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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輯，我們肉香港中文大學譯文改進華金申請了一筆撥款，用來編輯一本

中大校餾常見錯尉字辨正手冊，供校內部門及師生使用。這本子捕以實用為主，黨集說

校內刊物、張貼品、學生習作、試卷等黨集得來的錯別字多以言母為單位 p 列出正確寫

啥。鑑按詞語脫離了上下文章可能會引起誤會，每儷鵲語樣最少的有一輛原想，有需要

時再加上扼要的說明。在整理食料縛，我們發現了一些現象，認為值得向語文教育的局

行提出請教，造嘉定是本文寫作的原因。有一點需要事先說明的，就是題目襄f校闊J 二字

只反映材料的來蟬，前立全非裴本這一社監!為有其獨特的語文現象，我們無意進行計暈分

析，研泣不攏過平與i斷這些現擎的普蟬，性。

一般人常常以錯崩宇連稱多{呈獻梅地說，錯字和別字是兩個不同層狀的概怠。錯字

揖書寫符號的錯誤，如果某人說自己寫了一個「宇J '但根本沒有那種寫法，這就叫錯

字。錯字純輯是符號構形的謬誤。lJlj宇大致上指本該用某個宇的搗方誤用了另一個字雪

不過因為南餾符號都「成字J '如果不能意義上與j轍，就沒有可能辨掛掰一個正確。既然

潛及意義，就屬於鼠的層紋，和錯字不闊了。但這是理論上的說法?區分了兩者對糾正

錯別字〔詢〕並沒有顯著的益處，實際上錯字和好一部份的朋字(調〕都可以說為不熟習書

寫系麓的毛病，所以我們還是操用通行的說法。

在本文星星，我們將輯錯字主要根據《漢語大詞典》、〈辭諒:> (修訂本)、〈中華新字典》

和〈現代漢語詞典》。體化字規範明確，判斷起來較容易，繁體宇賠本然，這正是我們悶

* 本文初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主黨中國語文教學研討會一一因材施教與學以致用J (一九九)\.)發表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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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揉用大、中、 IJ、舉謂書的緣故 o QJ. r碰J 字為側，現在有不少人寫作 rli!華 J ' <{辭辦、》幸11

