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ā¶ฤŲ
俏⑥᭵ᓒ↙䙅䚄 HKSCS 2015 ᇐᆍㅜኚ䶘Ⲻ৹㘹ᆍᖘθ㜳ֵуੂ䙖ᆍᔖ䯁Ⲳਾ䚟俏⑥Ⲻ
ᆍ儊Ⱦ❗䄌ᱥѣ㨥Ӱ≇ާૂുᡌᱥਦ⚙θൽ䁣ᴿᆍㅜ䳼ኚ䶘Ⲻ৹㘹ᆍᖘȾ
ɃɅ俏⑥໔㼒ᆍㅜ
䳼Ɇ╘ᆍᆍᖘ৹㘹ᕋɄѱ㾷⋵⭞ 2001 ᒪԛ䜞Ԭ⛰ะ⽄ⲺɅ俏⑥䴱㞜╘ᆍᆍᖘ৹㘹ᕋɆ
炷сでɅᕋɆ
炸
θ߃֒ቅؤ䀸Ⱦ❬㙂ᆍ㺞㼅Ⲻɇ俏⑥ᆍᖘɈᴿཐㅜਾ俏⑥ᐸ≇Ⲻᰛᑮ㘈យθ
ٲᗍ῭Ⱦ
2001 ᒪԛ䜞Ԭ⛰ะ⽄ⲺɅᕋɆѱ㾷ԛ俏⑥ᮏ㛨ᆮ䲘Ⲳ㺞ⲺɅᑮ⭞ᆍᆍᖘ㺞δ2000 ᒪؤ䀸
ᵢεɆδсでɅᑮ:2000Ɇε⛰↮דθռ䜞࠼ᆍᖘ㠽Ʌᑮ:2000ɆⲺᆍᖘᴿ࠰ޛȾࣖр䘇ᒪݾᗂᴿ
уੂ儊䁠அ俏⑥ᐸ≇θⲲ⨴俏⑥ᐸ≇ᡶሡⲺᆍᖘ㠽Ʌᑮ:2000ɆⲺᆍᖘᴿ࠰ޛθᴪᴿуቇᇬ
䮭ᣋ䁪ᴿቅᆮ㘷ᑡᕭ䘡ᆮ⭕жㅼж⮡ᗻ举䐕㪍Ʌᑮ⭞ᆍᆍᖘ㺞ɆⲺᆍᖘθ⛰ᱥ䚄᯲೪Ṳθ
ᴪެᡶ䔿ሡ⌋ṯᵢ㠽ᰛᑮሡ⌋㠽দᴿ⮦Ⱦ
ɅᕋɆⲲ㺞Ⲻᱸُθ࠰ɇ俏⑥ቅᆮᮏ〇ᴮᐨᲤ䚃᧗⭞俏⑥យᑮሡ⌋Ⲻѣᮽᆍᖘθ㙂䴱㞜
р䙐⭞Ⲻѣᮽᆍᖘࡽཐּ㠠ѣുޝ൦ᡌਦ⚙θቄ㠪䜞࠼䴱㞜亥⽰࠰ּⲺᆍᖘ㠽ᮏ〇ᴮрⲺᆍ
ᖘᴿᡶуੂɈȾ❬㙂θɅᕋɆᇐᱸθќ䶔דᬐቅᆮᮏ〇ᴮⲺᇁ儊ˣᾭᴮᲤ䚃ᆍᖘθ㙂ᱥד
ᬐਠᴿᢁሡ儊Ʌᑮ:2000ɆȾġ
ġ
⨴ᱸ俏⑥ѣᆮቅᆮᮏ〇ᴮ᧗⭞Ⲻᆍᖘѱ⍷ᱥɇ㫏㍃ᇁɈᆍ儊Ⱦ
ɅᕋɆⲲ㺞ᗂθ㨥ᓭⲲ㺞Ҽㅜ
ਾɅᕋɆⲺɇ㨥ᓭ俏⑥⁏ⓌᾭᴮɈ㠽ɇ㨥ᓭ俏⑥⁏Ⓦᇁ儊Ɉ
Ⱦᴮᴿᴪ⭞ɇ㨥ᓭ俏⑥⁏Ⓦᾭ
ᴮɈ㘻θᴿ⋵⭞ɇ㫏㍃ᾭɈ㘻θу㿁ᴿᴮ᭯⭞ɇ㨥ᓭ俏⑥⁏Ⓦᇁ儊Ɉ
θഖٲᗍ䠃㿌ȾӁ
㐙θɅ俏⑥䴱㞜╘ᆍᇁ儊(দ儊)ᆍᖘ৹㘹ᕋɆⲺᇁ儊ᆍᖘуቇ䚋ਃ俏⑥យ⭞Ⲻᇁ儊θᡶ㿅
ᇐⲺᆍᖘᴪᴹᖧ丵╘ᆍⲺਥ䃃ᙝθуۻཌ䋂ᕼᢣθӜᴹ䲃ք䯧䆶᭾⦽Ⱦ
ᗻ举ੂᱸ৹㘹俏⑥Ӱሜ䳑យᑮ
ᵢӰ䃃⛰θ㾷㼳֒жྍㅜਾ俏⑥Ӱ㘈យⲺ䴱㞜╘ᆍᇁ儊ᆍᖘθᗻ
ֵ⭞ⲺѣᮽᆍᖘȾ俏⑥Ӱ❗䄌ᱥᮏ〇ᴮȽቅ䃠ȽᐛޭᴮȽᾣᔙᤑ⢂⽰Ƚ⑥䩫δ᯦ε
⽰⢂Ƚ᭵ᓒࡀ⢟ㅿㅿθᴶᑮ⭞ⲺȽ䠓ቃ俏⑥ᐸ㙂䯁ⲲⲺ╘ᆍᇁ儊ᆍ儊࠼࡛⛰ɇ㫏㍃ᇁɈ㠽
ɇ㨥ᓭݭᇁɈȾޟⅴᆍ儊Ⓠ᯲ޡғॷᒪԙθ䜳ᱥ⛰俏⑥ᐸ㙂䯁ⲲⲺᆍ儊Ⱦ
⨴ԀᾣⲲ㺂ɇ㫏㍃ᇁɈ䴱㞜ᆍ儊ᱥะ᯲ Big-5 㠽 HKSCS 㐞⻲р䁣䀾Ⲻθ㙂ɇ㨥ᓭݭᇁɈࡽ
ᱥѱ㾷ะ᯲ ISO/IEC 10646 (Universal Coded Character Set, сで UCS)Ⲻ URO / Extension A ॶ
㙂䯁ⲲȾ⭧᯲ UCS ऻཐつ⮦儊ᆍθBig-5 㠽 UCS Ⲻቃ⻲ᱥṯᬐṯᬐਦ⚙ᆍᖘ㙂㼳θᡶԛ
ɇ㫏㍃ᇁɈ䜞࠼⻲փⲺᆍᖘਥ㜳൞ UCS рᵢኢ᯲ਜཌж⻲فփȾׁྸɏјɐૂɏѕɐ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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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UCS ѣ⻲փ࠼࡛⛰ U+4E22 ૂ U+4E1Fθռ൞ɇ㫏㍃ᇁɈѣθU+4E1F 亥⽰⛰ɏјɐ㙂у亥⽰
⛰ɏѕɐȾ䙏ᱥഖ⛰ᗔ᪽Ⲻј൞俏⑥∊䔹ᑮ㿁θ㙂 Big-5 㐞⻲ѣθќ⋈ᴿॶ࠼ј㠽ѕȾ⭧᯲
Big-5 ѣ㐞⻲ 0xA5E1 ቃⲺ UCS ⻲փᱥ U+4E1Fθ
ɇ㫏㍃ᇁɈᱥะ᯲ Big-5 ᆍㅜ䳼Ⲻᆍ儊θ
᯲ᱥ U+4E1F ࡽ亥⽰⛰᪽Ⱦׁ৾ྸ൞ UCS ѣⲺɏᚻɐ(ϡ+6085)൞ɇ㫏㍃ᇁɈѣ亥⽰⛰
ɏᛜɐθռɏᛜɐᆍެሜ൞ UCS ⻲ѣᴿਜж⻲فփ(U+60A6)Ⱦ䙏ӑ㐞⻲㠽ᆍᖘⲺᐤ⮦ᚦᚦᇂ
᮪ਃ᱖俏⑥Ⲻយᑮᆍᖘθԛެ㠽ਦ⚙ᆍᖘⲺᐤ࡛Ⱦ㙂ɇ㫏㍃ᇁɈᵢ䓡ᱥ⭧р⎭Ⲻ䙖ᆍᔖⲺ
ᇁ儊θ俏⑥Ⲻᑮ⭞ሡ⌋ؤ᭯㙂ᡆȾ᭻↚θ
ɇ㫏㍃ᇁɈⲺᆍᖘᾫޭ৹㘹ٲܯȾ
䙽ࡦɇ㫏㍃ᇁɈૂɇ㨥ᓭݭᇁɈੂᱸ㠽ɇ⁏Ⓦᇁ儊Ɉᴿ࠰ޛᱸθࡽᇒ⹊ガ㘹ឤ࠰⨴ᐤ⮦Ⲻ
ഖȾ㎋ཝ䜞࠼ᱥɇ⁏Ⓦᇁ儊Ɉᵠ㜳࠼ݻ亝ᾭᴮȽᢁሡ儊㠽ᇁ儊ҁ䯉Ⲻ㌱㎧ᙝᐤ⮦θλᡌ
ɇ⁏Ⓦᇁ儊Ɉᆍᖘᵢ䓡у㎧жȾਜᴿቇ䜞࠼ᱥɅᑮ:2000ɆⲺޝᆍᖘᴿ⡣䆦Ⱦ
ᇁ儊ᵢ䌠ᱥ₡ㅼᒩθ䊄ㅼθ㙂ᢁሡ儊㠽ᾭᴮ₡ㅼᯒθ䊄ㅼᖄθᆍⲺㅼࢹ࠼վ㎆

