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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將《粵音正讀字彙》書末所載「日常錯讀字字表」內其中四十三個字的粵

語注音，與《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

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

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的注音相比較，找出歧異之處，並嘗試細究其中原

因，希望老師們在教學時因此而有所依據，能除去為學生進行正音的障礙。 

關鍵詞 

《粵音正讀字彙》  粵語注音  異讀  錯讀 

I 導論 

I.1 前言 

普通話是國家大力推行、全國通用的語言，它早已有一套注音的標準，有權威

的字典辭書(如《新華字典》、《現代漢語詞典》)供全民使用。今天香港大部份老師，

仍以廣州話教授中國語文，然而廣州話卻沒有公認的注音標準，老師們查字典，但

字典的注音卻不盡相同，使人無所適從。香港的中國語文教育工作者都殷切期待有

關當局能為粵語進行審音，訂定一套標準化的廣州話讀音，讓老師們教學時有所依

據，使學生日常與人溝通時，能避免發生誤會，在公開考試時，能說出規範的廣州

話。 

I.2 研究目的 

《粵音正讀字彙》一書，書末有一「日常錯讀字字表」，列舉了六十二個字例，

它們是：頒、蹈、藉、浹、捷、昨、綜、泛、販、覆、緋、革、骼、糾、紀、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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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桿、均、坎、憩、坷、凱、刊、券、絢、任、熠、漪、擬、肄、誼、簷、謁、

夭、躍、愉、予、與、戾、捩、眸、媚、冥、銘、嫵、遏、遨、抨、嬪、浦、索、

舌、塑、渲、恬、湍、峙、創、揣、慧、緩，表內標示出字的正讀、《粵音韻彙》的

讀音及日常錯讀的字音。本論文的寫作目的，就是要找出《粵音正讀字彙》與《粵

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李

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

州話正音字典》這些教育工作者日常使用的工具書，在粵語注音上的歧異，並嘗試

找出其中原因，使老師們在教學時有所依據，能除去為學生進行正音的障礙。 

I.3 標音系統 

《粵音正讀字彙》、《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

字彙》、《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

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的粵語拼音系統不盡相同，為統一起見，

本文採用《廣州話正音字典》的拼音系統標注粵音，普通話讀音則根據「漢語拼音

方案」標音。 
本文所用粤語標音系統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音標表 P.10-11)： 

(1) 聲母(十九個) 

b 波  p 破  m 摩  f 科 
d 多  t 拖  n 挪  l 羅 
dz 支  ts 雌  s 思  j 衣 
g 家  k 卡  h 哈  ng 牙 
gw 瓜  kw 誇  w 蛙    

(2) 韻母(五十三個) 

aa 行 aa 
椏 

aai 
挨 

aau 
坳 

aam
(三)

aan 
(山) 

aang
(盲) 

aap 
鴨 

aat 
壓 

aak 
軛 

a  行 
 

 
 

ai 
哎 

au 
歐 

am 
庵 

an 
(分) 

ang 
(盟) 

ap 
(急)

at 
(不) 

ak 
厄 

e  行 
 

e 
(爹)

ei 
(你) 

   eng 
(嬴) 

  ek 
(尺) 

oe 行 
 

oe 
(靴)

oey 
(居) 

  oen 
(津) 

oeng
(香) 

 oet 
(卒) 

oek 
(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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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行 
 

o 
柯 

oi 
愛 

ou 
澳 

 
 

on 
安 

ong 
(喪) 

 ot 
(渴) 

ok 
惡 

i  行 
 

i 
衣 

 iu 
腰 

im 
艷 

in 
燕 

ing 
英 

ip 
葉 

it 
熱 

ik 
(式) 

u  行 
 

u 
烏 

ui 
(杯) 

  un 
碗 

ung 
甕 

 ut 
(闊) 

uk 
屋 

y  行 
 

y 
于 

 
 

 
 

 
 

yn 
冤 

 
 

 
 

yt 
月 

 
 

鼻韻   
 

 
 

m 
唔 

 
 

ng 
吳 

 
 

 
 

 
 

例字加 “(  )” 的只取其韻母。 

(3) 聲調(九個) 

