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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特用字過去的際遇 

 

中文電腦使用初期，主要使用兩種編碼字符集，見表[1]。 

 

[1] 

年分 字集名 地區 字數 字彙性質 漢字體系 

1981 國(家)標(準) 中國內地 6763 現代標準漢語用字 中國內地體系 

1984 Big5/大五(碼) 台灣 13053 同上 傳統體系 

 

香港和澳門沒有自己的漢字編碼字符集，是可以理解的。用中文電腦，首先

要對字 符集作出選擇。香港和澳門都使用傳統體系的漢字，很自然就選擇了大

五碼字集。大五碼字集雖然在體系上符合港澳的要求，但是它畢竟在字符集的建

立過程中完全沒有考慮港澳的需要。澳門且不說，香港的人名用字“䓪”、地名

用字“埗”、屋邨用字“邨”、音譯 lift(升降機)的“”，大五碼字集都沒

有。在那些日子，香港、澳門特用字在信息技術中缺乏支援，可以說，港、澳特

用字是漢字世界的孤兒。這個情景在張群顯(1997)早已詳細論及。 

香港人是怎樣解決香港特用字的問題的呢？回答是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做

法。作者在自己的教學工作中弄了個有關發展的時序表，見表[2]。 

 

[2] 

年份  方式  字碼環境  主要問題  

1992

前  

隨機 隨“機”造“字”

(電腦字符)  

大五  重複勞動、每機獨立  

1992  ISO10646 內 59 字  Unicode 字數少、字碼(Unicode)當時

不是常規平台  

1995  政府通用字庫  大五  認受性不高 

1999  香港增補字符集

/ISO10646 

大五及

Unicode  

(對字符輸入支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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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前，大家隨機地隨“機”在大五碼字集的用戶造字區添加所需字

符。由於基本上個人在獨立運作的電腦上造字，大量重複勞動不用說，也甭想對

相同字符的碼位編配有任何協調。 

1992 年，在那含二萬許字符的 CJK字符集定案前夕，香港語言學學會有機

會向國際標準組織(ISO)的表意文字小組(IRG)游說要在字集中照顧香港的用字

需要，並獲得接納。表意文字小組依據香港語言學學會所提交的字符清單把以下

59 個香港特用字納入含 20902 字的 CJK字符集，見[3]。這 59 個字，當然起到

一定的作用，可它有兩個缺點。第一，字太少了，像“䓪” 、“埗”、“邨”、

“”等至關重要的字，都沒有包括在內。第二，它只能在 Unicode 的字碼環境

使用，而 Unicode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並非常規的字碼環境。 

 

[3] 甴冚冧劏咗 哋唥唞哣啩 喐啱啲啹啫 喼嘅嗱嗰嘢 

嘥嚡嚹嚿囖 嫲孭掹揼擝 攰乸焾煀燶 癦瞓矋脌 

脷膶舦艔螆 蠄裇踎踭躀 軚鈪鎅鯭叾 嚤岃乪膥  

 

1995 年，配合互聯網在香港起步，港英政府把內部使用的大五碼外字集公

開，讓各界可以下載安裝這批字，使字符與字碼的對應開始有個共識，名為“政

府通用字庫”。這套字庫有兩方面的問題：第一，字庫的建立沒有計劃、沒有原

則；第二，一些在外字區早已造了一定數量字符的用家，寧可使用和推廣自己那

套。總的來說，“政府通用字庫”的認受性有待提高。 

1999 年，回歸後的香港政府成立了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在政府通用字庫

的基礎上發展出“香港增補字符集”。字符集依據一定的原則去決定字符能否入

集，多年來行大五碼和 Unicode雙軌制，為 2008 年起為新入集的字只編配

Unicode 字碼的做法提供過渡。經過多年的努力，常規字集以外香港所需要的

字，今天絕大部分都已包括在內了。因此，這個字符集今天有相當高的認受性。 

 

2. IICore與香港特用字 

 

CJK字符集今天的總數約 9萬，有點尾大不掉，因而幾年前已有

International Ideograph Core (IICore)的倡議。對香港人來說，IICore 的研

製是個很好的機會讓香港的特用字能進入一個長遠來說比國標 0集 6763 字和大

五碼 13053 字的國際認受性更高的小字集。若嫌 9萬字太累贅，內地可退到國標

6763 字，台灣可退到大五碼 13053 字，但香港不能。在香港司空慣見的“”

字，Unicode 是個五位數字，即在字符集延伸區(Extension) B 的範圍，足見其

邊緣性。 

香港既有“香港增補字符集”，是否就乾脆要求把該字符集 2004版的 4941

個字悉數放進 IICore 呢？那樣做雖然簡單省事，卻是不智的，主要原因是：“香

港增補字符集”礙於要把“政府通用字庫”的 3,049 字悉數接收下來，無論此後

xialn
62



  3

漢字的入集考量如何嚴謹，也改變不了那 3,049 字中包含大量按新尺度本不該入

集的字符。換句話說，即使是認受性比“政府通用字庫”高得多的“香港增補字

符集”，也沒能集中反映香港最需要哪些字符。 

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政府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轄下的中文電腦用字工作組