уੂθ㠠

❬൞ㅼ⮡ᖘ⣶ȽᯯੇȽ䀮ᯯ䶘ᴿ㌱㎧ᙝ࠼࡛Ⱦɇ⁏Ⓦᇁ儊Ɉ⮬ླླ➝亝ᇁ儊㠽ᾭᴮⲺᵢ䌠
⮬䘳≸ɇ⁏Ⓦᇁ儊Ɉ㠽ɇ⁏ⓌᾭᴮɈㅼ⮡㑳五ж㠪θ㙂уᱥㅼ⮡ᖘ⣶ȽᯯੇȽ䀮
ᐤ⮦θ
ᯯ䶘ᇂޞ㎧жȾ
ᴶᗂθ俏⑥⢯࡛㺂᭵ॶ֒⛰ѣ㨥Ӱ≇ާૂുуਥ࠼ࢨⲺж䜞࠼θੂᱸԛുᇬ㿅ㇺ╘ᆍᆍᖘ֒
⛰ቃ∊θ䂨ᱥ⨼ᡶ⮬❬ⲺȾ
1.我們是通過工作字形（包括楷體和宋體）與大
五碼字形（《電腦用中文字型與字碼對照碼》）
及台灣教育部宋體字形（《國字標準字體宋體母
稿──教育部字序》）對比，列出工作字形與這
兩種字形的差異。
2.經確認，此處說的「國家規範漢字字形」是指
中國教育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組織制定
的《通用規範漢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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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Œ¶⬳
⬳ᗟ࿀०ಞຝⶖڕ౭

現行工作字形遵從《常用字字形表
2000》和《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
引》（2002），且含相同部件的字具
備一致性，故建議不修改。

2.1 俌唔ᯯੇ

ɇ⁏Ⓦᆍ儊Ɉ㼅ᇁ儊㠽ᾭᴮⲺ俌唔Ⲽ㎧жθ❬㙂䜞ԬⲺ俌唔ᯯੇќу㎧жȾж㡢ּ
䃠θᇁ儊塷䶘Ⲻ俌唔Ⲽ⭧р唔ੇᐜсȾġ
ɇ⁏Ⓦᇁ儊Ɉ

ɇ㫏㍃ᇁɈ

丱
丱
檅
檅
毖
毖
䃢
䃢
ㄼ
ㄼ
≺
≺
嬄
嬄
怟
怟
Ⱝ
Ⱝ
䈨

ɇ㨥ᓭݭᇁɈ

ുᇬ⁏Ⓦ

佉!
殝!
泮!
䇺!
㉔!
⎒!
尜!
愷!
ⵅ!
䍀!

㏪
倾
冏
⚛
ᛵ
࠳
䂽
䗘
ᇦ
⟡

炷烀炸൞ുᇬ⁏Ⓦ㠽ɇ㫏㍃ᇁɈѣθр䘦ׁ⮬ѣ俌唔Ⲽᗔੇᐜχ൞ɇ㨥ᓭݭᇁɈ࠹ۻ䜞
ԬׁཌȾᔰ䆦⛐˪㊯⺽˫ሽ俌唔Ⲻᯯੇࡍ⛰ᆍ儊仞Ṳθќ㠿р䘦ׁȾ
《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細微風格差
異」處已列舉了「糹」的點。

炷烁炸ਜᔰ䆦➝ᇁ儊ᵢ䌠Ⲻ仞Ṳθᣀɇ⚡Ɉ
Ƚɇ㌯ɈⲺ俌ㅼжᗁؤ᭯ᡆᗔੇᐜθռ⽏᯲
⢳⎿Ⲻᆍㅜᮮⴤ嗆ཝθഖᱸ䯉䲆ᡌуਥ㺂χɇ࠹Ɉ
Ƚɇ䗞Ɉҁ唔䴌⛰Ӂᆍλ䜞ԬⲺӁ⁏
䁎θу䚄俌唔ੇᴹᖧ丵ᆍㅜⲺᒩ㺗Ⱦ

1. 「火」、「刃」、「辨」的點
因差異較大，不建議作為細微風
格差異。
2. 因目前的工作字形遵從《常用
字字形表2000》，因此建議不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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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2.2 ൃऻޝㅼ⮡䀮

