

(二.) r 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J (第二珊 最苦與最樂 梁啟超)這是利用助
6 ~γ~呵 ，一一一一一一

詞構成的感歎句。

(斗「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J (第二珊背影 朱自清)這是利
6 6 ~、 一一一一一一一

用歎詞、助詞構成的感歎句。

二、設問

講話行文，忽然變平蝕的語氣為詢問的語氣，叫做設間。這種修辭法的寫作原則

與作用有四: f一)用於篇首以提起全篇主旨。(二)用於篇末以製造文章餘韻。(斗首末均用

以構成前呼後應。(四漣續設間以加強語文氣勢。例如:

(→疑問:答案不知道。

<D r 但是，聰明的，你告訴我，我們的日于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 J (第一珊
66666666666666

匆匆朱自清)

(3)件本文所述十五種值辭格之定義，容見國立編譯館主編師範專科學校國文教科書第五冊(墨盟七

十年八月版)及第六冊(昆團七十一年二月版)r 補助教材」部分。

。本文學例部份，取材於國立編譯館新編之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第一冊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版

。第二冊是里團七十四年一月版。三~六冊書考編審委員會新罩之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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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去口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J (第四
一一一一 一一一- f::,. f::,. f::,. f::,.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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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r 兩免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J (第四珊 木蘭詩
f::,. f::,. f::,. f::,. f::,. f::,. f::,. ~γγ~γ、

®r 有事，弟于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餵。曾是以為孝乎? J (第二加
f::,.f::,.f::,.f::,.f::,.f::,.

供名)

?A歪圭

亞間口口

一
論語)

(三)提問:答案附在問題的後面。

論孝選

CD r 什麼叫做大事呢?大概地說，無論那一件事，只要從頭至尾徹底做成功，
f::,.f::,.f::,.f::,.f::,.f::,.f::,.

便是大事。 J (第一珊

慈烏

立志做大事

®r 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J (第三加
f::,.f::,.f::,.f::,.f::,.

白居易)

孫文)

寫三、摹

夜啼

對事物的各種感受，通過作者主觀加以形容描述，叫做摹寫。它的作用是描寫具

體的反應，使讀者產生鮮闋的印象，產生信服或共鳴的情緒。摹寫的對象很廣，凡是

具體的世界與活動的人生，都可以加以觀察、選擇、組織，而呈現新的風貌，不僅為

親覺印象，同時也包括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等的感受。它的原則是盡可能作動

態的摹寫，作綜合的摹寫，但都必須通過作者主觀的觀點。例如:

什「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樓，與那賽松賽柏'高下相間一紅的生警，白的

書息，育的警亨，綠的警嘍。J (第二珊 主旦遇型壟)這是視覺的摹寫。

(斗「黎明時，窗外是一片鳥嘲，不是吱吱噎噴的麻雀，不是呱呱噪噪的烏鴉。」
f::,. f::,. f::,. f::,. f::,. f::,. f::,. f::,.

梁實秋)這是聽覺的摹寫。，鳥

(三) r 這朵淡黃玫瑰的整個容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甚至花瓣的每一條細繳的

(第三珊

紋理，都能宛然、入目。而呼吸間一絲、淡淡的甜甜的芳香，便瀰漫了我的案頭。
f::,.f::,. f::,. f::,. f::,. f::,. f::,. f::,.

殷穎)這是嗅覺的摹寫。一朵小花J (第四加
(四~ r 風有意無意的吹著。忽然我感到某樣極輕柔的東西吹落在我的頸項上，原來

f::,. f::,. f::,. f::,. f::,. f::,. f::,. f::,.

