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洋學 第71輯(2018年 4月) 檀國大學校 東洋學硏究院

≪異體字字典≫的應用與未來
43)李

添 富*

❙論文提要❙
台灣教育主管當局自1970年代初，開始有關標準字體的整理工作，前後
公布了≪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罕用字體表≫等三個標準字體表,1) 同時也初
步整理了≪異體字表≫。後來更據以撰成 ≪異體字字典≫。
≪異體字字典≫引用古今字書62種，實際用例參考文獻1242種，收錄正字29924字，異體字76469字，全書總計

106333字，堪稱是一部大型的中文字形彙典。在字音與字義面，≪異體字字典≫居於歷史語言辭典的編纂立場，詳
贍(仔細)的考察每一個字的音、義根源與發展，並視文獻保存狀況，作應有而詳盡的保存。

2013年起，我們啟動了≪異體字字典≫形、音、義內容的修檢工作，更在系統上作了許多擴充，期盼它能為學
者提供更為充實的內容、便捷的利用。

[關鍵詞] 異體字字典, 正字, 異體字, 正字綱領, 系統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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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異體字字典≫編纂緣起
≪異體字字典≫的字形系統
≪異體字字典≫的字音系統
≪異體字字典≫的字義系統

차❘
五. ≪異體字字典≫裡的簡化字
六. ≪異體字字典≫的增修與調整
七. 結語

一. 前言：≪異體字字典≫編纂緣起
台灣教育主管當局自1970年代初，開始有關標準字體的整理工作，前後 公布了≪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次
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罕用字體表≫等三個標準字體表,2) 同時也初步整理了≪異體字表≫。前三個字體表所
* 輔仁大學 副敎授，教育部國語辭典副總編輯兼≪異體字字典≫編委會召集人 / 527388@gmail.com
1) 由於三個標準字體表具有規準功能，一般或稱為正字表。
2) 由於三個標準字體表具有規準功能，一般或稱為正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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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的，都是具有獨立音義的文字，≪異體字表≫所收錄的，則是對應這些正字的不同寫法。而這四個字表所收
的文字，也正是現行中文標準交換碼納編(CNS11643) 的依據。

1995年本師 陳伯元先生前來韓國參加 ｢第二屆漢字文化內生活漢字問題國際研討會｣，針對目前亞洲各國所用
的漢字字形參差問題，提議統整，並獲大會議決通過。先生返國後，即向教育部國語運動推行委員會(簡稱國語
會，下同)提出建議。國語會主任委員李老師爽秋先生在邀集相關學者專家討論後，基於：

(一) 為維護傳統正字的地位，有必要將亞洲漢字以正字為綱領作一統整。
(二) 為日後擴編中文電腦內碼，有必要作大規模整理，以為擴編之基礎。
(三) 為修訂原異體字整理的初步成果，有必要正訛與增訂。3)
等三項理由，決定推動≪異體字字典≫編輯專案。並據此明定≪異體字字典≫之編輯目標為：
甲、作為語文教育及研究的參考。
乙、提供國際漢字標準化、統一化工作的參考。
丙、作為修訂原≪異體字表≫的依據。
丁、作為日後擴編中文電腦內碼的基礎。

耗時六年，動員一百二十餘位同仁，檢閱一千三百餘種典籍文獻後，≪異體字字典≫終告完成。本典引據的文
獻，可以分為基本文獻與參考文獻兩類；基本文獻為字形來源，又分：說文、古文字、簡牘、隸書、碑刻、書
帖、字書、韻書、字樣書、俗字譜、佛經文字、現代字書等12類，凡62種。列舉字形實際用例的參考文獻則涵蓋
經、史、子、集，共1242種。全書共106,230字(最新版次106,333字)，其中正字29,892字(最新版次29,924
字)，異體字76,338字(最新版次分為異體字74,407字，待考字2,002字，合計76,469字)可以說是一部大型的中文
字形彙典。本典的主要特色有四：

1. 一個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文字資料庫。
2. 一部字字交代文獻出處的字形字典。
3. 一個結合古今文獻用字的字形彙典。
4. 一部集合國內文字專家智慧的字庫。1)
至於本典的具體效用，則在於：

1. 記錄文字歷史。
3) 詳見≪異體字字典· 編輯說明· 編輯委員會主委序≫(2004年1月)
1) 詳見曾榮汾<近二十年來國語會語文整理成果析介>(≪辭典學新論2006≫，辭典學研究室，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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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樹立當代字樣。
3. 推進中文資訊。
4. 提供學理依據。2)