工作字形遵從《香港電腦漢字字
形參考指引》（2002），且具備
一致性，故建議不修改。

ɇ⁏Ⓦᆍ儊Ɉ㼅ᇁ儊㠽ᾭᴮⲺㅼࢹ䙙ᯯᕅⲼ㎧жθ❬㙂уੂ䜞ԬⲺ俌唔ᯯੇќу㎧
жȾ⛰Ҽֵᇁ儊㠽ᾭᴮⲺㅼࢹ䙙ᯯᕅᇂޞ㎧жθуቇᾭᴮⲺѣ₡㻡ᕭ㺂᭯ᡆᐜ䴏
䙙θ༔ҼᾭᴮⲺᒩ㺗㗄Ⱦެѣθ䞁ᆍѣ₡ᐜ䜞у䙙⛰ TWMOE ᇁ㠽俏⑥ɇ⁏Ⓦᇁ
儊Ɉ㼅⦞ᴿθެሜᱥⓆ㠠ਦ⚙ᮏ㛨䜞Ⲻ䥥䃚䁣䀾Ⱦġ
ɇ⁏Ⓦᆍ儊Ɉ

ɇ㫏㍃ᇁɈ

䖪䖪
䖪
㟨㟨
㟨
懂懂
懂懂
䖧䖧
䖧
䖟䖟
䖟
⏈⏈
⏈
㙜㙜
㙜
㝿㝿
㝿
䖏䖏
䖏
⇭⇭
⇭
䛴䛴
䛴
浜浜
浜
崔崔
崔
㝧㝧

ɇ㨥ᓭݭᇁɈ

ുᇬ⁏Ⓦ

䛂!
㤀!
拚!
䚿!
䚷!
ⓠ!
㝴!
㢗!
䚧!
⌅!
䠌!
湴!
帬!
㡿!

⭣⭩
⭩
ᶡᶧ
ᶧ
䝻䞁
䝻䞁
⭠⭦
⭦
⭘⭞
⭞
ঁই
ই
ᰕᰛ
ᰛ
ᴸᴾ
ᴾ
⭈⭎
⭎
ަެ
ެ
ⲭⲳ
ⲳ
匕匛
匛
䋍䋓
䋓
ᴠᴦ

ᔰ䆦ൃऻޝㅼ⮡䀮࠼⛰п五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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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ㅢж五ᱥऻᤢɏ⭩ȽᶧȽ䞁Ƚ⭦Ƚ⭞Ƚইɐㅿѣ
ѣ䯉䲚Ҽ₡ㅼԛཌ䚺ᴿެԌㅼ⮡Ⲻ䜞ԬȾ
ᾭᴮѣᐜу䙙θ൞ᇁ儊ѣ䂨ᐜ䙙Ⱦġ
我們的總體原則是：楷體與宋體的字形一致。《香港電腦漢
字字形參考指引》（2002）的原則也是如此。

ㅢӂ五ᱥऻᤢɏᰛȽᴾȽ⭎ȽެȽⲳȽ䋓Ƚ匛ɐㅿѣ
ѣ䯉ਠᴿ₡ㅼⲺ䜞ԬȾ
ᾭᴮѣᐜ䛀䙙θ൞ᇁ儊ѣ䂨ᐜ䙙Ⱦ
ㅢп五ᱥɏ
ɏᴦɐȾ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6次會議討
論決定：「曰」的中間橫筆 只觸及左邊的豎筆。
（http://www.ogcio.gov.hk/tc/business/tech_promotion/ccli/cli
ac/doc/minutes_of_the_56th_WG-CHAR_meeting.pdf）

൞ുᇬ⁏Ⓦᾭᴮѣᐜ䛀䙙θ൞ᇁ儊ѣ䂨ᐜ䛀䙙Ⱦ
ռ൞ᮏ㛨ቶɅቅᆮ⭕ᆍ䂔㺞:2007ɆѣⲺᾭᴮɅᑮ⭞ᆍᆍᖘ㺞Ɇ
θѣ䯉Ⲻ₡ᐜу䙙Ⱦԛֵ
ᰛȽᴦڐᲦॶ࡛Ⱦ
ᔰ䆦㎆ਾޟ㘻θᾭᴮѣᐜ䛀у䙙Ⱦ൞ᇁ儊ѣ䂨ᐜ䛀䙙Ⱦ
2.3 ᇁ儊ᦰㅼ㼓伴䀈㲋⨼ġ

1. 關於此筆，宋體和楷體會有差異，因為工作字形是宋體和楷體一致，所
以「分」的宋體不用橫捺。
2.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加上一段文
字，說明宋體和楷體在風格上會有差異，例如「一」。

൞Ƀ
Ʌ俏⑥໔㼒ᆍㅜ䳼Ɇ╘ᆍᆍᖘ৹㘹ᕋɄ5.3.1.8 ѣθᦰ㠽₡ᦰ㿌֒俏⑥ᇁ㠽ਦ⚙ᇁⲺᆍ
ᖘ࠼࡛Ⱦ❬㙂θɇ⁏Ⓦᆍ儊ɈⲺ₡ᦰ㠽ᦰ൞ᾭᴮ㠽ᇁ儊ҁ䯉ቃќуж㠪Ⱦ
ġ
ɇ⁏Ⓦᆍ儊Ɉ

ɇ㫏㍃ᇁɈ

≽≽
≽≽
⇜⇜
⇜⇜
⇞⇞
⇞⇞
ⲇⲇ
ⲇⲇ
悐悐
悐悐

ɇ㨥ᓭݭᇁɈ

ŕŘŎŐņ

⚳⭞㧁㸾ġ

⎕!
⋴!
⋶!
!
憨!

↮ϩ
ℍΕġ
ℏ⇞ġ
⮸ᣀġ
忁忁ġ

࠶࠼ġ
ޛġ
ޝޗ
ቀቆ
䙉䙏

൞۩㎧᱄儊দѣθ⭧᯲ᇁ儊㠽ᾭ儊㎆

уੂθᾭ儊Ⲻᦰж㡢൞ᇁ儊㼅䜳ᴹ൞ࢃ䶘ࣖр㼓伴

䀈䇀ᡆ₡ᦰᡌᨆᦰȾ۩㎧দѣθޡᆍ࠼ᆍㅢӂㅼⲺ₡ж㡢ᴹᇂޞ㬁㪍ᐜ䛀Ⲻ᪽Ⱦ㙂ᾭौᗂ
Ⲻᇁ儊ж㡢䜳ᣀᨆᦰ㝡ᦿȾ
⽏᯲㨥ᓭⲺᆍ儊ᢶ㺉ќу᭥ᨪുᇬ⁏ⓌⲺ䎭ㅼᑬ䀈Ⲻᦰㅼθ❗ཾҁсᦰㅼ⮬⛰₡ᦰȾ㠩
᯲ᨆᦰθ俏⑥Ⲻᇁ儊ᐨ㏉ᇂޞ㝡ᦿᨆㅼȾ䗫䜞⢳⎿Ⲻᆍㅜᮮⴤ嗆ཝθ᜕Ԁ HKSCS 2015 Ⲳ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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൞θӜּуؤ᭯рᒴⲴᆍԛㅜ⨴ሜθ᭻烪

烬⨴ۻ൞Ƀ
Ʌ俏⑥໔㼒ᆍㅜ䳼Ɇ╘ᆍᆍᖘ৹

㘹ᕋɄ5.4 ࡍ࠰⛰䙖ᆍᔖਥԛֵ⭞ⲺᆍᖘȾ
㠩᯲ቆᆍθ➝䃠ᮽ䀙ᆍθቆᆍᱥቇᆍⲺਃθᦰㅼ⮬ᗔㅢӂㅼᓋсࢹੇ䛀θᆍⓆрᇂ
⭧⨼⋈ޞᗔ䊄䡄ᓋсࢹ࠰Ⱦਚᮽ㉗ᑑᮽᆍѣθᦰㅼᴪ㠽ㅢӂㅼ䙙Ⱦ
建議《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不作為
「細微風格差異」。