以 1、2、3 分別代表陰平、陰上、陰去； 
4、5、6 分別代表陽平、陽上、陽去； 
7、8、9 分別代表陰入、中入、陽入。 

例如： 

1. 陰平 分 fan1 
2. 陰上 粉 fan2 
3. 陰去 訓 fan3 
4. 陽平 焚 fan4 
5. 陽上 憤 fan5 
6. 陽去 份 fan6 
7. 陰入 忽 fat7 
8. 中入 發 faat8 
9. 陽入 佛 fat9 

II 《粵音正讀字彙》所載日常錯讀字異讀研究 

《粵音正讀字彙》所列六十二個日常錯讀字例，十九個在《粵音韻彙》、《辭淵》、

《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

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粵

音正讀字彙》中標音一致，有四十三個標音不一致。現將有關資料細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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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音一致的字例： 

 例字   例字 例字  例字 
1. 頒 6. 憩 11. 肄 16. 遏 
2. 蹈 7. 凱 12. 謁 17. 浦 
3. 販 8. 絢 13. 愉 18. 恬 
4. 緋 9. 漪 14. 眸 19. 緩 
5. 骼 10. 擬 

 

15. 媚 

 

 

讀音不一致的字例： 

 例字   例字 例字  例字 
1. 藉 6. 泛 11. 勁 16. 坷 
2. 浹 7. 覆 12. 競 17. 刊 
3. 捷 8. 革 13. 桿 18. 券 
4. 昨 9. 糾 14. 均 19. 任 
5. 綜 10. 紀 

 

15. 坎 

 

20. 熠 
 
 例字   例字 例字  例字 

21. 誼 26. 與 31. 嫵 36. 舌 
22. 簷 27. 戾 32. 遨 37. 塑 
23. 夭 28. 捩 33. 抨 38. 渲 
24. 躍 29. 冥 34. 嬪 39. 湍 
25. 予 30. 銘 

 

35. 索 

 

40. 峙 
 

41. 創 
42. 揣 
43. 慧 

II.1 藉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藉」字注音主要有三：dze6、dzik9、dze3。謹將各書注

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1 dze6 dzik9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2 dze6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 dze6 dzik9  / 

                                                 
1 見《粵音韻彙》（香港：中華書局，1982 年版）頁 21 及 32。《粵音韻彙》初版於 1941 年。 
2 見《辭淵》（香港：華通公司，1976 版）頁 1270。《辭淵》初版於 1948 年。 



《粵音正讀字彙》所載日常錯讀字異讀研究 493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 dze6 dzik9  dze3  
5. 余秉昭《同音字彙》5  / dzik9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6 dze6 dzik9  dze3 (又)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7  / dzik9  dze3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8 dze6 dzik9  dze3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9 dze6 dzik9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0  / dzik9  dze3 (又讀)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1 dze6 dzik9  dze3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12 dze6 dzik9  / 

    上述諸書中，施庸盦、茅瑩甫的《辭淵》，於「藉」字只標 dze6 一音。 「藉」

下釋義云：「【名】草做的襯墊。【動】1.借。(例)藉端。2.坐臥。(例)藉草。3.安慰。(例)

慰藉。4.依賴。(例)憑藉。5.寬容。(例)醒藉。【形】散亂不整。(例)狼藉。」其下收

「藉口」、「藉水」、「藉手」、「藉曰」、「藉故」、「藉重」、「藉甚」、「藉詞」、「藉端」、

「藉藉」十詞。「藉口」下釋義曰：「有可託之詞。」「藉水」下釋義曰：「［地］一名

洋水。源出甘肅伏羌縣西南。」「藉手」下釋義曰：「得到憑藉。」「藉曰」下釋義曰：

「假託之辭。意同即使。」「藉故」下釋義曰：「借故、託故。」「藉重」下釋義曰：

「借重。」「藉甚」下釋義曰：「贊助者眾多。」「藉詞」下釋義曰：「假託的言詞。」

「藉端」下釋義曰：「借事生端。」「藉藉」下釋義曰：「雜亂而眾多。」 

 余秉昭的《同音字彙》，則只收 dzik9 一音。dzik9 音下云：「藉賴，藉故，藉口，

                                                                                                                                      
3 見《中文字典》（香港：華僑語文出版社，2007 年第 5 版）頁 487。《中文字典》初版於 1963 年。 
4 見《粵語同音字典》（香港：東聯學供社，1996 年增訂本）頁 346 及 353。《粵語同音字典》初版於