二. ≪異體字字典≫的字形系統
就字典字形彙集成果之呈現而言，≪異體字字典≫是一部依照層級以 ｢正字｣ 引領所屬 ｢異體字｣ 群的字典。
所謂 ｢正字｣ 蓋指具有獨立音、義之形體，所謂 ｢異體字｣ 則指音、義與 ｢正字｣ 全同的異寫或異構文字。可知
≪異體字字典≫的編纂，乃基於 ｢樹立用字標準｣ 的立場，透過 ｢正字繫聯音義相同的其他異體寫法｣，以教育部
視為用字標準的三個標準字體表為綱領，蒐羅古今字書、文獻中相應異體字形的大型資料庫。換句話說，≪異體
字字典≫是一部立足於當代用字，並在時間軸上往前推求，彙集與正字用法相應但形體不同者的字形彙典。

(一) ≪異體字字典≫正、異體字間的繫聯
≪異體字字典≫中的 ｢正字｣ 與 ｢異體字｣，既然存在於上述時間軸上的某 個斷面，可知所謂 ｢正｣ 與 ｢異｣,
並非字形本身的固有屬性，而是某些字形被賦予規範用字性質的 ｢正字｣ 地位之後，屬於同一字樣的其他字形, 便
被認定為異體。因此，≪異體字字典≫賦予 ｢異體字｣ 的定義為：｢對應正字的其他寫法｣,3) 至於正、異體字之間
的繫聯方式，大抵有以下數種：
1. 文獻注明正、異關係者
凡文獻中見有正、異體字對應線索者，本典概於以正字為綱領的前提下，建立字形之正、異關係。如：
【企】≪龍龕手鏡≫：｢

，二俗。企，正。｣

本典據以收 ｢ ｣、｢ ｣ 為 ｢企｣ 之異體。
【拉】≪廣韻≫：｢拉，折也，敗也，摧也。盧合切。 ，上同。 ，亦同。｣
本典據以收 ｢ ｣、｢ ｣ 為 ｢拉｣ 之異體。

2. 本為通假字，惟文獻上已明示為正、異關係者
此類具正、異關係之二字，原本各自分用，各有獨立音義，或因通假成俗，字、韻書遂以正、異關係視之，故
其中異體多兼具正字身分。如：
2) 詳見陳逸玫<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研究>(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研究計畫，2013年 4月)
3) 詳請參閱≪異體字字典·編輯說明·編輯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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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說文·彳部≫：｢遲也。从彳、幺、夊者，後也。徐鍇曰：뺷ㄠ猶 躓之也。뺸｣ ≪說文·口部≫：
｢后，繼體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從一口，發號者君后也。｣｢後｣、｢后｣ 各。文
獻中或見借 ｢后｣ 為同音字 ｢後｣ 者，故≪宋元以來俗字譜≫引≪通俗小說≫等，於 ｢後｣ 字下
收 ｢后｣ 為異體，本典據以收 ｢后｣ 為 ｢後｣ 之異體。

3. 異形聯綿詞之用字具明確孳乳或變易關係者
聯綿詞專為描摹語音而設，故常見多形，如 ｢彷彿｣ 或作 ｢仿佛｣，亦可書作 ｢髣髴｣，以其形體但有記音功
能，是以此類多形資料本不宜盡視為正、異體字，故本典只就其中字形具明確孳乳或變易關係者建立正、異關
係。如：
【崑崙】｢崑崙｣ 與 ｢崐崘｣ 為異形聯綿詞，｢崑｣ 與 ｢崐｣、｢崙｣ 與 ｢崘｣ 間具有部件易位之字形變
易關係，文獻又見 ｢崐崘｣ 用法，足以證知二組聯綿詞用字具正、異關係，故本典據以分別收
錄 ｢崐｣、為 ｢崑｣ 之異體，｢崘｣ 為 ｢崙｣ 之異體。
【徘徊】｢徘徊｣ 與 ｢俳佪｣ 為異形聯綿詞，｢徘｣ 與 ｢俳｣、｢徊｣ 與 ｢佪｣ 間雖則形符不同，文獻卻多
見 ｢俳佪｣ 用法，足以證知二組聯綿詞用字具正、異關係，故本典據以分別收錄 ｢俳｣ 為 ｢徘｣
之異體，｢佪｣ 為 ｢徊｣ 之異體。

4. 可以明確認定為某正字之缺筆避諱字者
古代避諱用字或有同音替代、缺筆之異，本典就其中 ｢缺筆諱字｣ 與正字之間建立正、異關係。如：
【玄】≪廣韻≫、≪類篇≫等均見 ｢
字缺末筆以避諱，本典據以收 ｢