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和相當多的心力，開了多次會議，整理出一份香港人所需要的

字符清單，獲委員會通過，提交給表意文字小組考慮放入 IICore。香港人的期

望是，過去因不在國標 0 集和大五碼字集內以致長期欠缺支援的香港特用字，可

以進入 IICore，不用再當孤兒。 

在 2004 年制定的 IICore,收 9810 字，其中有 833 字同時見於“香港增補字

符集”。我們相信這 833 字已包含了香港的特用字，不過這 833 字也同時包含了

別的地方也使用甚至更需要的異體字和簡化字。因此，這 833 字也未足以集中反

映香港的特用字。 

獨特地為香港人所需要的是哪些字呢？IICore 內，有 229 個字(也在 833 字

之內)是唯一由香港為 IICORE的研製而提交的。香港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把這批

字定性為核心香港用字。考慮到這批字跟香港關係的特殊性，我們認為“香港特

用字”的提法最能反映其本質。 

 

3. 香港特用字分類 

 

這 229 個字可首先分為四大類，如圖[4]所示，而那 176 個粵語字本身又可

據詞類或語法功能分為圖[5]所示各類。 

 

[4] 

 

 

 

 

 

 

 

 

 

[5] 

 

 

 

 

 

異體字34異體字34異體字34異體字34僻字9僻字9僻字9僻字9專名用字10專名用字10專名用字10專名用字10粵語字176粵語字176粵語字176粵語字176
動詞66動詞66動詞66動詞66名詞31名詞31名詞31名詞31形容詞12形容詞12形容詞12形容詞12語末助詞18語末助詞18語末助詞18語末助詞18歎詞9歎詞9歎詞9歎詞9其他17其他17其他17其他17黏著形式23黏著形式23黏著形式23黏著形式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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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字身份的確定 

 

一個漢字的屬性傳統分形音義三方面。對編碼字符集內的字符來說，字的基

本形體是現成的。要確定某字符的身份，就是要確定那字符的音和義。香港在提

交字符給表意文字小組考慮納入 IICore 的時候，已為每個字符提供了粵語讀

音。因此，就這 229 個香港特用字來說，讀音也是現成的。形音義三方面，唯一

欠缺的是字義。 

為這 229 字分類以及交代它們的意義，兩者相關而互動。以上的分類，是交

代它們意義的第一步。不同類別的字符，交代字義的具體做法會不一樣。 

先從字數最少的兩類說起，即僻字和專名用字。 

表[6]的九個字，跟香港和粵語都沒有內在關係。譬如“軲”，因“軲轆”

多用於簡化字環境，所以“繁體”的“軲”主要用於香港。其他的字都因各不相

同的理由而於香港用得較多。這一組字的普通話讀音都是現成的。有個別字，多

個以交代大字符集字符屬性為務的網站都只提供粵音，而沒有提供普通話讀音，

“㹴”是其中一例。其實，“㹴”字《漢語大字典》明明標了 gēng 音。 

 

[6] 

字 粵音 漢語拼

音 

釋義 用例 用例釋義 

蟎 mun5 mǎn 一種微生物   

鈈 bat1 bù 一种金属元素，符

号 Pu。 

  

噝 si1 sī  ~擦音 Sibilant(語音學術語) 

軲 gu1 gū  ~轆 車輪 

疱 paau3 pào  ~疹 一種疾病 

獁 Maa5 mǎ  猛～ �mammoth;古哺乳动物，

长毛象 

芪 kei4 qí  北~ 一種中藥材 

㹴 gang1 gēng 沙皮狗(terrier)   

嘣 bang1 bēng 擬聲詞；�bang   

 

表[7]的十個字，都是專名用字。只要有用例，就已交代了那字的身分，不

用強加釋義。人名所涉兩人，都是知名人士。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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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粵音 專名例 備註 

埗 bou2  地名“深水~” bou6�bou2 

 duk1  地名“西貢~” -  

啹 goe1  兵團名 “~喀” 又音 koe1 

䓪 jik6  人名 “王~鳴” 不見於《異體字字典》 

乪 kek6  地名 “寨乪、圍乪街、大乪” - 

慤 kok3  街道名 “夏～道” - 

鱲 laap6 地名“赤~角機場” 又音 lip6(� 廣韻良涉切) 

䃟 saan3 地名“~石灣” 不見於《異體字字典》 

 zak1  地名“~魚涌” 又音 caak6 (烏賊/) 

㷧 jyun4 人名“刑李~” 不見於《異體字字典》 

 