1974 年。 
5 見《同音字彙》（香港：新亞洲文化基金會有限公司，1997 年新修訂本）頁 42。《同音字彙》初版於

1971 年。 
6 見《中華新字典》（香港：中華書局，2007 年 11 月全新修訂再版）頁 612-613。《中華新字典》初版

於 1976 年 8 月。 
7 見《李氏中文字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年第 2 版）頁 196。《李氏中文字典》初版

於 1980 年。 
8 見《廣州音字典》（香港：三聯書店有限公司，1989 年第 1 版）頁 185。 
9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香港：商務印書館，1988 年第 1 版）頁 150。 
10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香港教育署，1992 年修訂本）頁 183。《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初版於

1990 年。 
11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年第 2 版）頁 193。《廣州話正音字典》初版

於 2002 年。 
12 見《粵音正讀字彙》（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6 年第 2 版）頁 146 及 227。《粵音正讀字彙》

初版於 1999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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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慰藉，藉端生事，狼藉(凌亂的樣子)。」 
 黃錫凌的《粵音韻彙》、喬硯農的《中文字典》、周無忌、饒秉才的《廣州話標

準音字彙》及何文匯、朱國藩的《粵音正讀字彙》，則 dze6、dzik9 二音竝收。《粵

音韻彙》dze6 音下收「憑藉」、「藉口」二詞；dzik9 音下列「狼藉」一詞。此書既

名《粵音韻彙》，故只標音，不釋義。《中文字典》dze6 音下釋義曰：「1.草製的襯

墊。：［例］藉用白茅。2.依託：憑藉。3.假借：［例］藉故退席、藉端滋擾。4.寬慰：

［例］慰藉。」dzik9 音下釋義曰：「1.雜亂眾多的樣子。：［例］人言藉藉。2.[狼藉]

看『狼』條。」《廣州話標準音字彙》dze6 音下收「憑藉」一詞；dzik9 音下列「狼

藉」一詞。《粵音正讀字彙》則於 dze6 音下收「藉口」一詞，又音 dzik9；dzik9 音

下曰：「1.[慰藉]。2.[狼藉]雜亂不堪，也作狼籍。3.憑：藉口；憑藉。(注：「藉口」、

「憑藉」的「藉」字又音 dze6)。」 

李卓敏的《李氏中文字典》、語文教育學院的《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標

dzik9、dze3 二音。《李氏中文字典》dzik9 音下釋義云：「1.帝耕之千畝田。2.借助。

3.亂七八糟：狼藉、杯盤狼藉。4.墊在下面的東西。5.墊；襯：枕藉。6. 慰藉：寬慰。

7.藉口：借為口實。」dze3 音下釋義曰：「=借。1.假託：藉故、藉端。2.憑藉：依靠。」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dzik9 音下列「枕藉」、「狼藉」、「藉口」三詞，「藉口」一

詞注又讀 dze3。此書為讀音表，只標音，不釋義。 

馮田獵的《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書局的《中華新字典》、饒秉才的《廣州音字典》、

詹伯慧主編的《廣州話正音字典》，則 dze6、dzik9、dze3 三音全收。《粵語同音字典》

dze6 音下云：「又讀高去聲，作假使，利用，依託，薦墊，等解，藉口，憑藉，慰

藉。」dzik9 音下云：「若讀此音，作雜亂解，狼藉或踐踏，奉呈解，又通籍，其餘

讀借(dze3)或謝音(dze6)。」《中華新字典》dze6 音下注曰又音 dze3，釋義云：「1.〈書〉

墊在下面的東西。2.墊襯。3.假託：藉故、藉端。4. 憑藉，利用：藉手。藉着燈光

看書。」dzik9 音下曰：「1.〈書〉踐踏，侮辱。[狼藉]亂七八糟：杯盤狼藉。2.姓。」

《廣州音字典》dze6 音下釋義曰：「1.墊在下面的東西。2.墊襯：枕藉。」dzik9 音

下釋義曰：「『狼藉』亂七八糟：杯盤狼藉。」dze3 音同「借」字的第三及第四項之

用法，釋義曰：「3.假託：藉端、藉故、藉題發揮。4.憑藉，依靠。」13《廣州話正

音字典》，dzik9 音下釋義云：「1.雜亂；盛多：狼藉│名聲狼藉甚。2.古代一種借民

                                                 
13 見《廣州音字典》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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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耕公田的制度。3.進貢：藉于天子。4.用繩子綁。5.顧：不藉身。6. 通「籍」，登