｣ 形，經考乃知宋太祖名 ｢玄朗｣，故宋代刻本或抄本多將 ｢玄｣
｣ 為 ｢玄｣ 之異體。

【朗】≪廣韻≫見 ｢ ｣ 形，經考乃知宋太祖名 ｢玄朗｣，故宋代刻本或抄本，｢朗｣ 字多缺末二筆以避
諱，本典據以收 ｢ ｣ 為 ｢朗｣ 之異體。

5. 文獻中僅言 ｢音某｣，惟察考其字形可以確認為某字之異體字者
文獻中或見某字形注云 ｢音某｣，而非 ｢同某｣，但從文獻資料以為考釋，僅能證知其字與 ｢某｣ 字音同，而不
能證得正、異關係。因此，本典將此類資料列為附錄待考字。唯其中部分文字，在察考其形體資料或參酌其他文
獻後，可以推斷其為某字之異體者，本典亦據以建立正、異關係。如：
【丘】≪龍龕手鑑·一部≫ ｢

｣ 字注云：｢音丘。｣ ≪玉篇·丘部≫：｢ ，丘同。｣ 又云：｢

同。｣ ≪集韻·平聲·尤韻≫：｢
經察考，可以推斷 ｢

丘

｣ 字因與 ｢ ｣、｢

，丘

，祛尤切。≪說文≫：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
｣ 形體相近而訛成，故本典據以收 ｢

之異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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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獻中未見直接線索，察考其音義關係可以確認為某字之異體字者
另有部分字形，雖於文獻中未見與某正字具有直接關聯之線索(如 ｢同某｣、｢某俗字｣ 等)，若從音義相同、字
形演變或其他週邊關係，可以推斷
其為某字之異體者，本典亦收錄為某字之異體。如：
【畸】≪說文·田部≫：｢
｢

，殘田也。从田竒聲。｣ ≪廣韻≫：｢畸，殘田。｣ ≪集韻·平聲·支韻≫：

，≪說文≫殘田也。｣ ≪集韻≫雖未列正字 ｢畸｣ 形，惟由音義相同、文獻相承關係，以及 ｢奇｣

形常見作 ｢竒｣ 等線索，推斷 ｢

｣ 即 ｢畸｣，故本典亦據以收 ｢

｣ 為 ｢畸｣ 之異體。

(二) ≪異體字字典≫正字綱領之實踐
誠如上述，｢異體字｣ 乃相對於 ｢正字｣ 而言，故於浩瀚文獻中蒐羅異體字形之前，必須先行確立正字，方能
以其形、音、義為綱領，脈絡分明地對應其所彙集之異體字形。≪異體字字典≫以教育部頒行之標準字體表作為
正字依據，綱目至為明確。故能突破歷代文獻因正字標準不一產生之淆亂，所有字形均能有所依歸。而此一正字
綱領體例之實踐，在編輯成果上，具有兩項重要成就：

1. 立足於當代用字，聯繫歷史文獻字形。讀者可以藉由較為熟悉之當代文字，認識文獻中之陌生字形，有助
於文獻之解讀。

2. 彙集正字字形在文獻中之演變情形。讀者可以藉由探究正字之演變脈絡與途徑，進而確立其形、音、義，
有助於當代文字之正確使用。

(三) 教育部頒行的三個國字標準字體表
在≪異體字字典≫裡，扮演歸納異體的正字角色，而有引領功能的三個標準字表，肇始於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文字學老師組成的 ｢國字整理小組｣，幾位老師課餘研訂的漢字系統，獲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採用，引起教育主管當
局的重視，也因而開啟了字表研定的漢字整理工程。
1. ≪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亦稱≪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甲表≫、≪甲表≫)

1973年2月由 ｢國字整理小組｣ 擴編的 ｢常用國字編纂處｣ 在林尹先生領導下，著手進行常用標準國字的整理
工作。≪甲表≫共收常用國字4,808字，其收字及選字標準為：
本表選字以≪中文大辭典≫編纂處 ｢總字表｣(49,905字)、師大國文研究所研訂之 ｢常用字表｣(2,408字)
及教育部 ｢國民學校常用字彙表｣(4,708字)，合併統計其總出現次數，再參酌各方意見修訂而成。4)

- 121 -

6

東

洋

學

其中，≪中文大辭典≫ ｢總字表｣ 由≪中文大辭典≫等十五種文獻資料歸納統計而成，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常用字表｣，則據當代書刊雜誌抽樣統計而成。可知≪甲表≫之纂輯，蓋廣泛蒐集當時較為通行的辭書以及報章
雜誌而來。後來教育部更以這4,808個字為基礎，加上由大陸地區報章雜誌統計得到的四千七、八百個常用字, 合
併整理出一個5,401字的通行字表，並據以編纂≪國民常用字典≫。5)
2. ≪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亦稱≪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乙表≫、≪乙表≫)