〈中華新宇典》都沒有 f睡J ' <{漢語大詞典》其目錄為 f磁j 的異體。但不辯護專譚。 1 {，漢語大

言語典》收字務求完備， (中華新字典》以日常應用為主多《辭濃》介乎捕者之需問話於喜智

者，我懦的手冊蹺然為了實用，在這種'1實現下就不接受〈漢語大謂典》的異體了。

至於崩字卻 bt較困難。詞語的構法有時可以解釋 p 有時禪只是習慣，而且許多崗語

揖寫詩是車到近代華至現代才確定下來的金艷於還未達成共識的調語，以的龍可見的最

早出處為據目然不盡至是當，訴諸統計的少數服從多數，想，情也不會主毒「多數j學者所額意

接受。我們不主張尋求對錯別字的單一終攝準悶，認認為餐具體的別字辨正出發更有價

值，表哥上寵信乎有點接本建末、見樹不見林，但從主審理上是可泣解釋的，當然有關問

題品、頭晃文討論了。我樹在本文舉出的研i子?將盡蠶選擇沒有或較少爭議的。

我們對錯摺爭的第一個觀察是，電路打宇當錯別字現象有非常深鐘的正蘭及負圈影

響。議些影響不但直接及投用電腦打字的文稿，也間接作用於手寫的材料。我們並未系

統草葉有鸝電腦中文字庫、謂庫及用宇校正軟件的資料多所以本文只討論手寫詩料的錯

朋字現象，不攝其中的電腦影響也已聽斑可晃。 2

自離本地最流行的中文作業系統是W別DOWS 3.1和W的DOWS95 會復者更有內麓

的言是聽 3 而一般人採罵的輸入法不外乎摸語拼音、麗娟話耕膏、注音字母、倉頓(位括

建成)通幾疇。常腦字庫、商摩、輸入給三者不飽和打印文構的錯財字有關 9 患間接影

響了手寫的錯別字。這是電驕打字的負面影響。 fg正如上文軒說，電腦打字也有正面的

影響，我們先提正富說起。電腦字庫的宇影都經鱷專家檢定，軟件的普及對文字規麓起

了種起作憊，雖然措宇印靠自t但有顯傲的效果，倍以印出來的文本數量比較多一賽活字摸

遠權比不上一偶版本的字庫，兩者所起的種定作用相去種墟。 3 謂路對論語寫法的規範

也有稀飯的作躍。

1 (漢語大溺典》第10$(上海:漢語大認典出版社， 1992年， 1版) ，頁513 0 (商務新字典.)(香港.商務印

響館(答港) ，有限公司， 1991年， 1版)與《漢潑大詞典》的處理方式相間，錢，頁678 0

2 印刷的文緒不…定樣用電腦打字，但從外表上未必看得出來 2 所以我們只簡單寶地把文摘分為手為和印崩

兩類。

3 要要注意，我們是用一套話字模和一個電腦字雞軟手令一一問並委主一個拷貝 (copy) 的電腦字癱軟終一一報

比。一個電腦軟件河以複製成大量拷貝，每個拷貝完全相同，因此一套話字核能鉤印刷的文本，無論如

何比不上一個電腦字庫軟件。何若是即使不印在紙上，只在終端機上顯示警電腦字庫的種定作用依然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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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問為電腦字庫穩定性強，如果出了錯，那影響就不能小看了，例如在WIN也

DOWS 3.1環境下輸入 f膩j 字，如果以 12點大小的「細研體j 聽示，字彤會變成(成卜 4

荷12點「緝明體j正是軟件原來的設定，我們在于寫材料襄也發現「賦J土許多有可能是受了

電腦字庫的誤導。又餌如手寫特料襄有「揖瞄〔描) J ， 5 我們恰巧認識犯錯那位問學，才

知道原來{也是從W肘DOWS95的詞庫學來的。隨著軟件版本不斷修訂，宇摩、調庫的錯

誤一定愈來愈少，所以樟冉非大將題。

速為嚴重的是某些錯誤因為苟且員普及孺強化了，位前在百摸過的「雖j 為餌，如果字庫

襄沒有這餾宇， 6 每故輸入都遭到拒髓，下筆時可能就會記著寫作「種j 了。另一個倒于

是「時J '在材料襄是「砰j 的崩宇 3 用來華擬觀門的聲音。閱本論書只有〈漢語大搞典》故

錯「蟬卜據〈集韻》解作: r時砰，聲也。j7和「磁J 一樣，我們認為 f時J 也是期字。擬

聲調宇形騙旁多繞口，一時想不到正確的寫法 2 適當會類推出龍口能某個譜聾的?新j

宇，如果成功輸入，就表鼠字取得到認可，以後寫字時不再懷疑，因而纜纜錯下去。息相

同的飼子選手H嚀〔時)一當歌j 、「摺〔搭〕車j 、 f誰都〔益。) J等。一般人往往過股相倍印

出來的字彤，即使自己不打字，持IJ人的錯誤看得多了多就以為正確。電路字庫愈大$撞

撞錯誤愈普蝠，當然追不能說是字庫的錯，客觀上卻產生了非常不良的斟作用。

另外，我們在材料鑫發現了大蠶間為 f差之毫釐J 甜「謬以千里J 的錯別字?樹如:

錯宇一一一

攝〔書IU 、 疼〔疼〕 、 穢〔犧〕 、海〔器) 、鏽〔轎〕 、 壁畫〔聲〕 、爾(餵) 、觀(畢露〕 、 醫

〔壁〕、教〔接〕、情〔備)、 1戰(~關〕、居〔摺)、旁〔旁卜鄉〔鄉〕、東〔襄)、縮〔鑽卜

說〔龍)、腐(J益)

