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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漢字規範筆順比較

張小衡、張煥淇

香港理工大學

1. 前言

筆順是漢字的筆劃書寫順序，一指單個筆劃內部的運筆走向，二指筆劃之間的先

後順序。由於筆劃走向比較簡單，人們討論筆順問題時一般都是指後一含義。

掌握規範筆順（或稱標準筆順）對於漢字的教學、排檢和計算機信息處理等都具

有相當重要的作用。在漢字教學方面，由於筆順是人們書寫漢字的經驗總結，所以按

照規範的筆順書寫有助於把字寫得既正確漂亮又便捷。在漢字排列和檢索方面，現代

中文字典詞典等工具書的常用排檢法離不開筆順的支持。漢字筆畫排檢法顯然要依賴

筆順，而部首排檢法和拼音排檢法往往也需要借助筆畫排檢法來處理同部首和同發音

的字。在計算機和手機信息處理方面，筆順也有不可忽略的作用，例如正確的筆順能

大大提高漢字手寫輸入的效率。

中國兩岸四地共有兩套官方筆順標準：一套來自內地，有兩個文獻，即《現代漢

語通用字筆順規範》（國家語委  1997）和《GB13000.1 字符集漢字筆順規範》（國家

語委  1999），1 都使用內地的標準宋體字形；另一套來自台灣，只有一個文獻，即《常

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手册》（台灣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  1996），使用台灣的標楷體

字形。這些文獻都以列表的方式逐字規定本地的標準筆順。港澳地區還沒有政府正式

公布的筆順專用標準。

關於兩岸筆順標準的比較研究，我們從“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共查到兩篇學術

論文：一篇是高更生教授（1999）的《海峽兩岸漢字筆順的規範》，另一篇是許長安

教授（2005）的《海峽兩岸筆順規範比較》。兩位前輩都對兩岸的筆順規範作了很有

意義的討論，但由於文章篇幅較短，內容基本局限在《現代漢語通用字筆順規範》的

7,000 內地規範漢字和《常用國字標準字體筆順手册》的 4,808 台灣標準漢字之間的同

形字的筆順比較，4,808 個台灣漢字中有 2,300 多個舊形字、繁體字和異體字等（佔總

1 在單字筆順方面，該規範與《GB13000.1 字符集漢字字序（筆劃序）規範》（國家語委  2000）
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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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 48.9%），因爲不在 7,000 內地通用字中出現而未能比較。關於字形相同性

和筆順相同性的判斷方法也沒有說明。此外，對於需要重點研究的同形異筆順

字也只限於舉例介紹，沒有完整的字表。本文將在上述三方面做進一步的發展

和完善。

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或任務有三個：

1）  建立一個涵蓋整個台灣標準筆順表的海峽兩岸字形筆順對照表，

2）  將對照表的條目分成四類： 

 •字形相同，筆順相同（例如 : 口 - 口）。

 •字形相同，筆順不同（例如 : 里 2511211- 里 2511121）。

 •字形不同，筆順相同（例如 : 丑 - 丑）

 •字形不同，筆順不同（例如 : 角 3535112- 角 3535121）。

 並統計出各類的條目數和所佔百分比。

3） 根據上述實驗結果進行分析討論，爲新時期的語文教學、應用與發展提供支

持和參考。

3. 實驗方法

以往關於筆順規範的對比研究受限於內地的 7,000 通用字，所以只能處理台灣

筆順標準 4,808 個漢字中的一半左右。這一問題可通過利用《GB13000.1 字符集漢

字筆順規範》來解決。GB13000.1 字符集等效於 ISO10646.1/Unicode 國際大漢字

集的基本集，收 20,902 個中日韓標準漢字，包括內地的 7,000 通用字和台灣筆順標

準中的所有漢字。爲了便於數據分析統計，本實驗在 MS Excel 上進行，具體步驟

如下。

3.1. 錄入兩地筆順標準的原始數據

第一階段的工作是將《GB13000.1 字符集漢字筆順規範》和《常用國字標準字體

筆順手册》中的“漢字－筆順”數據分別輸入到一張 Excel 工作表上。由於“正易全”

漢字輸入法（張小衡  2003）的數據庫中已經錄入了《GB13000.1 字符集漢字筆順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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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中的全部 20,902 個宋體漢字及其筆順（序號式），2 所以在取得許可後我們從輸入