δ1εᔰ䆦ሽ₡ᦰȽᨆᦰ㠽ᦰࡍ⛰仞Ṳᐤ⮦χ 工作字形遵從《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
δ2εᔰ䆦ᣀቆؤ᭯ᡆɇ㨥ᓭݭᇁɈⲺᆍᖘχ 指引》（2002），故建議不修改。
δ3ε⛰Ҽ㗄㿶θᔰ䆦ሽɏޛȽޝɐㅿ䜞ԬⲺ₡ᦰⲺ₡䮭Ⱦ

美觀問題

2.4 ᦰㅼㅼ⮡䎭ㅼփ㖤
ᾭᴮᆍ㠽ᇁ儊ᆍ㎆

уੂθഖ↚ᦰㅼ䎭ㅼփ㖤ҕ䂨ᴿ㌱㎧൦䃵ㇶȾᕭ㺂ֵᾭᴮ㠽ᇁ儊ѣⲺ

ᦰㅼ䎭ㅼ㲋ᇂੂޞθᴹ⣝⢨ᇁ儊ᆍⲺ㗄㿶ᒩ㺗ˤ
ɇ⁏Ⓦᆍ儊Ɉ

ɇ㫏㍃ᇁɈ

ⰭⰭ
ⰭⰭ
ⲱⲱ
ⲱⲱ
悐悐
悐悐

ɇ㨥ᓭݭᇁɈ

ŕŘŎŐņ

⚳⭞㧁㸾ġ

ⵅ
ⵅ!
ⷉ!
ⷉ
憨!
憨

⭞ৎ ᇦᇬġ
⯢Ёġ ቪተġ
忁忁ġ 䙉䙏

˳ᇬȽተ˴ㅿ䜞ԬⲺᦰㅼ䂨➝㘈យᖶ〱θᢃ㜳⻰ؓᇁ儊ᆍⲺᒩ㺗θ䠃ᗹуᴹڅᐜȾ
˳ᇬ˴ᆍᦰㅼᖶཌ〱θླᴪㅜਾቅㇼ㼅ⲺᆍᖘȾ
（1）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細微風
格差異」處加上「家」、「尺」，說明捺筆右移屬於
風格差異。
（2）工作字形遵從《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
（2002），故建議不修改。

炷Ĳ炸ᔰ䆦ሽ[5.4.4 ɇ䗬Ɉ䜞Ԭ]᭯⛰[5.4.4 ᦰㅼ䎭ㅼփ㖤]θќࣖޛɏᇬȽተɐㅿׁᆆȾ
δ2ε䮭䚖ᔰ䆦ࠗɏᇬȽተɐㅿ䜞ԬⲺᆍθжᗁ᧗⭞ᦰㅼ〱Ⱦ
ġ
2.5 ᪽ㅼⲺ᭬ㅼփ㖤
ᾭᴮᆍ㠽ᇁ儊ᆍ㎆
ɇ⁏Ⓦᆍ儊Ɉ

浜浜
浜浜

уੂθഖ↚᪽ㅼⲺ᭬ㅼփ㖤ҕᴿ㌱㎧൦䃵ㇶȾ
ɇ㫏㍃ᇁɈ

ɇ㨥ᓭݭᇁɈ

ŕŘŎŐņ

⚳⭞㧁㸾ġ

湴!
湴

沍ച 匕匛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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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䛴䛴
䛴䛴
⏈⏈

䘥қġ ⲭⲳġ
⋹ڒġ ঁই

䠌
䠌!
ⓠ!
ⓠ

ɇ⁏Ⓦᆍ儊Ɉླླؓᆎᇁ儊㠽ᾭᴮⲺ㌱㎧ौᐤ⮦Ⱦ֒ۻ৹㘹Ⱦ

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
中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加上
此例。

ᔰ䆦ਥ൞Ƀ
Ʌ俏⑥໔㼒ᆍㅜ䳼Ɇ╘ᆍᆍᖘ৹㘹ᕋɄѣ᱄ᮽ࠰↚ᐤ⮦Ⱦ
2.6 唔㠽₡Ⲻ䙙
ɇ⁏Ⓦᇁ儊Ɉѣθ唔ㅼ䎭ㅼቌθ᭬ㅼ䔹㋍θྸ᷒䙙㪍₡ㅼθㅼ⮡ᇯ᱉㌀൞ж䎭θᖧ丵䯧䆶Ⱦ
۩㎧᱄儊㼅θ乣丸Ⲻ唔ㅼ䙐ᑮ᭯ᡆ⸣䊄θ䎭ㅼ䔹㋍θ᭬ㅼ䔹ᒲθᡶԛ䊄㠽₡䙙൞ж䎭θќу
ᴹቃ䯧䆶

ᡆу㢥䯧䆶Ⱦᡶԛθ᧗⭞䘇ㅼ㣧ᖘ⣶Ⲻɇ㨥ᓭݭᇁɈⲺ唔уᴹ㠽сᯯⲺ₡

䀮Ⱦ㠩᯲ɇ㫏㍃ᇁɈⲺ唔䎭ㅼᒲθ㒲㙂㋍θ᭬ㅼ㲋ᾫ⛰䤈θ᭻ֵ䋲㪍сᯯ₡ㅼθদр
ֵौໞθ唔₡ҁ䯉ҕуᴹ⁗㌀ˤ

美觀問題

ԛɇ⁏Ⓦᇁ儊ɈⲺㅼ⮡ᖘ⣶θ唔ㅼ㠽₡ㅼؓᤷжᇐ䐓䴘Ⱦ❬㙂⢳⎿Ⲻᆍㅜᮮⴤཐθуؤ
《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
「細微風格差異」處已將「主」作為
字例列出，說明點筆是否與橫筆接
觸，屬於風格問題。

᭯ᆍ㺞ᆍㅜҕ㜳䄈䀙Ⱦ
2.7 唔Ƚ᪽㠽₡Ⲻ䙙

⭧᯲唔ㅼⲺ᭬ㅼθռ᪽ㅼⲺ䎭ㅼ䎭䀈θੂ䮭ᓜⲺ唔ㅼ㠽᪽ㅼⵁ䎭ּᴹ唔ㅼ䔹唇θᖧ丵䠃
ᗹȾ᭻↚θж㡢᪽ㅼᴹ䔹唔ㅼ䮭θ࣑≸㿌㿰рⲺᒩ㺗Ⱦж㡢ּ䃠θ᪽ㅼᴹ䙙рৱ₡ㅼȾ
美觀問題

2.8 唔Ƚᨆ㠽䊄Ⲻ䙙
ഖੂрθᨆㅼж㡢ᴹ䀮䊄ㅼȾ
2.9 ᣎㅼ

美觀問題

> ⺢嬘ầ㓰⚳⭞㧁㸾, ⬳橼㍉䓐㚱㤟㚠忳䫮㯋⊊䘬㉀䫮 (≈ᶲ怑䔞⥅梦奺)
2.10 䮿ਙ䜞Ԭ᭬ㅼ
> ⬳橼冯㤟㚠⸛堉ᶵ⎴, 㓞䫮㕡㱽ᶵ⎴
> ⬳橼㍉䓐㤟㚠䘬㓞䫮㕡㱽㚫⮶农⫿䫎䚳崟Ἦ㜙㬒大Ὰ, 䪁ᶵ䨑
> 㤟㚠ℑ寶⎹ℏ㓞, ⬳橼ℑ寶⽖⽖⎹⢾㓞.
> ⺢嬘⬳橼冯㤟㚠䵕㊩⎬冒䘬㓞䫮㕡㱽, 姣㖶