1980年編纂團隊研訂常用國字外之次常用國字10,740字。在參酌各方意見後，依據使用頻率，將10,740字區
分為≪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乙表≫) 6,341字 (含單位詞9字) 以及≪罕用字體表≫(≪丙表≫) 4,399字。
同時決定凡甲乙丙三表之異體字，另立≪異體字表≫(≪丁表≫)收納之，以方便檢索。
≪乙表≫的選字原則有三：

(1) 凡十三經、四史、≪楚辭≫、≪文選≫、≪淮南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
≪呂氏春秋≫、≪管子≫等書用字。

(2) 以≪中文大辭典≫為根據，再參酌其他辭書，凡某字之詞頭次數超過兩次以上者。
(3) 現代學術專業或地方性用字，經討論決定者。
≪丙表≫之選字原則為：

(1) 凡甲、乙兩表未收，且非甲、乙兩表之異體字者。
(2) 罕用字中有異體者，經討論後擇一錄之。
至於≪丁表≫因後來據以擴充纂成≪異體字字典≫，雖亦彙集成冊，但未公告使用，就1984年3月版而言，收有
異體18,588字，補遺22字，總計15,610字。
依據≪乙表≫的編輯說明，可以得知字表的纂輯範疇，已由當時通行的書報，擴展至熟知常見的古籍經典。由
於這些典籍並非一般民眾日常閱讀材料，因此，整理所得的文字，列為次常用字。至於只出現在其他文獻資料或
較為罕僻，但確認可以獨立使用，且不為甲、乙表字之異體者，則收為≪罕用字表≫(≪丙表≫)。
3. ≪罕用國字標準字體表≫(亦稱≪罕用字體表≫、≪丙表≫)

1982年編纂團隊研議擴充≪罕用字體表≫(≪丙表≫)並修訂≪異體字表≫(≪丁表≫)。本次研訂，≪罕用國字
表≫由原訂4,399字擴充為18,388字(若含附錄字18字、補遺74字，則為18,480字)。≪丙表≫之收字審定原則亦
同時修正為：
4) 詳見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說明。
5) ≪國民常用字典≫雖已完成編修工作，因故未正式刊行。但坊間卻見同名而且收字相同的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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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凡具有獨立音義而不屬於甲、乙兩表之異體者。
(2) 一字多體，其選字原則為：
① 選取其合於六書之造字原則者。
② 多體皆合於六書造字原則，則儘可能取其出現時代較早者。
③ 多體皆合於六書造字原則，若其時代較早者過於罕僻，則取其筆劃 較不繁瑣者。
④ 凡屬姓氏、化學元素名、地名、水名等專有名詞，雖本為他字之異體，然以專名不能兩通，故
皆獨立為罕用正字。
⑤ 複音詞或聯綿字，兩字並收。如：

、

⑥ 凡音義不全或構形難解之訛字，概不收入。

(四) ≪異體字字典≫裡的≪新增正字表≫(≪N表≫)
前面曾經提到，≪異體字字典≫總收字為106,230字，其中正字29,892字，異體字76,338字(含待考之附錄
字)。字典中的正字完全依照部頒的常用、次常用以及罕用等三個標準字體表。但如遇有正、異體對應關係淆亂,
或者三個字表未收，卻有獨立音義之文獻字形，則補收為新增正字。若有三個標準字體表所收字形確屬疏誤而與
部頒資料牴啎者，則於討論確認後，參據教育部≪國字標準字體楷書母稿≫、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國家中文標準
交換碼≫等資料修訂之。

(五) ≪異體字字典≫正字綱領的特殊現象
理論上，三個標準字體表加上新增正字表，應該可以完全肩負引領異體的工作，然而，文字的發展形勢多元,
四個字體表，亦有未能完全切合文獻用字的情形。因此，≪異體字字典≫中，偶有正字綱領未能徹底發揮效用或
執行未盡完善情形。如：

1. 文獻雖已明白指出正、異關係，標準字體表卻分別收為不同正字，本典或依文獻處理正、異關係,

未能兼

顧各正字所應具備之條件。如：｢汙｣、｢污｣ 二字於標準字體表中，分別收為常用字與次常用字, 唯此二字
實為同源，僅字形之末筆是否彎曲、橫筆交接與否二處略見差異而已，故歷來文獻皆以正、異關係處理
之。本典以 ｢污｣(次常用字）為 ｢汙｣(常用字）之異體字，雖無不妥，但 ｢污｣ 字之釋義云：｢同『汙뺸。｣
造成 ｢污｣ 字不具獨立音義，正字條件有所不足，依例不得收為正字卻又收為正字的矛盾現象。