張曉風)這是觸覺的摹寫。(')是一朵花見。 J (回到家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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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r 每天享受新鮮的牛乳和雞蛋，肥碩的梨桃，香甜的果醬，鮮美的乳餅。(收
66 ~

穫蘇梅)這是味覺的摹寫。 (5)

四、引用

語文中援用別人的話或典故俗語等，叫做引用。引用是一種訴之於權威;或訴之

於大眾的修辭法。它的作用是利用一般人對權威的崇拜及對大眾意見的尊重，以加強

自己言論的說服力。引用的原則是:(寸不可失其原意。(二)不可使用僻典。(三)文字不可

破壞全文語調之統一性。(因引用應當根據原文，不可輾轉抄襲。(五)必須訴之於合理的

權威。例如:

(一)明引:明白指出所引的話出自何處。

CDr 孔子所以說: ~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J (第二珊 最苦與最樂

樂啟超)

@l贊曰:騎車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味其言，茲若人

之鑄乎? J (第二珊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暗用:引用時不曾指明出處。

CD r ~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為善和作惡，動念都在方寸之間。 J (第二

加大好春光胡兆奇)

@r 有風度的運動家，要有服輸的精神。『君子不怨天，不尤人。』運動家正

是這種君于。 J (第二珊運動家的風度 羅家倫)

五、轉
口

口口

一個詞彙，改變其原來詞性而在語文中出現，叫做轉品。它的作用是改變詞性，

趨向省筒。漢語中的同一詞彙，由於在句中位置次序的不同，可以分別作名詞、動詞

、形容詞等使用，而不需改變字形。轉品的原則是: (一)不可造成意義的晦澀。(斗不可

(4)因為在範丈中找不到適當的例子，所以學用張曉風回到家襄中的丈旬為例 o

(5)因為在範丈中找不到適當的例子，所以學用蘇梅收睡中的丈旬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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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意義的分歧。(三)必須豐富語言意蘊，使其新穎而具體。個)必須符合語言的法則，

使其自然而親切。例如:

卜) r 他們所傲的，並不是一個柔軟的、玫瑰色的夢。J (第四加 居里夫人小傳
66 6

陳衡哲)這是名詞用如形容詞。

叫「紅入朝前E轍，青歸柳葉新。 J (奉酬李都督表文作 杜甫) (6) 這是形容詞用如
6 6 ~一一一一一一戶戶戶一

名詞。

的「些其言，茲若人之倩乎? J (第二加丟翅ZZE要 墮週塑)這是名詞用如

動詞。

回「紅的冬紅，白的雪白。 J (第二加 支盟過型豐)這是名詞用如限制詞。

(到「這時候春光已是爛饅在人間。 J (第四珊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這是
6 6

形容詞用如動詞。

(1頁) r 家信的等待。 J (第四加 鄉愁四韻 余光中)這是動詞用如名詞。
66 ~ 一一一一一

(七) r 有幾隻歸鳥從他們頭上飛過，他們也保持著仁愛的友誼，並不像龔家那樣，
A

會想擎起槍來，把牠們打下來作盤纏。 J (第一加 鄉下人家 陳醉雲)這是

動詞用如形容詞。

六、誇飾

(6)因為在範文中找不到適當的例子，所以學用杜甫奉酬李都督表文作中的文句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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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這是時間的誇飾。

個I) r 一株頂天立地的樹。 J (第三珊 只要我們有根 王蓉芷)這是空間的誇飾。

七、譬喻

譬喻是一種「借彼喻此J 的修辭法，它的作用是:可以利用舊經驗，引起對新事

物的認識。良好的譬喻可以引起讀者正確的聯想;新穎的譬喻可以使文字生動。譬喻

的原則通常是:以易知說明難知;以具體說明抽象。凡二件或二件以上的事物中有類

似之點，說話作文時，運用「那J 有類似之點的事物來比方說明「這J 件事物的，就

叫做譬喻。

譬喻是由「喻體J 、「喻依 J 、「喻詞 J 三者配合而成的。所謂「喻體J 是所要

說明的事物主體;所謂「喻依J 是用來比方說明此一主體的;所謂「喻詞J 是聯接喻

體和喻依的語詞。如以第一姆從今天起中的「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J 為例， r 去