ㇵ㗗⬳橼 expected 䘬⫿⼊

《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
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即
5.4.7「口」、「コ」、「山」
等部件的橫豎相接處，已說明
此差別屬於風格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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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Ċ¶ɄŶᕈजⲬ౭
3.1 р䜞Ԭ㝡䢚㲋⨼
ᇁ儊ѣθᴿɏ⭞ɐᆍȽ
ɏᮓɐᆍȽɏ㗳ɐᆍȽ
ɏ㑷ɐᆍȽ
ɏਥɐᆍㅿ䜞Ԭ㖤рᯯᱸθᆍ㲕䔹ቅ
ᱸθ䢚ㅼᴹᇯ᱉䇉ㅼ⮡㌀൞ж䎭θќᖧ丵ᆍㅜⲺ唇ⲳ࠼䞃Ⱦ
ɇ⁏Ⓦᆍ儊Ɉ

ɇ㫏㍃ᇁɈ


⌾⌾
偉偉
列列
⻚⻚
⾁⾁
亸亸
㇓㇓
╜╜

ɇ㨥ᓭݭᇁɈ

ŕŘŎŐņ

⚳⭞㧁㸾ġ

∔
∔!
!

兡!
兡
匯!
匯
⿲!
゙!
俐!
㋫!
♴!

ഡ
≯߿
佺ಞġ
先ጤġ
⸋ჾġ
⺲ᄄġ
䷩ᕷġ
䂿ġ
⒍ঢġ

ڻڵġ
ࣷࣽġ
㘂㘈ġ
㟐㟖ġ
ᒓᒙ
ᔺᕀ
ᔺᕀ
㑱㑷
ឌធ
କଛ

ുᇬ⁏Ⓦ㼅Ⲻ㝡䢚㲋⨼ᱥᇁ儊㠽ᾭ儊ൽ㎧жᕭอ㺂Ⱦ❬㙂ᵢ൦ᆍ儊ቃ᯲㝡䢚㲋⨼⋈ᴿ㎋ቃ
ާ䆎θᔰ䆦ᣀ㝡䢚㲋⨼㿌֒ᆍ儊仞ṲȾ

有鉤或無鉤，工作字形遵從了《常用字字形表2000》和《香港
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2002），因此建議不修改。

ുᇬ⁏ⓌɅGF 2001Ă2001 GB13000.1 ᆍㅜ䳼≿ᆍᣎㅊ㿺㤹Ɇѣθ䊄䢚ᱥ䊄ㅼδξεⲺ䱺
ㅼᖘθ₡ᣎ䊄䢚Ƚ₡ᣎ䊄䜳ᱥᣎㅼδρεⲺ䱺ㅼᖘθ㠠䜳ᱥੂⲺะᵢㅼᖘȾᔰ䆦㝡䢚㲋
⨼↮五⛰ɇੂⲺะᵢㅼᖘɈ
Ⱦ

有鉤或無鉤，字形差異較大，而且
涉及的字較多，建議不視作細微風
格差異。

3.2 ɏ㠱ɐⲺ㝡䢚㲋⨼
ɇ⁏Ⓦᆍ儊Ɉ

ɇ㫏㍃ᇁɈ

ɇ㨥ᓭݭᇁɈ

ŕŘŎŐņ

⚳⭞㧁㸾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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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剿剿
剾剾
⮰⮰
⸳⸳

厗
厗!
厖!
厖
Ⳉ!
Ⳉ
⽋!
⽋

冰ᑫ
冯ᆶ
⫡䏮
ⵤᔁ

㠸㠾ġ
㠷㠽ġ
ᅩᅯġ
ᏬᏲġ

ɏ㠷ɐ䜞Ԭѣ䯉Ⲻ䜞Ԭᴹ㝡䢚㲋⨼θ䊄ㅼ㠽₡ㅼ䙙Ⱦ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7次會議
討論決定：「與」字的楷體和宋體都帶鉤。因此建議不
修改工作字形。
（http://www.ogcio.gov.hk/tc/business/tech_promotion/ccli/
cliac/doc/minutes_of_the_57th_WG-CHAR_meeting.pdf）

ᔰ䆦ɏ㠽ɐ䜞Ԭжᗁอ㺂㝡䢚㲋⨼Ⱦġ
3.3 ₡ᣎ䊄ᖄ₡䢚ġ 㠽ġ ₡ᣎᦰ䢚
ɇ⁏Ⓦᆍ儊Ɉ

ɇ㫏㍃ᇁɈ

⡮⡮
デデ
媁媁
䵿䵿
䵿

ɇ㨥ᓭݭᇁɈ

ŕŘŎŐņ

⚳⭞㧁㸾ġ

⦆
⦆!
㇟!
㇟
宙!
宙
亗!
亗

➟
⿸৮
妲ૻġ
䲰ᳺġ

วอġ
 ᚆġ
䀺䁀ġ
㌸㌾

֒ۻ৹㘹Ⱦ
ᔰ䆦ਥ൞Ƀ
Ʌ俏⑥໔㼒ᆍㅜ䳼Ɇ╘ᆍᆍᖘ৹㘹ᕋɄѣ᱄ᮽ࠰↚⛰仞Ṳᐤ⮦θ↮ޛɇੂⲺ
ะᵢㅼᖘɈȾ
3.4 䢚ㅼ

1.工作字形遵從了《常用字字形表2000》和《香
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2002），因此建議
不修改。
2.建議不將「橫折豎彎橫鉤」 與 「橫折捺鉤」
作為細微風格差異。

> ⎘䀋㔁做悐⫿⼊冯<<ⷠ:2000>>ᷕ㚱⣏慷悐ẞ㊱䄏ㇳ⮓橼侴僓戌, 忁ṃ⫿㛔Ἦ⛐㤟㚠冯⬳橼/
⁛䴙㖶橼悥ⷞ戌
> 怠, 㳩, 暣, 㚩, 侩, 傥, ᶫ, Ⱇ, 㯪, etc
> 楁㷗⫿橼⣂ᶨ⼳ⷞ戌, ㆾℐ悐僓戌 (⊭㊔ “⊭”, “㷗”, “⊾” 䫱⫿)炻ἳ⤪ MElleHK
> ⺢嬘㊱䄏㬟Ἦ㻊⫿⚢㚱⮓㱽, 墄⚆戌, ᷎姣㖶ⷞᶵⷞ戌㗗⫿橼桐㟤
3.5 䊄ᖄ₡䢚᭯䊄ᖄ䢚嬲⼊
> ᵡㅼ⛰䊄ᖄ₡䢚Ⲻᆍ(ഖᢁሡㅼ丼)൞ᐜᢁ䛀ᱸ, ᴹ᭯⛰䊄ᖄ䢚Ⱦ
> 㓡, +㓝

1.工作字形遵從《常用字字形表2000》。
2.《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第6部分（或有爭議的字
形）中列舉了此問題，字例包括「求」。
3.建議不將有鉤或無鉤視作細微風格差異。
4.此問題和3.5待進一步討論，見《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工作小組第6次會議關於字形意見的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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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 枻, Ⱇ + 枩