2. 或有教育部標準字體表未列為正字，而於文獻中卻見某字有獨立於所有正字以外之音義者，本典因其字不
在現行標準字體範圍之內，而將該字形另行獨立為新正字。如：｢亘｣ 字教育部≪異體字表≫列為 ｢亙｣
字之異體，非屬正字。惟察考文獻，｢亘｣

字見於≪說文·二部≫：｢亘，求亘也。从二从 。 ，古文

回，象上下所求物也。｣ 音ㄒㄩㄢ，復因具有上下求而盤桓義，可以推知當為 ｢宣｣ 之本字。唯ㄒㄩ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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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上下求而盤桓義，皆屬其所對應正字 ｢亙｣ 字所未能含括者，是以本典依其音、義，另立 ｢亘｣ 字為
正字。唯此一新立正字之作為，卻與正字表不相契合。

3. 漢字凡有二字構件及其音、義全同，只是構件位置不同情形者，文獻多以正、異關係處理，譬如 ｢峰｣ 與
｢峯｣、｢群｣ 與 ｢羣｣、｢秋｣ 與 ｢ ｣ 之類。唯≪異體字字典≫中卻有二字構件全同，位置不同，音、義
亦異現象。如：≪說文·木部≫：｢櫳，檻也。从木龍聲。｣ 又云：｢ ，房室之疏也。从木龍聲。｣ 而≪玉
篇· 木部≫云：｢ ，例同切，房室之疏。亦作櫳。｣ ≪字彙·木部≫云：｢櫳, 盧容切，音龍。養獸檻。
，同上。一曰房室之疏。｣ ≪正字通·木部≫云：｢ ，同櫳。｣ ≪說文≫ 二形二義，≪玉篇≫ ｢櫳｣ 為
｢

｣ 之異體，≪字彙≫、≪正字通≫則以 ｢ ｣ 為 ｢櫳｣ 之異體。二字之正異關係糾葛淆亂。本典依

≪字彙≫、≪正字通≫以 ｢ ｣ 為 ｢櫳｣ 之異體，固然合於教育部三個標準字體之安排與理念，卻無法解
釋≪說文≫與≪玉篇≫之現象。究竟應以正字表為依歸, 維持現狀，抑或依據新立正字體例，獨立

字, 似

乎都有不盡周延之處而難以決斷。
有關上述幾個正字綱領未能徹底執行之情形，究其原因，或與教育部標準字體表之溢收或漏收有關。≪異體字
字典≫在必須維持標準字體表之標準正字地位，又要考量正、異體字對應關係之情況下，究竟應該如何取捨的課
題，值得深思。

三. ≪異體字字典≫的字音系統
≪異體字字典≫主要在於收錄歷代文字因異寫或異構造成之殊形，因此，音、義之呈現完全配合文字形體。字
典編纂初期，由於人力限制，加上專心致志的以文字形體之殊異為主要研究範疇，因此有關音讀以及釋義之選
錄，除非有重大變革或誤訛，經討論後重新修訂，否則大抵以≪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所載之音義為本；另外,
某字形若於發展或使用過程中，有其特殊音、義而與今日為別者，本典為呈現其發展脈絡與途徑，保存其音、
義，故其音讀之收錄，每有多於≪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情形；至若由教育部頒行，具有規範性質的≪國語一
字多音審訂表≫中罕用不錄或併讀者，本典則亦視其形體與音、義關係，斟酌選錄。

2013年起，為更方便讀者使用，並修正誤訛，本典啟動修訂工程。修訂過程中，每見因依據≪重編國語辭典
修訂本≫或≪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定音造成之音義未盡切合情形，於是或有零星修訂調整。為使音、義與形體
之對應關係精準一致，工作團隊雖已將字音之選錄與調整，列入工作計畫，卻未及實施。因此，有關≪異體字字
典≫之字音系統，目前尚未全面建構，只能配合≪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修訂，做小幅度的調整。目前，我們
處理的原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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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音一義為原則，惟若屬≪修訂本≫既有取音，原則上均予以保留，不作刪除。
(二) 正字義若含多音，字音隨義項排列（首依字義演變脈絡，次依書證時代先先)；異體字若因對應多個正字
有不同音讀，暫依現況排列字音，待本典音 系確認後再視需要調整。

(三) 正字另兼為他字異體時，依次呈列正字、異體字音，如：A00884 ｢她｣，先列正字音ㄊㄚ及義項, 次列
對應 ｢姐｣ 之異體字音ㄐㄧㄝˇ。

(四) 若為無歧義之多音，原則上僅於其中一音下作釋義說明，其他字音則僅交代 ｢某之又音｣。如多音屬正、
又音，於正音下作釋義說明，其他字音處則僅交代 ｢某（正音）之又音｣。