惡 J 便是喻體， r 去惡 J 與「農夫去草J 之間有類似之點是「盡力除去不好的東西J

，因此以「農夫去草 J 為喻依，來比方說明「去惡 J '中間的「如 J 字，就是喻詞。

凡「喻體 J 、「喻詞 J 、「喻依 J 三者具備的譬喻，叫「明喻 J 。凡具備「喻體

J 、「喻依 J '而「喻詞 J 由「是 J 、「為 J 等代替者，叫做「隱喻 J 。凡省略「喻

詞 J '只有「喻體J 、「喻依 J 的譬喻，叫「略喻 J 。凡將「喻體 J 、「喻詞 J 省略

，只剩下「喻依 J 的，叫做「借喻 J 。茲分別舉例說明如下:

卜1 r 朋友能增長你的知識，擴充你的生活經驗，所以朋友真像是一本一本的好書

。 J (第一珊父親的信林良)這是現喻。

(二) r 群樹的綠舊是一片油漆未乾的畫。 J (第二加火鵑鵲鳥 吳延故)這是隱

喻。

(三) r 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J (第二加

愛蓮說 周敦頤)這是略喻。

個I) r 故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誠不欲其常安也。 J (第五加 勤訓 李文焰)這

是借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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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轉化

51

描述一件事物時，轉變其原來性質，化成另一種與本質截然不同的事物，而加以

形容敏述的叫轉化。它的作用是增加「人生情趣 J 。轉化與譬喻都是由兩件不同的事

物間求取修辭的法則，然而，譬喻是就兩件不同事物的相做點著筆，是觀念內容的修

整;轉化是就兩件不同事物的可變處著筆，是觀念形態的改變。轉化方式有人性化、

物性化與形象化。人性化是擬物為人，它是一種訴諸人類情感的修辭法，把人的生命

移注於外物，於是本來只有物理的東西可具人情，本來無生氣的東西可有生氣。其原

則是必須創造一個親切、生動的世界。物性化是擬人為物，它是一種訴諸人類想像的

修辭法，淵源於人類要追求一個自由與理想的圓滿人生。它的基礎是聯想作用，其原

則是將現實人生綜合理想與幻想，而顯現一個自由、權威的人生。形象化是擬虛為實

，它是一種訴諸感官的修辭法。其原則是必須使抽象的事物化為具體，必須使感覺器

官產生鮮明的印象。例如:

Hr 暮露已經籠罩大地的時候，等著鴨寶寶的歸來。 J (第四珊 鄉居情趣鐘
b.b.b. ~、，一~門

梅音)這是擬物為人的人性化。

仁) r 就像阿公和阿媽，為阿爸織就了一生，綿長而細密的呵護。J (第二珊 負
b. b. b. <<<

荷吳勝雄)這是擬人為物的物性化。

的「我沒有至主的荒贅，但嘍聖哲理實卻被我這樣會瞥了不少。J (第四珊豆豆

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這是擬虛為實的形象化。

九、映襯

在語文中，把兩種不同的，特別是相反的觀念或事實，對列起來，兩相比較，使

其意義明顯的修辭方法，叫做映襯。它的作用是使語氣增強。映襯的原則有二:f寸對

此越是強烈，印象越是鮮明。仁)事實不妨誇大，但是言辭卸要含蓄。例如:

(寸反襯:對於一種事物，用恰恰與這種事物的現象或本質相反的觀點，加以描寫

，叫做「反襯J 。

CDr 敗草里的鮮花。 J (第四珊我所知道的康橋徐志摩)
b. b. b. b. 、一【(【『….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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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無聲的語言，無形的文字。 J (第二加 路貨員崑珍)
66 66 66 66 ~們

仁)對襯:對兩種不同的人、事、物，用兩種不同或相反的觀點加以形容描寫的，

叫做「對襯」。

CDr 燕于害了，有再賽的時候;楊柳替了，有再實的時候;桃花費了，有再理

的時候。 J (第一珊匆匆朱自清)

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

®r雖然宇宙是無窮大的空間與無限長的時間之結構，而我們個人的生命，卻
666666 666666

渺小如滄海之一栗，短促地曇華一現。J (第四樹
66666666 6666666

蔣中正)