法研製者那裡將這一部分數據拷貝過來。台灣標準的數據，需按原書中的順序手工輸入

所有 4,808 個字（並編好序號）。至於台灣筆順部分，考慮到兩地相對應的漢字大多會

有相同的筆順，即使筆順不同，也往往限於少數筆劃的差異。因此，與完全手工輸入相

比，更有效的辦法是複製和修改相應的內地漢字筆順數據。這將在下一步驟中實現。

3.2. 原始數據的對齊與完善

數據對齊是指爲台灣筆順標準中的每一個楷體字形在內地的規範中找到相應的

宋體字形和筆順，並將它們排在同一行上。兩地字形對應的條件是雙方具有相同的

Unicode 代碼，而要判斷兩個字符的 Unicode 值是否相等只需運用簡單的 Excel 條件函

數就可以成批自動處理了。

台灣楷體字與內地宋體字對齊後，將各行按楷體字在台灣筆順標準文獻中的先後

次序重新排列，删除《GB13000.1字符集漢字筆順規範》20,902個宋體漢字中不與 4,808
標楷字對應的字條。然後，將各行的內地筆順內容複製到台灣筆順的位置上，根據台

灣筆順標準文獻逐條校對（同時將標準中的跟隨式筆順表達式轉換爲數據表中的序號

表達式）。最後複查校對整個表的內容，完成涵蓋台灣筆順標準中所有 4,808 漢字的

兩地字形筆順原始數據對照表，其格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兩地標準字形筆順原始數據對照表（示意）

3.3. 兩地字形筆順的同異性標注

在表 1 的基礎上增加兩個數據項，用於標注每個漢字在兩套標準中筆順和字形是

否相同，相同的標上“Y”（Yes），否則標上“N”（No），如表 2 所示。

表 2  兩地標準字形筆順異同對照表（示意）

2 筆劃的序號式表示，即將橫、竪、撇、點、折五類基本筆形分別用序號 1、2、3、4、5 表示。

例如“中”字的筆順“竪、折、橫、竪”用序號“2512”表示，“文”字的筆順“點、橫、撇、

捺”用“4134”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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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字形的筆順相同是指它們在表中的筆順表達式相同，可通過 Excel 函數自動標

注。而字形相同性的確定則比較複雜。內地筆順規範文獻中使用的是內地的宋體字形，

而台灣的標準筆順用的是台灣的標楷體字形。如果從圖像技術的觀點來看，沒有一對

字形的圖形是絕對相同的。然而，我們關心的是語言文字應用意義上的字形差異，主

要表現在區別漢字的功能上。

字形相同性的判斷準則是：

1）  總體字形相似。例如，字形相同：大大。

2）  字形內的部件相似。例如，相同 : 吉吉（士，口）。

3）  部件之間的結構位置相同。例如，不同：麵麵（左右結構 - 包圍結構）。

4） 部件內相應筆劃（橫、提、竪、撇、點、捺、折等）和筆形相同（大多筆劃數

相同）。例如，相同：木木，阝阝，之之；不同：米米，辶辶，心心，草草。

5）  筆劃之間的組合（交、接、離、相對位置）相同。例如，不同 :全全， 丑丑，女女。

6）  筆劃相對長短一致。例如，不同 : 寺寺（土 - 士）。

上面六條準則也是充分必要條件，即兩個字形相同必須滿足所有條件，任何一項

不滿足都說明字形不相同。考慮到字形相同的字大多筆順相同，而形體不同的字大多

筆順不同，爲了提高標注工作的效率，我們先把筆順相同的字排在一起，將其“字形

相同”標誌預置成“Y”；把筆順不同的字排在一起，將其“字形相同”標誌預置成

“N”。然後根據兩地標準中的實際字形按照上述準則對這些標注作必要的修改。

最後，對表中的數據進行分類歸組，完成《兩岸字形筆順對照表》的建造工作。

4. 實驗結果統計

根據《兩岸字形筆順對照表》中的字形相同性和筆順相同性標注，我們將 4,808
個字條分成四大類：字形相同且筆順相同、字形相同但筆順不同、字形不同但筆順相

同、字形不同且筆順不同。每類字條的數量和所佔百分比如表 3 和圖 1 所示。3

表 3  4,808 字中各類字形筆順的條目數量和所佔百分比

3 合計百分比與單項百分比數據之間的細微不一致現象是“四捨五入”所致。計算是在精確的數據

上進行的，而表格顯示只保留到小數點後 2 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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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四類漢字筆順所佔比例  圖示