四. ≪異體字字典≫的字義系統
與字音系統相同，建構初期，本典的字義系統，除非誤訛或重大變革，大抵以≪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所載為
準。但自啟動修訂以來，有關釋義之選錄以及排列之修訂意見已臻一致，而且形成共識，於是試為擬訂正字釋義
原則，其要點大抵有：

(一) ≪異體字字典≫原正字釋義，錄自≪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除明顯誤訛或重大變革外，以原有釋義體例
及義項內容為基礎。

(二) 原有詞類含多義項者，先歸併為一大義項，再細分為小義項。歸併義項以虛詞詞類為主，量詞亦比照
處理。

(三) 實詞義項逕釋字義，不作詞性說明；虛詞義項及構詞性質為狀聲詞或詞綴者，則予標明。虛詞之語法屬
性說明，含括介詞、連詞、助詞、嘆詞。

(四) 姓名用字義屬≪修訂本≫既有者，均予保留，並酌引文獻出處原文。確知為援引其他古典文獻者，則立
為義項；然若字書僅釋以 ｢姓也｣、｢複姓｣(如 ｢司馬｣)，則不予收錄。

(五) 若有下列需要，可酌增古典書證之前人注疏或本典形體資料表之字、韻書 為證，情形如下：
1. 詞義流變脈絡清晰，惟古典書證用例之語義較不易理解時，可酌引前人注疏，以支撐字義或幫助理解
文義。

2. 詞義流變脈絡難以推求之通假義或罕見義項，則引錄前人注疏或字韻書線索，作為字義來源依據或
佐證。

(六) 釋義中 ｢通『某뺸｣、｢同『某』 用語處理原則如下：
1. 凡為音之通假，無正異關係者，一律曰 ｢通｣。
2. 凡於本典具正異關係者(列有異體訊息)，一律曰 ｢同｣。
3. 凡於本典未具正異關係(未有異體訊息)，然確屬義同或可同用者，亦曰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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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同字若有多重音義，皆明確標示其所對應者，如 ｢偺｣：｢余也、吾也。
同『咱』(一)、뺷喒뺸（一)。｣

(七) 本典釋義以單詞為主，若因特殊狀況須以複詞為釋，則先陳列該複詞，再行解釋。
1. 以聯綿詞為釋者，如 ｢倉｣，｢倉皇｣：恐懼忙亂貌。
2. 以複詞為釋者，如 ｢伏｣，｢伏日｣、｢伏天｣：指自夏至後之第三庚日起，每十日為一伏，有三伏, 共
三十日，稱為 ｢伏日｣ ，為一年中最熱之時。

(八) 解說時，以不加按語融入編者個人主觀意見為原則。

五. ≪異體字字典≫裡的簡化字
現版≪異體字字典≫有關大陸簡化字之收錄，受限於編纂時的政治與兩岸關係，持較為保守的態度，依照≪異
體字字典·異體字編輯體例≫的敘述，本典對於簡體字與簡化字的收錄，大抵參考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86年出
版的≪簡化字總表≫以及湖北四川辭書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漢語大字典≫，收錄之簡體字與簡化字共有兩類：

1. 教育部於西元1935年頒布的324個簡體字，皆收錄為異體。例如：
｢

｣、｢

｣、｢

｣ 分別收為 ｢遲｣、｢賣｣、｢漲｣ 之異體。

2. 大陸地區使用之簡化字，僅收錄其公布之第一批簡化字字形。例如：
｢

｣、｢

｣、｢

｣ 分別收為 ｢遲｣、｢護｣、｢療｣ 之異體。

2013年10月在由澳門語言學會召開的 ｢兩岸漢字使用情況學術研討會｣ 中，與會學者對於兩岸四地漢字形體
參差問題6)，討論甚為熱烈，並建請由王寧先生召集四地學者，以甫公告的≪通用規範漢字表≫字形為中心，就
四地的文字異形進行比較分析，由中華書局印行，供各界研究利用。
≪異體字字典≫編纂委員會以為港澳陸地區部分規範字形，雖與標準正字形構不盡相同，卻具學理依據，且依
本典異體字收錄原則與精神，似乎應予考慮增收。至於部分本典已收為異體，三地新定規範字形卻有變動情形
者，則有全面檢討刪併之必要。因此，在具體評估工作能量後，向主管當局提出簡化字修訂建議。≪異體字字典≫
主管當局 ｢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語文教育研究發展辦公室｣(現已與 ｢編譯發展中心｣ 歸併為 ｢語文教育及編
譯研究中心｣) 在評估辭典發展與使用需求後，擬定 ｢≪異體字字典≫港澳陸規範字收錄研究｣ 專案計畫，委由
輔仁大學李鵑娟教授全面檢討現版≪異體字字典≫有關簡化字之收錄問題，擬於分析暨增刪建議方案完成後，啟
6) 臺灣、大陸、香港、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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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簡化字收錄研議機制，著手進行≪異體字字典≫簡化字收錄之增刪工作。
李鵑娟教授的研究報告以為：依照≪異體字字典≫收錄異體字的原則與精神，凡是形構具有學理依據的漢字,
都應考慮收為異體。因此，≪異體字字典≫是否應該全面收錄大陸簡化字，其實不是問題。站在文字發展與運用
的立場以及≪異體字字典≫既然已經收錄第一批簡化字並增列漢語拼音檢索功能的前提下，全面收錄形構具有學
理依據的大陸簡化字以為異體的做法，應該是無庸置疑的。因此，對於≪異體字字典≫收錄簡化字的議題，我們
具體的看法是：