(三)雙襯:對同一個人、事、物，用兩種不同的觀點加以形容描寫的，叫做「雙襯

CDr 立在城市的飛塵里，我們是一列憂愁文管樂的樹。J (第一加
66 6 6

行道樹

張曉風)

®r 只因為這是生命中最沉重也是最甜蜜的負荷。 J (第二珊
666 666

負荷 吳勝雄)

十、倒 反
言辭表面的意義和作者內心真意相反，叫做倒反。它的作用是:設法促使對方進

一步去反省，去尋找這個隱藏在言辭背面的「真意J '並且享受發現後的愉悅，或承

受體悟後的痛苦，這是一種具有十足幽默感的修辭法。倒反的原則是要注意事實和表

象間的對比，使人同時悲戚與愉快，必領表現一種幽默感、，但不可流於尖刻、流於煽

動。例如:

胡適)里建且愛護

朱自清)

(一n 我那時真是聰明過份，總覺得他說話不太漂亮。......唉......我現在想想，那

6 666

時真是太聰明了! J (第二加 背影
666

(二.) r 你沒有老于，是多麼得意的事!J (第一加
666 6

十一、類
占主
r一-一『﹒

...EL

同一個字詞或語句，接二連三反復地使用著，叫做類疊。它的作用是使用一連串

有規則重覆出現的語詞，造成語文雄偉壯闊的氣勢，也可造成語文連綿不絕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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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造成語文輕快空靈的節奏，使讀者感受格外深切。文章前後呼應，能使全文結構

更加綿密。類疊的原則是:應憑藉其數之多來傳達雄健和諧的美感，應突破其單調以

避免枯燥固定的弊病。例如:

(一)疊字:字詞連接的使用。

CDr 朝辭爺攘去，暮宿堇迴邊;不聞爺攘喚女聲，但聞璽血流水鳴賽嘍。旦辭

黃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擴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J (第四珊
一-一一一 f:， f:,

木蘭詩俠名)

®r 太陽，他有關啊!輕悄悄地挪移了......天黑時，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個
f:, f:, f:,

側地從我身上跨過...... J (第一加
A

仁)類字:字詞隔離的使用。

匆匆 朱自清)

徐

CDr 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裹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餒急，關心水車的滋
f:,f:, f:,f:, f:,f:, f:,f:,

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J (第四珊 我所知道的康橋
f:,f:, f:,f:, -呵.......~~~~~~v可

志摩)

®r遠近的炊姻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 J (第四珊
f:, f:, f:, f:, f:, f:,

我所知道的康橋

徐志摩)

(三)疊句:語句連接的類疊。

楊喚)CDr 來了!來了!從山坡上輕輕地爬下來了。 J (第一加 夏夜
f:, f:, f:, f:,

®r在你的生活中，有多少『第一次』值得你低迴品味?有多少『第一次』使
f:, f:, f:, f:, f:, f:, f:, f:, f:, f:, f:, f:,

你留下不可磨誠的印象? J (第一珊 第一坎貝好 周素珊)

(四)類句:語句隔離的類疊。

CDr 朦朧地，山巒靜靜地睡了;朦朧地，田野靜靜地睡了! J (第一加
f:,f:,f:, f:,f:,f:,f:,f:, f:,f:,f:, f:,f:,f:,f:,f:,

楊喚)

夏夜

余光中)鄉愁四韻

®r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酒一樣的長江水。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f:, f:, f:, f:, f:, f:, f:, f:, f:, f:, f:,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J (第四珊
f:, f:, f:, f:, f:, f:, f:, f:, f:, f:, f:,

十二、對 偶

語文中上下兩句，字數相等、句法相似、平仄相對，叫做對偶。它的作用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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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文章形式工整，語意自然，意境幽遠。也可以說: r 工整」、「自然」、「意遠」

就是對偶修辭的原則。對偶的方式，從句型上分類，不外乎「句中對」、「單句對」

、「夜句對」、「長對」四種。例如:

(寸句中對

CDr 當夜來的時候，整個城市都是繁絃急管，都是紅燈綠酒。 J (第一加 行
f::,f::,f::,f::, f::,f::,f::,f::, ~

道樹張曉風)

®r在這大好春日，圓顱方趾的萬物之靈，怎麼樣才能無負這大好的春光呢?
f::, f::, f::,f::,

J (第二珊大好春光胡兆奇)

(二)單句對

CDr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J (第一加登鶴鵲樓王之換)

®r 天邊的紅霞，向晚的徵風，都做了他們的朋友。 J (第一珊 鄉下人家

陳醉雲)

的隔句對

CDr 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 J (第二加 最苦

與最樂梁啟超)

®r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全體人類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

命。 J (第四珊為學做人與復興民族蔣中正)

個)長對

CDr 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J (第三加 生於

憂患死於安樂草工)

@于曰: r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丘，吾正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

往也。 J (第一加 論語論學選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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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排比

55

用結構相蝕的句法，接二連三地表出同範圍同性質的意象，叫做排比。它的作用

是「意象鮮明」。排比的形式適於配合各種要表現的內容，使人輕快、餒慢、激昂、

或消況。排比常易和類疊或對偶混淆，它們的分別在那見呢?先說類疊和排比:簡單

地說，類疊是一種意象有秩序有規律地反覆發生，其秩序或為重疊的，或為反覆的;
/::,. /::,./::,. /::,.

排比是空誓要害有秩序有規律地連接發生，其秩序為交替的或流動的。再說排比和對

偶的不問:對偶必須字數相等，排比不拘;對偶必須兩兩相對，排此也不拘;對偶力

避字同意同，排比卻以字同意間為經常狀況。排比的原則是要恰當地配合各種的內容

，力求具體而鮮明的表現技巧。例如:

•) r 蝴蝶和蜜蜂帶著花朵的蜜糖回家了，羊隊和牛群告別了田野回家了，火紅的

太陽也滾著火輪于回家了。 J (第一加夏夜楊喚)

(二) r 學問減去清醒的頭腦，常常等於精力浪費;聰明減去善心，常常等於罪惡。

J (第二加大好春光胡兆奇)

十四、層遞

凡要說的有兩個以上的事物，這些事物又有大小輕重等比例，而且比例又有一定

秩序，於是說話行文時，依序層層遞進的，叫做層遞。它的作用，在於使人的注意力

不浪費、興趣不致停滯，並且易於了解與記憶，因而能滿足人類邏輯思維而使人快樂

。層遞的原則是必須有一貴的秩序，並且儘量合乎邏輯的規則。例如:

•) r 做人要從與苦做起;嘆苦要從細微處做起。 J (第六珊享福興興苦 何仲

英)

仁) r 貧者見富者而羨之，富者見尤富者而羨之。一飯十金，一衣百金，一室干金

，奈何不至貧且置也? J (第六珊 儉訓李文焰)

十五、頂真

前一句的結尾，來作下一旬的起頭，叫做頂員。頂真的作用在使文章和諧，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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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湊而且富有趣味。它的原則是要負起「橋樑 J 的責任，使讀者的注意力不知不覺中

由「此 J 推至「彼 J 。例如:

(→聯珠法:是句與句間的頂真。

CDr 出門看伙伴，伙伴皆驚惶。 J (第四加木蘭詩 供名)
""·6

®r陳太丘與友期行，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J (第一朋 陳元方
6 6 ~一

答客問劉義慶)

(二)連環體:是段與段之間的頂真。

CDr 那挺立的樹身，仍舊，

我們擁有最真實的存在，

一只要我們有根。
6 6 6 666

只要我們有根，
666666

縱然沒有一片葉子遮身，

仍舊是一株頂天立地的樹。J

(第三珊 只要我們有根 王蓉芷)

®r 萬里赴或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干斥，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

十年歸。
A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
A

用尚書郎，願借閱駝千里足，送見還故鄉。 J

(第四冊木蘭詩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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