記。」dze6 音下釋義云：「1.古代祭祀朝聘時陳列禮品的墊物。2.鋪；墊：藉地。3.
坐卧在某物上：枕藉。4. 踐踏；欺凌：凌藉。」dze3 音下釋義云：「1.憑藉；依靠：

藉力│藉口。2.假使；如果：藉令。」 

「藉」字《廣韻》兩見，去聲四十禡下音「慈夜切」，解說云：「以蘭茅藉地；又

音慈亦切。」14入聲二十二昔下音「秦昔切」，注曰：「狼藉；又姓。《左傳》晉大夫

藉談。又慈夜切。」15以今粵音切之，「慈夜切」與 dze6 音相應，「慈亦切」及「秦

昔切」則與 dzik9 相應。(反切下字若為仄聲，濁塞擦音變為清音後，聲母多不送氣。
16)「藉」字可叚借為「借」17，故《廣州音字典》直指「藉」字唸 dze3 音時，義同

「借」字，有假託、憑藉、依靠之意。而《廣州話正音字典》亦於 dze3 音下有相類

之釋義。 

《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

話正音字典》於 dze6 音之下，均列出與《廣韻》「慈夜切」「以蘭茅藉地」釋義相近

之解釋。除《辭淵》外，上述工具書均於 dzik9 音下標示《廣韻》「秦昔切」下「狼

藉」一義。只有《中華新字典》指出用於姓氏時，「藉」讀作 dzik9。至於 dze3，《中

華新字典》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均列作又讀。 

II.2 浹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浹」字注音主要有二：dzip8、gaap8。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18 dzip8  gaap8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19 dzip8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20 dzip8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21 dzip8 gaap8 (罕讀)   

                                                 
14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臺北：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年）頁 422。 
15 同上，頁 519。 
16 見《漢語音韻》（香港：中華書局，1973 年版）頁 91。 
17 見《說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年）頁 374。 
18 見《粵音韻彙》頁 7 及 30。 
19 見《辭淵》頁 807。 
20 見《中文字典》頁 295。 
21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93 及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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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秉昭《同音字彙》22 dzip8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23 dzip8 (書)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24 dzip8 gaap8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25 dzip8 gaap8 (俗)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26 dzip8 gaap8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27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8 dzip8 gaap8 (俗)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9 dzip8  /  

語文教育學院的《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沒有收錄此字。 
施庸盦、茅瑩甫的《辭淵》、喬硯農的《中文字典》、余秉昭《同音字彙》、中華