1. ≪通用規範漢字表≫既然已經成為大陸地區用字規範，就≪異體字字典≫的纂輯與文字整理工作的精神而
言，都應據以整理並建立對應關係，建構更為完善周延的異體字網絡。

2. 基於≪異體字字典≫ ｢收錄正體字不同書寫形式，藉以觀察正字與異體字孳乳與字形變易的脈絡｣ 的編輯目
的，≪簡化字總表≫中一些後來被淘汰未收的簡化字，仍應收錄，以保持完整的異體字收錄及其變革史實。

3. ≪通用規範漢字表≫中承續≪簡化字總表≫諸字形之呈現方式，可依仿本典歷代字書處理模式，加列關鍵
文獻。

4. 將簡化字當作異體字處理，不僅合乎≪異體字字典≫編纂的基本精神，更不必為了刻意避開簡化字而造成
不合學術規範的奇特現象。
換而言之，全面廣泛收錄具有構形理據的簡化字，刪汰任意簡省訛變而不具構形理據的異體簡化字的簡化字收
錄原則，是≪異體字字典≫日後進行增刪簡化字工作的主要依據。

六. ≪異體字字典≫的增修與調整
≪異體字字典≫的修訂工作，從未停止。我們持續進行的工作大抵有：

(一) 內容編修部分
1. 持續修訂 ｢正字解說｣ 中之 ｢釋義｣
本典收錄約三萬個正字，其中約有一萬個正字的釋義原係引自教育部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為使該批正
字釋義更能切合本典性質，我們持 續的邀請學者專家進行修訂，期使釋義內容能夠更為貼合本典陳列文獻 之字
義演變脈絡，並參考兩岸重要辭書，酌補常用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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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續增補 ｢正字解說｣ 中之 ｢說文釋形｣
漢代許慎≪說文解字≫的構形說解，向來為探討文字本形之主要依據。為此，本版次增設 ｢說文釋形｣ 欄，陳
列≪說文解字≫中之文字本形，並及字義和字構析解，以呈現≪說文≫本形與正字字形和字義之關聯，做為正字
溯源之參考。
3. 字形收錄之必要增補或刪改
就學者專家以及編務人員於使用或修纂過程中，陸續提供、發現之文獻資料以及字形聯繫線索等進行審查，並
作必要之增補或刪改(如：新增異體、異體字改形、增列對應正字關係等)。
4. 形體資料表文獻影像之改良
本典以正字為綱領，並逐字附錄形體資料表提供形、音、義發展脈絡以為參考。惟原版次因編輯年代較早，掃
描技術未盡成熟，故形體資料表中部分文獻影像稍嫌模糊，爰於建置新版系統時，重新數位化其中33部可以對外
開放瀏覽文獻，提升影像辨識，俾利讀者參考。
5. 擴充附錄 ｢正字表｣
本版次擴充附錄 ｢正字表｣，納編本典收錄之正字(含常用、次常用、罕用字及新增正字)，確實呈現教育部國字
標準字體的修訂成果，也便於讀者查閱。
6. 改善附錄字圖
本典原有字圖之解析度較低，且因當時受限於編輯期程，未及完成楷體字型之製作。本版次除逐步改善辭典正
文及附錄內容中之字圖資料外，更以楷體風格重製原有手寫字圖，使字形更為清晰劃一。

(二) 系統調整
本典自公布試用以來，累計使用已達200萬人次，平均每日約有1,200使用人次，為因應教育部之修訂規範，
並參考讀者反應意見以及自我檢測結果，提昇字典服務品質。本版次新增或修訂之系統特色如下：
1. 查詢介面