其他類別涉字較多，而窮盡性的逐字分析並不是本文的目標，因此我們只作

重點分析，以收舉一反三之效。“異體字”類有 34 個字，是為“鼈飈襃咤牀葱

癎韮麖烱菓恒煊鍈幺窰琼堃裏両脗贋鈎䁥綉銹綫罎枱衞滙叁”。這一類字有

個共同點：一組有異體關係的字，其中某字符在香港是需要的，但大五碼字集沒

有收錄。它們往往是常用的字彙，但某字符在香港何以要使用，須作出解釋。《常

用字字形表》（李學銘 2000）最能代表香港人在異體字使用上的實際取捨，因此

該書的有關處理可作為依據。表[8]列出 6個異體字的分析。 

 

[8] 

字 粵音 參考大五碼字 身分  《常用字字形表》處理  

 cyun1 村  ≠村  村條: “亦作。” 

牀 cong4 床  首選異體  “或作床, 今作牀。” 

葱 cung1 蔥  首選異體  “或作…蔥, 今作葱。” 

韮 gau1 韭  認可異體  “或作韮, 今作韭。” 

 maa4 麻  ≠麻; 油~地  未涉“”字。  

滙 wui6 匯  認可異體; ~豐銀行 “或作滙, 今作匯。” 

  

5. 特用字內的粵語字 

 

上面三類之外的，全都是粵語字，為數 176 個，佔全部特用字的 3/4強。表

[9]把它們按詞類或語法功能羅列出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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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類 詞類  字

數  

字 

實詞 動詞  66  揞抦㩧撍㗳揼撴噔㧾㩒搇㓤躀

㗾揦嚟矋冧噒掹擝踎孭䟴

㧸嘥㨘唞劏搲揾煀揸䁪䂻着 

名詞  31 膥䱽埞哚梘喼鮋嘢膶脷癦乸鈪咹裇餸

軚氹㬹踭閪 

形容詞  12  嚉攰㷫酶啱燶 

虛詞 語末助詞  18  吖咓噃㗎啩嚹嘞囖㖭啫 

歎詞  9  唓㖡嚡嚱㖿嗱 

其他  17  嘅喺咗塳嚿嗰嘭嗗啲冚 

黏著

形式 

(不適用) 23  糍蹾鐧曱䘆吔咔蠄唥啉鯭嚤噼拃甴螆 

 

實詞佔了粵語字的大部分，而其中又絕大多數是動詞和名詞。粵語字的音

義，絕大部分都在 Cheung & Bauer 2003備載，茲不贅。對於虛詞來說，其“詞

義”主要反映在其語法功能歸類。至於所謂“其他”，都是字數較少的詞類，均

屬廣義的虛詞，表[10]把它們窮列。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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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粵音 詞類 附註 

嘅 ge3 結構助詞  

喺 hai2 介詞  

 hoeng2 介詞 與“響”通，作為介詞多作“响”。 

 naa1 介詞  

 gan2 動詞補語  

咗 zo2 動詞補語  

塳 bung6 量詞  

嚿 gau6 量詞  

嗰 go2 指示詞  

嘭 baang4 擬聲詞  

 but1 擬聲詞  

 cyut2 擬聲詞  

 dut1 擬聲詞  

嗗 gwut2 擬聲詞  

 syut1 擬聲詞  

啲 di1 數量詞  

冚 ham6 數量詞  

 

“黏著形式”要添加其他成份成為詞才能作詞類劃分。表[11]為每字添上其

他成份，然後據所構成的詞作詞類劃分。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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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粵音 構成詞 附註 詞類 

 baang6 冚~laang6  數量詞 

糍 ci4 糯米~  名詞 

蹾 dan1 踎~  動詞 

 dei2 肥肥~ 具能產性 形容詞 

 doe4 圓 dam4~  形容詞 

 fit1 揸~  動詞 

 gaa1 而~ 也作“家” 時間詞 

鐧 gaan2 殺手~ gaan3變調而成 名詞 

曱 gaat6 ~zaat2 “曱甴”又作“甴曱” 名詞 

䘆 hyun2 黃~ 不限粵語，但粵語常用。 名詞 

吔 jaa1 哎[ai1]~  嘆詞 

咔 kaa4/kaa2 kaa4kaa2(聲)  擬聲詞 

蠄 kam4 ~蟧  名詞 

唥 laang6 冚 baa6~  數量詞 

啉 lam1 ~leot3 見 Cheung & Bauer 2002:273 動詞 

鯭 maang1 泥~  名詞 

嚤 mo1 ~囉[lo1]  名詞 

噼 pik1 ~lik1paak1laak1  擬聲詞 

 san2/seon2 咕~  名詞 

拃 zaa6 掗[ngaa6]～  形容詞 

甴 zaat2 曱~ “曱甴”又作“甴曱” 名詞 

螆 zi1 蚊~  名詞 

 zin2 牛~  名詞 

 

以上對 229 個香港特用字的身分，按其類屬作出了初步的勾勒，相信對

IICore 字符屬性資料庫的建立不無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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