1.《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第6部分（或
有爭議的字形）中列舉了此問題，字例包
括「頓」。
2.待討論，見《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工作
小組第6次會議關於字形意見的跟進》。

> ∊ྸ哕ᆍ, сᯯу䂨ᱥ

, 㙂ᱥ

> ↯, ᶫ + ↨

, ഖ⛰䊄ᖄ₡䢚сжㅼ䜳൞ᯯ, ᭯⛰䊄ᖄ䢚Ⱦ

> 忁㗗㻊⫿㚠⮓䘬➢㛔㱽⇯
> 㻊⫿䘬㚠⮓ philosophy ㅱ娚㗗 “a stream of strokes”, “ratio of stroke structures”, “absolute
positioning of pivot strokes”, ᶵ㗗 “block then blocks of components”, “relative positioning of
blocks”
> ẍ恞ㅱ娚㗗
ġ
3.6 ₡ㅼᯒሡ
> 㔿, 俛, ᷯ

侴朆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60次會議
討論了此字，一致同意採用「匕」的寫法 。
（http://www.ogcio.gov.hk/tc/business/tech_promotion/ccli/
cliac/doc/minutes_of_the_60th_WG-CHAR_meeting.pdf）

1.工作字形遵從《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
（2002），因此建議不修改。
2.風格問題，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
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加上此例。

> ⬳橼塷㨓䫮ㅱ娚㕄ᶲ⍣, ẍᾅ㊩⸛堉
3.7 ᪽㠽ᦰ䀮唔

美觀問題，目前的工作字形比較一致：如果
「火」位於下部，上部的部件可能會擠壓到
「火」的第二筆, 則第二筆位置較低
，例如「炃」、「灸」、「災」。「炙」因
上部沒有擠壓到火的第二筆, 故第二筆位置
不受影響。
因此，建議不修改工作字形。

>Suggest all character with fire radical follows U+7083 style, 㐯 onto the ㌢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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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3.ĹĹ ᦰ㠽唔
> ⸦᷶⬴ℐ㰺㚱夷⼳⎗妨
> ⎴ᶨᾳ悐ẞ⎴ᶨᾳỵ伖ℑ䧖⮓㱽

待討論，見《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
工作小組第6次會議關於字形意見
的跟進》。

> 㚱ṃ㗗 “性慵㌢”, 㚱ṃ㰺㚱, 㚱ṃ㟡㛔㰺㚱⍇⚈
> 䳽⣏悐↮⛐⁛䴙㖶橼塷悥䓐㌢
> ⓗᶨ⎰䎮⍇⚈⯙㗗䄏㈬⎘䀋㔁做悐⬳橼䃉婌

⺢嬘Ļġ
ĩĲĪ㭡㫉⤜⍼㭠㔓ẹ㰫㛐䥦Ŝ㛒㓝Ş㓬伖ᶲ㗪ĭġ 㬋ⷠね㱩ᶳĭġ 㱧䓐㌢ļġ
ĩĳĪ䞊䉔⣏䫱伖ᶳ㗪ĭġ 㬋ⷠね㱩ᶳĭġ 㱧䓐㌢ļ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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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ĩĴĪ崘ˣ嵛ˣℍˣ⣒⫿ảỽ㗪῁⽭枰⽆㌢ĭġ 炷㓡溆㤝䁢⻮㈕炸ġ
ĩĵĪ塓ᶱ怲ˣ⚃怲⊭⚵侭炻㌢㓡溆炻ĩĴĪ昌⢾烊ġ
ĩĶĪᶨᾳ⫿ᶵ↢䎦⣂㕤ℑᾳ㌢ġ
ĩķĪᶲᶳ⊭⚵侭ᶲ味㛓䫮㌢䫮ᶨ⼳ᶵ㓡溆ġ
烍ाġ ⶎ怲䘬䓘為ṳ㗪炻ṳᶲ㕡䘬Ṣ⯙㉮攳ㆸℓ炻湷叿ᶲ㕡䘬䓘炻䓘為ℓㆸ䁢ᶲ⊭⚵䳸㥳炻
㌢䫮ᶵ㓡溆ˤġ
ġ
⎎⢾⎗ẍ性ᶨᾳ⫿↢䎦㕡⎹ᶵ⎴䘬㌢炻㭼⤪彦徼怨䘬㌢悥㓡溆炻Ữ㽵ᶵ䓐炷ᶲ㕡㓡ㆸᶵ⽆
ℕ炻⽆
ġ

炻⎴⇃ᶨ㧋炸ġ

ġ
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
中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說
明了此問題，列舉了「牙」的
第二筆起筆處是否與第一筆接
觸視作風格差異，可再增加一
例豎彎鉤。

ġ
ġ
3.9 䊄ᖄ䢚Ⲻ䙙փ㖤
烍⯌炻㖉炻ġ

烍ūŰŪůġũŰųŪŻŰůŵŢŭġŴŵųŰŬŦġŰųġůŰŵĻġŵųŦŢŵġŢŴġ 桐㟤ġ
ġ
3.10 ᭫
Ŀġ ⁛䴙㖶橼䘮攱⎋ġ
ġ

1.現行工作字形據《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
指引》（2002），且具備一致性，故建議不
作修改。
2.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
「細微風格差異」處增加此例。

3.11 ৾㳚
Ŀġ ⮷䭮塷⍰ĭġŜ噌ᶲ㕡Ş悥㗗ㇳĭġ ᶵ攱⎋ġ
Ŀġ ⍰攱⎋ĭġ 噌ᶵ攱⎋ĭġ 冯⫿㸸䃉斄ġ
Ŀġ ㅱ䔞㊱䄏⫿橼䘬桐㟤㰢⭂ġ
Ŀġ 㬋ⷠね㱩ᶳĭġ ⽆溆攳⎋ĭġ ⽆㌢攱⎋įġ
3.12 ⬒, ᣉ
> ⬳橼寶,㌢⣂忋ỷ㐯

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
描述「細微風格差異」處說明了
此問題，列舉了「又」第二筆起
筆處與第一筆是否接觸視作風格
差異。

1.現行工作字形據《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
指引》（2002），故建議不作修改。
2.可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
「細微風格差異」處增加此例。

3.13 ሟ, ⮠
> 慮 䓘 ᷳ攻ㅱ䔞↮㖶

見第6次會議其他事項 (c)的相關文件
（一些字形意見的整理）。

3.14 䗦
> ⺢嬘䫔ᶱ䫮ⶎ⎛ᶵ忋伖ᷕ,䫔⚃䫮月ⶎỮᶵ忋.

見第6次會議其他事項 (c)的相關文件
（一些字形意見的整理）。

3.16 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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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
形》中描述「細微風格差
異」處說明了此問題。

> Acknowledge that the default HK style of 居 should be both dots NOT touch.
> In traditional Ming type, the left dot never touches the third last stroke.
> The left dot touching the third last stroke in Songti is invented by the Taiwan MOE.
現行工作字形遵從《常用字字形表
2000》和《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
引》（2002），故建議不修改。

3.17 哛

烍the 寶 stroke can be elongated a bit more so the top component is clearly Ἦ instead of ⣦ˤ
3.18 
> the three 㐯 could be better tucked inside the ⯌ˤ The etymology of this character is 䉔 with
three hairs.