(1) 正文收字查詢
除既有的 ｢部首查詢｣、｢筆畫查詢｣ 外，本版次另增設 ｢單字｣、｢注音｣、｢漢語拼音｣、｢倉頡碼｣、｢四角號
碼｣ 等五種傳統查詢方式，以及綜合上述七種方式後再加入筆順、形構等條件的 ｢複合查詢｣。總計提供八種查
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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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收字查詢
提供部分附收字綜合查詢功能，包含<正字表>、<待考正字表>、<單位詞參考表>、<符號詞參考表>、<日本
特用漢字表>、<韓國特用漢字表>、<臺灣閩南語用字參考表>、<臺灣客家語用字參考表>、<漢語方言用字參考
表>等九種附錄之收字查詢。
2. 收字呈現

(1) 系統字由原先使用之Big5字集改為Unicode字集，字型以微軟標楷體為主。
(2) 非系統字則提供 ｢教育部宋體字圖｣ 及 ｢原版手寫字圖｣ 兩種模式選擇，並以前者為系統預設模式，讀者
可依個別需求，轉換呈現模式。

(3) 配合教育部規範之修訂，將注音符號韻符 ｢丨｣ 全面修改為 ｢ㄧ｣ ，以利排版與辨識。

七. 結語
典既然定名為≪異體字字典≫，當然是以歸納整理典籍文獻中的異體字為主要任務。然而，由於異體字的產生
原因不一，分化演變的過程更是複雜，使得正異關係的判定，或因時代、個人理念的不同而異；再加上主管當局
為因應各種不同理由以及民眾反應意見，建議修正或增訂，使得≪異體字字典≫必須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單
純。因此，≪異體字字典≫所面臨的，將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局面。
後學自從1995年加入≪異體字字典≫編輯團隊以來，只知道要盡其在我的將每一個負責審定的字，不論字形,
字音或字義，都做最為詳贍的考察與辨識，提供讀者最為精準明確的異體字相關訊息。就是沒想過在≪異體字字
典≫面臨變革如此嚴峻的局面下，必須承繼師長們的志業，承擔起規劃和繼續修審的重責大任。二十幾年的≪異
體字字典≫纂輯經驗，讓我們很清楚的了解到，不管我們再怎麼努力的修訂，總是有所不足，因為新的證據不斷
出現，讀者寄予我們的厚望也日益殷切，我們的人力卻有所不足，我們的資源也不是那麼的豐沛。但是，我們卻
很願意，也很享受於沉浸在異體字的世界裡，為學界提供服務、為讀者提供新知，為漢字的發展與承傳，略盡我
們的綿薄之力。
最後，想借這個機會再一次提出來的是：固然主管當局的決策，是我們工作的依據；讀者的回饋，卻是我們工
作熱情與動力的來源。因此，衷心的企盼學界朋友能夠指摘我們的不足，提供我們修訂的意見，讓我們在還可以
使得上力的時候，讓≪異體字字典≫能夠呈現更為周延的面貌，提供更為詳贍的服務，展露更為耀眼的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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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異體字字典≫檢索便覽：

≪異體字字典≫正式六版首頁(網址：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異體字字典≫正式五版首頁(網址：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
本版於2017年9月後停止更新，置於第六版 ｢字典附錄｣ 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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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體字字典≫正式六版 ｢檢索功能｣：提供 ｢部首查詢｣、｢筆畫查詢｣ 等8種方式用於檢索正文收字，
｢附收字查詢｣ 則用於綜合查詢附錄項目收字。

≪異體字字典≫正式六版 ｢正字頁｣：提供本典正字之字形音義、古今文獻形體資料，以及正字相應之歷代異體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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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體字字典≫正式六版 ｢異體字說明頁｣：提供本典所收異體字形依據之關鍵文獻，
部份附上異體字形之專家研訂說明。

≪異體字字典≫正式六版 ｢字典附錄｣：本典編錄 ｢正字表｣、｢異體字表修訂版(第二版)｣、｢異體字例表｣ 等附錄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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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Variants: Application and Future
7)Li,

Tien-Fu*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itiated the programme of compiling standard characters by 70s, and
having issued The List of Commonly-used Characters, The List of Less-commonly-used Characters
and The list of Rarely-used Characters.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rted the project of The List of
Variant sequentially, and this list eventually turned into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Variants.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Variants, compiled by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cited 62
philology books and 1,242 practical literatures to collect 29,892 standard characters and 76,469
variant characters, 106,333 characters in total. It is absolutely a large-scale work of Chinese
characters. When it comes to characters’ phonetic and meaning,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Variants hold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reviews every single word’s phonetic and
meaning deliberately, and goes to their roots and developments. Furthermore,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Variants tries to preserve literatures as proper as possible.
Since 2013, we have initiated the revising project of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Variants, and tried to expand its system .We hope this dictionary provides profound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ers, and facilitates the work of research.
[Key Words] The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Variants(異體字字典), vriants(異體字), standard
character(正字), The list of standard characters(標準字體表), stratified method(正字綱領),
system expansion(系統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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