男4字一一

播〔插〕曲、第闢〔輯)、編〔遍/編〕楠、王克〔戒〕除、蝶〔碟〕子、鱗鱗〔漸漸)、入場

春〔券)、幾繞〔緝〕頭變

這些錯誤也不是近年才出現的，但在我們的印象叢卻是愈來愈氾濫了。現在很多用電腦

打宇的人都喜歡不需要學習的宇音輸入法，適可能會令人忽略了宇窮的細節，間詞說筆

4 改為其他點數或列印出來後字形又問復正常了。

5 中括號肉是我們加上的正磯寫法，下肉已

已 《漢語大詞典》除了把這個字作為了磁j 的真體外，又據〈集富農》誠為 f涉也J '沒有照例，可見是非常生僻

的字。

7 <漢語大詣典》第3閱(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89年-仆版) ，豆豆258 0

8 其實成功輸入只表示認可了字形，但沒有認可調形，一般使用電腦的人當然不會路通;到這樣徵小的藍藍

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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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字，將來語音輸入普及後 p 情說，智的更嚴聾。

我們的第二個觀察是，寫法不正確的館化宇充斥校園。出去告歷史和政治的原因，以

往大部f分中小學沒有正式教導學生寫簡化字，教育和考試當局又不禁Jl學生以簡化字作

答，問龍助長了一推墉意簡化、不合規範的字形，倒扭:

甲、民〔央、鸝)、 i閱(;:f于、蹋〕

乙 、 愛〔賞 、 覺〕 、 戰〔撓、戰) 、 頁〔真 、 真/星星) 、 寬〔交、 變〕 、 接〔搓 、 經〕 、

倍(醬、錯〕、研(J芳、歷)、缺〔輯、獨)、情〔哲、節〕、體〔楠、犧〕、

仿〔物、傷〕、鳴〔鴨、鳴〕、歷〔庄、壓〕、 J!1/過〔池、邊〕

胃、信〔德、傳〕、努〔友、發〕

以上旬類字形本來直在民問繞行，但事是訂簡化字據表時沒有入選，所以算是不會規範。

乙額和規範字形梧妞，但的不正雄。肉類則是詩本漢字。香港問歸援學校日已經沒有理由

不教傭{仁宇了，問題是從哪個年，報間始較趨舍。為了斜誼些混獸的字形，我們譯為應

該攏，快落實傭{仁宇教學。

第三餾觀察是，錯辦主許不是一種擁立的琨象，錯掛字和其他語文聞聽有非常密切的

關懷，例如泣下詞語如果懂得jl]i擎的讀法 p 應該說不會犯誼樣的錯誤:

籍〔藉〕此、籍〔藉〕口、 j臨〔褲〕色、參予〔輿)、交嚮〔響〕樂、驚鴉〔語)

最後一個詞語 f驚訝」在日語鑫並不罕見?但竟然有人把 f訝J 讀作「鶴J '這真令我們有點

驚訝。

我們又黨集到以下蘊些含有雕字的戚語:

戰戰驚驚(兢兢)、真明〔名〕其妙、歸根究底〔抵)、憤世妒〔接〕倍、

s感交雜〔集卜蚯〔駐〕高氣揚、鋒〔時〕過路轉、不個…曬〔唱)、

轉〔碎〕擴〔罷〕萬斷〔陸〕

我們鋪排這些「問題成語J 的故序，大致上是能可以諒解到不能接受。處諾夫是一種摺定結

構，多來自古代漢語，又常常經過農縮，不一定龍鶴說宇宙看出全部的意思，學曾成語

主要是靠記憶 e 當然我們都脊造樣的經驗，我們主動記憶的成語其實不多多大部分是閱

讀恃無意中學會的，所以無法駕叡成語可說是關續重豈不足的痛癥。無法駕敏又可以分威

主種情說，一是橡「戰戰驚驚J JU r百感交;雖j誼五舖倒于 3 雖然不正確 p 但字插上未嘗說

本建;二是像「扯商業揚J 至H不薩一曬j造三個，宇宙上說不過去，但還是可試看到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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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正確的形式有點模糊印象， 9 最可怕是 f粹撕萬斷扒拉錯者對正確的寫法根本沒有

印象 3 又不嘗試理解自己筆下究竟是甚麼意思。 10

上頭說「問題成語j 的錯誤有些可i品諒解=有些期不能接受，現在我們想進一步指

出，其他詞語也有相闋的現象，而且從海錯方式未嘗不可以分出語文水平的高下。先辛辛

以下詞語:

丁、語意可解

混鈍〔沌卜演譯(繹〕、東〔緣〕故、成積〔績〕、鵲題(提〕、付〔賦〕予、特式

〔色卜角式〔色)、舒〔抒〕發、隔漢〔職、格〔闢〕膜、說/形〔營〕娃、高根〔跟〕

鞋、辦工〔公〕霞、融融〔鴨2萬〕緝語

戊、語意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

錯〔烙〕印、續〔建〕漸、攏〔費醫〕麟、公〔工〕鹽、童讀〔複)、篇〔編〕韓、不其

〔期)然

己、語意不可解

付〔負〕賞、鄰〔輪〕饒、身驅〔驅卜倍〔賠〕纜、思巧〔考〕、離〔縱)然、恐怖

〔梅)、紙叢〔張卜素〔塑〕遠、路〔儕〕強、顧〔罐〕三位、複智〔雜〕、融〔捕)聽、

股〔鼓〕燥〔曝卜多原〔元Ht 、黨獨〔餾)7]<.、雅俗共償〔賞〕、自久失控(11廖〕

把造聾也錯的訶諾分為可解不可解等三類多不覺帶有主觀成分，但我們的用意只是想擺

出，租了顯錯誤的人比殺己顯錯誤的人訝:讓強一些。以「格(闢〕膜J (丁頓)和 f融〔臨〕

膜J (己類)為倒， r格J 可以聯想到「格格不入J '和 f隔膜j 的詞義有點建繫 3 迎錯者也許

考盧過構調是否合理的問題， r融j 則含有融和的意思，和「聽聽j可謂 f格格不入J 0 研i且

我們說話感強一些， t且不過指控錯者若稍稍考聾自己筆下詢囂的自覺罷了。現在我們很

乎對了這樣的一餾搗步，不能再用正確、不正確來區另IJ語文水平的高下，聞要改用錯得

有理、錯得無理了。

所以像以下爐些字詣，去告怕也在值得「諒解J 之列:

龍(擺〕介〔尷) :尷誼是一種內心感受多研以攏'L'宇旁。

蹦蹦(J的船上曰:最f藍眼皮知錯者知纜這個詞語和說話有關。

說〔鱷〕輯、青春〔念〕毒、想捕〔袱) :誼啟影聲字的形旁和聲旁t且都不是磁子讀L寫的。

9 r略j 和 rllðJ 相似， rfti配是「曬j 的簡化字。

10 至更極端的情況是一句成語都不懂，不過目前應該縫沒有差勁到援地步吧。我們還蒐集到 f耳提命名〔函

命川、 f身同感受〔感同身受) J等例子，雖然不是那字，但和上述問題的本質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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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符)合:應該館替 f合乎」的擺龍。 11

可是如果接鶴不甘心把器文標準持低到龍餾程度多想在餾文教育上下艘工夫，著舉

常純的毛癌類型也許應該多注意:

、幾組常常混薄的詞語

卜腎、讚:讚(贊〕成

3' 燥、躁:景燥〔躁〕

5' 膠、按:類形〔型〕

7 .映、影:倒映〔影)

兮，至、致:華教〔至卜

申、鋪旁類11:現象

1 .追經〔額!JJ)

3' 聽路〔絡〕

5' 砂蝶〔架〕

7 .線(黨〕喧〔喧〕

2- 景、境:纜〔景〕象

4' 象、像:她像(象〕

6' 僚、繫:聯館(數〕

8' 忠、少:減小〔少卜少(小〕

〔致〕

2- 清諧〔晰〕

毒﹒純粹〔粹〕

6' 精欖[曾發)

8- 癢〔權)

以上期點早已有人提出聽了，在我們的者科裝的確佔了不少份蠱，可見真是當題的毛

病，然寵嚴重要是有蟻律可尋，糾正起來較有舉一反三的可能。

11 遊單位{哥華橫」、「奮發J 悄沒豬肉，但材料裝沒有這兩億淌。

12 r疲倦j常常態用，這藥 f倦j字的誤寫應該是劉為和 f疲J 字偏旁類化，自戀個例子可覓，引起類化的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