書局的《中華新字典》，以及何文匯、朱國藩的《粵音正讀字彙》，於「浹」字只標

dzip8 一音。《辭淵》dzip8 音下云：「【形】1.和洽。(例)浹洽。2.周匝。(例)浹日。【動】

浸透。(例)浹背。」其下收「浹洽」、「浹日」、「浹辰」、「浹背」、「浹赬」五個詞語。

「浹洽」下釋義曰：「和洽。」「浹日」下釋義曰：「自甲至癸周匝十日。」「浹辰」

下釋義曰：「自子至亥周匝十二日。」「浹背」下釋義曰：「汗流滿背。」「浹赬」下

釋義曰：「浸透的赤色。」《中文字典》dzip8 音下釋義曰：「1.濕透：［例］汗流浹背。

2.周匝，如由天干甲日至癸日周匝十日叫『浹日』，由地支子日至亥日周匝十二日叫

『浹辰』。」《同音字彙》dzip8 音下云：「(濡染深透也)，汗流浹背。」《中華新字典》

dzip8 音下釋義曰：「〈書〉透，遍及：汗流浹背。」《粵音正讀字彙》則於 dzip8 音

下收「汗流浹背」一詞。 

黃錫凌的《粵音韻彙》、馮田獵的《粵語同音字典》、李卓敏的《李氏中文字典》、

饒秉才的《廣州音字典》、周無忌、饒秉才的《廣州話標準音字彙》、詹伯慧的《廣

州話正音字典》，則均標 dzip8、gaap8 二音。《粵音韻彙》dzip8 音下收「浹洽」一

詞；gaap8 音下曰「激也」。《李氏中文字典》gaap8 音下釋義云：「1.濕透：汗流浹背。

2.周匝：浹辰，謂自子至亥周匝二十日。」dzip8 音下釋義曰：「周洽：教化浹洽。」

                                                 
22 見《同音字彙》頁 45。 
23 見《中華新字典》頁 366。 
24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56。 
25 見《廣州音字典》頁 92。 
26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89。 
27《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沒有收錄此字。 
28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03。 
29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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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話標準音字彙》dzip8 音下收「浹洽」一詞；gaap8 音下曰「激」。《粵語同音

字典》gaap8 音下云：「激也，罕讀。」dzip8 音下云：「浹洽，和洽，潤濕，周匝。」

《廣州音字典》於「浹」字先標 dzip8 音，再注明 gaap8 為俗音，然後釋義曰：「濕

透：汗流浹背。」《廣州話正音字典》亦先標 dzip8 音，再注明 gaap8 為俗音，再釋

義曰：「1.浸透：汗流浹背│浹于骨髓。2.通透；遍及：冥凌浹行 3.周而復始：浹日(十

日)。4.融洽：浹和。」 

案：「浹」於《廣韻》屬入聲三十怗，音「子協切」，釋義云：「洽也。通也。徹

也。浹辰，十二日也。」30「子協切」粵音作 dzip8，除《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沒

有收錄此字外，其餘工具書皆標 dzip8 一音。《粵音韻彙》、《粵語同音字典》、《廣州

話標準音字彙》均在 gaap8 音下謂「浹」含「激」義；至於《廣州音字典》及《廣

州話正音字典》；則以 gaap8 為俗音；《粵語同音字典》則以 gaap8 為罕讀。「浹」以

「夾」作偏旁，有些人見邊讀邊，故讀「浹」為 gaap8 音。 

II.3 捷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捷」字注音主要有四：dzit9、tsip8、dzit8、dzip9。謹將

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31 dzit9  /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32 dzit9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3 dzit9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34 dzit9 tsip8  /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35  /  / dzit8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36 dzit9  /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37  /  / dzit8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38 dzit9  /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39 dzit9  /  /   / 

                                                 
30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542。 
31 見《粵音韻彙》頁 31。 
32 見《辭淵》頁 544。 
33 見《中文字典》頁 207。 
34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39 及 352。 
35 見《同音字彙》頁 45。 
36 見《中華新字典》頁 259。 
37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07。 
38 見《廣州音字典》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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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40 dzit9  /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41 dzit9 tsip8  /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42 dzit9  /  /  dzip9(本)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

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及《粵音正讀字彙》於「捷」字皆只標 dzit9 
一音。《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均只標音，沒