在這四組漢字中，最好的是“字形相同筆順也相同”，佔台灣筆順標準 4,808 字

的 50.06%，距理想的 100% 相差將近一半。最不好的是“字形相同但筆順不同”，佔

7.97%。這一類最容易引起混淆，妨礙筆順規範標準的應用，所以在語文教學中應該

特別重視。附錄 1 列出了這“最不應該有的一類”的所有漢字，共 383 個，這些字按

筆順不同的部件分組後按各組的字數降序排列。有兩處以上筆順不同的字只在表中出

現一次，例如，“悵”和“悔”都只出現在“忄”部，不再收入“長”或“母”部。

掌握同形異筆順字並不困難。因為總共只有 32 組，而且前面一半（16 組）就佔

了 91.64%。此外，不同組別之間也存在一些共通性。例如“里”、“黑”、“冉”、

“重”等字中位於部件底部的“土”字形，內地筆順都是“豎、横、横”（211），台

灣筆順都是“横、豎、横”（ 121）。“與”、“學字頭”、“攀字頭”、“興”、“輿”、

“盥”、“轡”等字中的對稱結構，內地使用筆順規則“先左後右”，而台灣遵循“先

中間後兩旁”。“肅”字組和 “淵” 字組也可以歸為一類。由此進一步想，我們還可

以看到，只要兩岸學者共同努力，消除同形異筆順字是不難做到的。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4,808 個漢字中有 1,692 個的兩地標準筆順存在差異，

佔 35.19%，即平均不到三個字就有一個兩地筆順不同。可見，兩岸筆順標準的不一致

性是相當嚴重的，勢必給語言文字教學與應用和文化交流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5. 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前輩專家的兩岸漢字筆順對比研究的基礎上，做了三方面的發展完善：1） 
建立了一個涵蓋台灣標準筆順表的《兩岸字形筆順對照表》，並統計了四類字形筆順

的條目數和所佔百分比。2）交代了字形相同性和筆順相同性的判斷方法。 3）給出

了一個完整的同形異筆順字表。希望這些努力能爲語文教學與應用提供支持，為新時

期語文政策的制定和發展提供參考，爲兩岸四地最後達成字形和筆順的統一（蘇培成 
2001，孫建偉  2011）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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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還很多。例如，雖然內地的宋體字已經很接近楷體字，但

與台灣標楷體在字形結構上還是有區別。將兩地筆順規範中的字轉換爲同一類字體後

再作字形比較是否合理一些？或者是有益的補充？例如內地宋體的“心”與台灣標楷

體的“心”字形不同，但是內地楷體“心”與台灣標楷體“心”字形相同，內地宋體

“心”與台灣細明體“心”的字形也相同。我們正在為對照表增加“內地楷體與台灣

標楷體的字形異同性＂和“內地宋體與台灣細明體的字形異同性”兩項內容，以支持

更為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討。

此外，港澳地區儘管還沒有專門的官方筆順標準，但香港教育署曾在 1986 年編印

了常用字字形表，每個字都有手寫的筆順規範（新版的常用字字形表（香港政府教育

局  2007）中沒有筆順內容）。由香港政府教育局委託 Langcomp 公司研製的《點畫流

形》漢字書寫學習軟件也有筆順內容。如果把香港的筆順也考慮進來，將會使規範筆

順的比較研究更為全面。

另一個問題是，本文的筆順碼採用中國國家標準和一般辭書排檢的五類筆形法，

筆順相同只說明筆劃類別相同。為了實現更為精確的筆順比較，可考慮使用更為具體

的筆形。

順便提一下，我們在實驗中發現少數部件在不同字形環境中出現時形體結構發生

非規律性變化。例如附錄 2 中的“豕”，最後兩畫（撇捺或撇點），在幾種常用字體

之間或同一字體內部都存在組合關係的不一致現象。希望字形整理部門能注意到這一

點。爭取早日實現大中華書同文（沈克成  2008），方便廣大民衆的語言交際。

  附錄 1  海峽兩岸筆順標準中字形相同筆順不同的 383 字 4

4 兩地筆順用筆劃序號式表示，即 1 橫、2 竪、3 撇、4 點、5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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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細明體、宋體、楷體和標楷體之間，以及同一字體內部的筆劃組合不一致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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