!!LHቘ

我們的原則是：如果非《常用字
字形表2000》內字，也不能根據
部件類推，則遵從《康熙字
典》。此字的字形遵從了《康熙
字典》，因此建議不修改。

3.19 
> ⽫ is a wide character.

Having it fit inside ① makes the character very awkward.

> In calligraphy, having ⽫ fit inside ① is commonplace, but so is having 䙧 inside ㆸ
> However, only ㇂+⽫, ㆸ+䙧, etc are all top-bottom structures.
> No reason why デ is wrap around structure.
3.20 㥿乣

在《香港電腦漢字參考字形》中描述
「細微風格差異」處說明了直豎或稍
微傾斜屬於風格差異。

現行工作字形遵從《常用字字
形表2000》，故建議不修改。

> Suggest specify two strokes downward is the preferred songti style instead of slant. No other font
uses slant except MOE conforming fonts.
> Suggest that allow the three stroke 㥿乣. Having four strokes means that the two downward
strokes need to be split further apart, which will affect the balance of the character strongly (乣ཝ䓡
㍦)į
ĿĿġŵũųŦŦĮŴŵųŰŬŦġŷŦųŴŪŰůġŪŴġŷŦųźġŤŰŮŮŰůűŭŢŤŦġŪůġŭŰŤŢŭġŧŰůŵŴġŢůťġŢŭŴŰġŪůġŵųŢťŪŵŪŰůŢŭġŭŦŢťġŮŰŷŢţŭŦĮŵźűŦġ
űųŪůŵŪůŨįġ

雖然手寫會使用三劃的草頭，
但是電腦字形中的繁體中文建
議不使用三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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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ˣ㚱䇕嬘䘬⫿⼊ġ
4.1 㘹

（1）4.4-4.6：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
文電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8次會議上討論
過，工作字形是據會議決定，詳細信息
見下。
（2）4.1-4.3，4.7-4.10，4.12：現行
工作字形據《常用字字形表2000》和
《香港電腦漢字字形參考指引》
（2002），故建議不修改。

> 忽⍵⫿㸸: ⼊倚⫿, 倚枛Ἦ冒ᶪ (ⶏ), ᶳ㕡ᶵㅱ娚ἄ

4.2 ј/ᨈ/Ա
> 㷗Ṣ佺ㄋ㐯䫮攳柕
> ⤪冴⫿, 䴙ᶨᶨ⼳㓡ㆸ㐯
4.3 ޯ
> ℡冯䴚㗗⎴㸸⫿, Ἦ冒“⸢+⸢”, ⛐䭮㚠⥳↮攳
> 䴚㗗ℑ“⸢”≈ℑ“

” (=ℑ“䲠”), ℡㗗䴚䘬ᶲᶳ栃Ὰ.

> 㹳⛐䓚橐㔯ᷕ㗗㯜+“⸢+⸢”, 㗗㚫シ⫿
> ㊱䄏⫿㸸㹳㕩怲ㅱ娚㗗℡侴朆勚
> ℡Ṳ⣑䘬ᷣ天䓐㱽㗗㊯ḳẋ娆, 冯勱䃉斄, 侴㛔幓 “⸢”ˣ“䲠”ᶨ凔⎗ẍ堐䣢㉥尉㤪⾝,
> 勚(删+“⸢+⸢”)⛐䓚橐㔯ᷕ㰺㚱↢䎦忶
> 䭮㚠ᷕ勱柕冯Ὰ䴚䘬

䚠Ụ, 婌䔞勱柕⮓ἄ勚㗗姃嬲.

4.4 Ԁ/Ԛ
> commonality of “heng” disputed in 㜙⻝大㛃 and Apple Daily
> 㚠㱽ᷕ⮓ἄ溆⯭⣂
4.5 响
> ⽆㨓㚫⮶农ᶲ㕡悐ẞ≈敲, 渿⫿嬲⼿柕⣏幓䳘.
> commonality of “heng” disputed in 㜙⻝大㛃

在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
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8次會議上
討論了此系列字該劃的問題，
且明確：「今」、「令」、
「麗」 三 個 系 列 字 保 留
「一」的寫法，不修改為
「丶」。
（http://www.ogcio.gov.hk/tc/bu
siness/tech_promotion/ccli/cliac/
doc/minutes_of_the_59th_WG-C
HAR_meeting.pdf）

> 㚠㱽ᷕ⮓ἄ溆⯭⣂ 在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
4.6 Ṏ/崌

腦用字工作小組第58次會議上
討論了此問題，且明確：左筆
保留豎的寫法。

> 寶+寶戌ᶳ㕡㚫㧉䱲, ㆾ侭⮯ℑ䫮䔓ᷳ攻䘬䨢攻≈⣏㚫ἧ⫿䫎嬲⼿⣯⿒⻮㈕
> 㚠㱽ᷕ寶+寶戌㚫⮓ㆸ⎹ℏ㚚ᷳ䉨, Ữ⬳橼㰺㚱忁䧖䫮
> ㅱ䔞冯⼊⫿㓡ㆸ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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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 ⣽⫿ḇ天㓡
> ⎀⿳㋃䫱ᶲ㕡㗗(柕悐), 冯⣽⫿㸸ᶵ⎴, 娚䔞䯉橼⫿嗽䎮, ἄ
4.7 ⟧
> 㰺㚱℞Ṿ悐ẞ㚱[㐯+寶㨓]伖ⶎ㗪㓡ㆸ[㐯+溆]䘬夷⼳
4.8 ᯛ
>
㭼庫䫎⎰⫿㸸 (=> 〉 + ⸚)
4.9 ൌ
> [㧁㸾⬳橼]塷⮯㚱䘬䞕寶悥㓡ㆸ溆.
> ᶵㅱㆸ䁢ⓗᶨἳ⢾
4.10 䴘
> ᶳ㕡䘬

㗗 4 䫮怬㗗 5 䫮?

> ⤪㝄㗗 5 䫮, 䁢ỽᶵ⁷ “叔”, ㉱䚜ἄ℞悐椾“䥠”?
> ⤪㝄㗗 4 䫮, 䁢ỽ㐯㉀㍸㚫⁷塓㉮攳?
4.11 ⳽
> ㊱䄏⫿㸸, 㗗⣏ + 埨侴朆⣒ + 䙧.
> 䚋㗗再 + 埨, 埨忁墉ᶵ㗗埨㵚, 㐯㗗䫎嘇, ẋ堐掉ᷕ䘬⼙⁷, ⛐ɇ⁏Ⓦᆍ儊Ɉᷕἄ㨓
> 䙯 䘬 埨, 㐯㗗䫎嘇, ẋ堐☐䙧㈧庱䘬䈑⑩
> 㓭㬌, 䙯ᷕ攻ㅱ娚䁢㨓, 侴朆溆

「大一皿」為U+2504B，
因此不能將「盇」中間的
點改成橫。

4.12 䴞
> 溆㍸㐯溆, 㨓桐㨓暐?
> 㛔䁢埴㚠䘬⮓㱽
> 㤟㚠䘬⮓㱽ㅱ娚㗗⚃溆
> ⁛䴙㖶橼冯ᷕ㖍杻䘬⌘⇟橼䘮䁢⚃溆
> ⛐⬳橼ᷕ⽆溆㍸㐯溆ㅱ娚㗗⎘䀋㔁做悐䘬䘤㖶
> ⺢嬘㓡㚫⚃溆
4.13 ᠭ
> 㛔Ἦ⌘⇟橼⯙㗗⚃㨓!

中文界面諮詢委員會中文電腦用字
工作小組第57次會議上討論了此
字，決定用點。
（http://www.ogcio.gov.hk/tc/busines
s/tech_promotion/ccli/cliac/doc/minute
s_of_the_57th_WG-CHAR_meeting.p
df）

> 㗗⎘䀋䘬⌘⇟橼塓⻟埴㓡嬲ẍ嶇⽆ㇳ⮓䘬溆㍸㐯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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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 <<ⷠ:2000>>㖊䃞⮓䁢⚃㨓, ỽ⽭⇣シ⮯㧁㸾㤟㚠冯㧁㸾⬳橼㓡ㆸ溆㍸㐯溆?
4.14 , ઞ, 䴱
> 㜙⻝大㛃 DISUPTED

工作字形據《常用字字形表
2000》，建議不列入《香港電
腦漢字參考字形》中的 6. 或
有爭議的字形。

> Agree with CLIAC’s treatment, but suggest add to list of “controversial” in the 2015 guideline.
4.15 㡕 (൞ᐜ)

工作字形據《香港電腦漢字
字形參考指引》（2002），
故建議不修改。

> ㊱䄏䫮枮,㚨⼴ᶨ䫮㗗溆, 㨓䫮ᶵ傥嬲ㆸ㍸䫮.

Ḽ¶ԛᄫԛقಞ˧༠ڕ宨
HKSCS 2015 ໔ࣖҼᵢ Big-5 㐞⻲Ⲻᆍㅜθ㙂ᡶ᧗⭞Ⲻᆍ儊בᱥ㨥ᓭθ⮬ᒪࡓ㼳ɇ⁏Ⓦ
ᆍ儊Ɉᱸθᣀਦ⚙ᮏ㛨䜞ᆍᖘ➝ɅᕋɆؤ᭯㙂ᡆθ⋵⭞ެㅼ⮡ᣎㅼᣎ唔Ƚ䀮䙙ԛ
᭬ㅼ仞ṲȾ⛰Ҽֵ HKSCS 2015 ᆍ㺞ѣⲺᆍㅜ䜞Ԭ㎧жθуቇփ᯲ HKSCS 2008 Ⲻᆍㅜ㻡ؤ
᭯ᡆਦ⚙ᮏ㛨䜞ᇁ儊Ⲻ仞ṲȾ
䴌❬ɃɅ俏⑥໔㼒ᆍㅜ䳼Ɇ╘ᆍᆍᖘ৹㘹ᕋɄ5.4 ࠰θᆍᖘᔖ∁举ᤎ⌛᯲䎭ㅼᡌ᭬ㅼփ
㖤уੂㅿㅿ仞Ṳᐤ⮦θ❬㙂⌞䠁ѣжᗁԛɇ俏⑥ᇁɈ
Ƚ
ɇ俏⑥ᆍᖘɈでલ䙏ӑੇਦ⚙ᮏ㛨䜞ᆍ
ᖘ䶖ᭅⲺ仞ṲθᡌԚӰ䃚ᴹ䙏ӑᆍᖘ仞Ṳᱥ俏⑥យᑮ仞ṲȾሜ䳑рθ5.4 㼅䶘Ⲻ仞Ṳᐤ⮦θу
ቇᱥṯᬐਦ⚙ᮏ㛨䜞ᇁ儊㙂䯁ⲲⲺᮮփᆍ儊ѣᢃ㿁θ۩㎧᱄儊䢑দᡌ➝ᧈ⡾দ䜳уᴹ䙏
⁙䁣䀾Ⱦ
ਜཌθɃɅ俏⑥໔㼒ᆍㅜ䳼Ɇ╘ᆍᆍᖘ৹㘹ᕋɄŜ5 俏⑥ᆍᖘ৹㘹ᕋ] 䙐䚄ਦ⚙ᆍᖘ∊䔹
ԛ᱄⻰俏⑥ֵ⭞Ⲻ╘ᆍ㠽ਦ⚙ⲺуੂȾ❬㙂[5.4 ㍦ᗤ仞Ṳᐤ⮦] ѣⲺ⌞䠁ќу䲆᯲䁱᱄ɇ俏
⑥ᇁɈ㠽ɇਦ⚙ᮏ㛨䜞ᇁɈⲺᐤ࡛θ䚺ऻቃ᯲䙖ᆍᔖⲺᔰ䆦Ⱦϧ5.4 ㍦ᗤ仞Ṳᐤ⮦ϩⲺޝ
ᇯ⭞ᝅሜᱥቄ䙖ᆍᔖቃ᯲৹㘹ᆍᖘⲺ㲋⨼θሜ㠠⛰䜞Ⱦ
δĲεᔰ䆦ᣀ 5.4 Ⲻޝᇯ㠠⛰䜞θ㖤᯲ 5 ҁࢃχ

此為對文件《香港電腦漢字
參考字形》的建議。

δĳεᔰ䆦ᣀ 5.4 ѣⲺɇ俏⑥ᇁɈؤ᭯⛰∊䔹ᇘ㿶Ⲻɇᆍ㺞ᆍᖘɈχ
δĴεᔰ䆦⛐ 5.4 ᱄⻰ࡍ࠰ɉᇐ HKSCS 2015 ᱸθᆍ儊Ⲻ仞Ṳ≸ۻ㎧жθ⽏᯲↭ਨȽᱸ䯉䋽
Ⓠૂᢶ㺉䲆㐙᭻θᵠᗻ㠽俏⑥ᐸ䶘рж㡢⭞䙊ᾭ儊ᡌᇁ儊Ⲻ䁣䀾仞Ṳж㠪θӜ䶔Ա∊䔹
ਥⲺ仞ṲɊχ
δĵεᔰ䆦䁱᱄俏⑥ᆍ儊យᑮֵ⭞Ⲻ仞Ṳθԙɇ䙖ᆍᔖҕਥ䚮Ɉㅿㅿᆍ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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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c)
( 跟進第6次會議 其他事項 (d) )

↚ཌθ
δ5εᔰ䆦㠽ുᇬ㿅ㇺ╘ᆍⲺᆍᖘڐቃ∊χ
δ6εᔰ䆦⎾䲚ɇਦ⚙ᮏ㛨䜞ᇁɈⲺу㢥仞Ṳᖧ丵Ⱦ

ȿ¶℞
℞Ṿ
> include all Hanzi in one section and all symbols in another;
> character order should go across the page rather than down the page; current method going down
the page makes it hard to view the document on the computer screen;
> appendix include indices sorted by Source (HB0, HB1, HB2, H:1999, H:2004; H:2008; H:2015,
etc); indices sorted by radical/stroke (maybe in future revision)
> add Cangjie + jyutping codes (maybe in future revision);
> new section on mapping similar variants (㹓㷑炾⏲⏧炾⺂⍐炾᷊᷇炾㇞㇠炾䇕ḱ) etc;
>> as font for publishing may wish to unify the character components, but not efficient for user to
hand check each character and change it. A simple solution is for font vendor to map multiple codepoints to the same glyph, and the user use that special font. This is the solution used by font
vendors to support outputting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in publications without changing the
source text.
>> some characters in HKSCS are rarely used corrupted forms, including them in the variant list will
help font vendors distinguish them and avoid wasting time on drawing separate glyphs
> additional table of simplified characters, as these characters are not supposed to follow the
reference glyph guideline

1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