有釋義。《辭淵》「捷」下釋義云：「【動】戰勝。(例)告捷。【名】戰利品。【形副】

快速。(例)敏捷。」其下收「捷口」、「捷徑」、「捷給」、「捷報」、「捷黠」、「捷足先

得」、「捷克斯拉夫」七詞。「捷口」下釋義曰：「利口。」「捷徑」下釋義曰：「1.最
直捷的近路。2.速成的方法。」「捷給」下釋義曰：「口才敏捷不窮。」「捷報」下釋

義曰：「1.戰勝的消息。2.舊時考試取中後的報告。」「捷黠」下釋義曰：「敏慧。」

「捷足先得」下釋義曰：「(喻)先下手為強。」「捷克斯拉夫」下釋義曰：「［地］

Czechoslovakia 歐洲中部的共和國，為一完全內陸國，一九三八年慕尼黑協定使他犧

牲了蘇台德區，一九三九年全境被德國所佔領，國內愛國份子在巴黎組捷克民族委

員會，推貝奈斯任主席，一九五四年德國潰敗，貝奈斯回國任總統。面積十四萬零

三百餘方公里，人口約一千四百七十二萬八千餘人，首都叫布拉哈。」《中文字典》

「捷」下釋義曰：「1.戰勝：［例］連戰皆捷。2.指戰利品：［例］獻捷。3.快：迅捷、

捷足先登。」《中華新字典》dzit9 音下釋義云：「1.戰勝：我軍大捷。報捷。2.快，

速：敏捷。捷徑(近路)。捷足先登(比喻行動敏捷，先達到目的地)。3.(外)指捷克斯

洛伐克，歐洲的國家。」《廣州音字典》dzit9 音下釋義曰：「1.戰勝：我軍大捷。報

捷。2.快，速(［連］敏捷)：動作敏捷。捷徑(近路)。捷足先登(比喻行動敏捷，先達

到目的)。3.(外)指捷克斯洛伐克，歐洲的國家。」《粵音正讀字彙》於 dzit9 音下收

「捷徑」、「敏捷」二詞，又注明「捷」本音為 dzip9。 

《同音字彙》及《李氏中文字典》則只標 dzit8 一音。《同音字彙》dzit8 音下云：

「(疾速或戰勝)，報捷，捷徑(近路)，捷勁，敏捷，捷足先登。」《李氏中文字典》

dzit8 音下釋義曰：「= □。1.戰勝：大捷。2.快：敏捷、捷徑、捷足先登。3.捷黠：

敏慧。」 

                                                                                                                                      
39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83。 
40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91。 
41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219。 
42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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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同音字典》及《廣州話正音字典》則收 dzit9、tsip8 二音。《粵語同音字

典》dzit9 音下云：「疾速，敏捷，戰勝，所得。」tsip8 音下曰：「捷捷，口舌聲。」

《廣州話正音字典》dzit9 音下釋義云：「1.戰利；戰勝的消息；戰利品：大捷│連戰

皆捷│報捷│獻捷。2.迅疾：敏捷│捷足先登。3.抄小路走：捷徑。」tsip8 音下釋

義曰：「[捷捷]形容說話的聲音。」 

案：「捷」於《廣韻》屬入聲二十九葉，音「疾葉切」，釋義云：「獲也。佽也。

疾也。剋也。勝也。成也。《說文》曰：『獵也。軍獲得也。』《春秋傳》曰：『齊人

來獻戎捷。』又姓。《漢書藝文志》曰：『《捷子》，齊人著書。』」43以今粵音切之，

「疾葉切」與 dzip9 音相應，即《粵音正讀字彙》所謂之本音。「疾」《廣韻》「秦悉

切」，「秦」之聲母於今日粵語為舌葉送氣清塞擦音，故「捷」之聲母亦可以是「ts-」，

這大概是《同音字彙》、《李氏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所

標 tsip8 音的來源。44大部份工具書所標 dzit9 一音，則因為古今音變，「-ip」改為「-it」
所產生的。dzit8 則為一般人之讀音。 

II.4 昨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昨」字注音主要有二：dzok9、dzok8。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45 dzok9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6 dzok9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47 dzok9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8 dzok9 dzok8(又讀)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9 dzok9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0 dzok9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1 / dzok8  

                                                 
43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539。 
44 由於「秦」中古為濁音，因此，嚴格來說，tsip 應為陽入而非中入。 
45 見《粵音韻彙》頁 39。 
46 見《辭淵》頁 624。 
47 見《中文字典》頁 235-236。 
48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363 及 364。 
49 見《同音字彙》頁 47。 
50 見《中華新字典》頁 294。 
51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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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2 dzok9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53 dzok9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54 dzok9(又) dzok8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55 dzok9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56 dzok9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

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及《粵音正讀字彙》於「昨」字皆

只標 dzok9 一音。《粵音韻彙》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沒有釋義。《辭淵》「昨」

下釋義云：「【名形副】隔宵。(例) 隔昨。【副】已往的時候。(例) 昨非今是。」其

下收「昨非」一詞。「昨非」下釋義曰:「以前的錯誤。」《中文字典》「昨」下釋義

云：「1.[昨天]今天之前一天。2.已往時候：［例］光景如昨、覺今是而昨非。」《同

音字彙》「昨」下曰：「昨天，昨夜，昨年，今是昨非。」《中華新字典》「昨」下釋

義曰：「昨天，今天的前一天。」《廣州音字典》注音釋義均與《中華新字典》相同。

《廣州話正音字典》釋義則云：「今天的前一天：昨日│昨天│昨晚。」《粵音正讀

字彙》則於「昨」下收「昨天」、「昨晚」二詞。 
 《李氏中文字典》只標 dzok8 一音。釋義云：「1.昨天：今天之前一天。2.往昔。」 

《粵語同音字典》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均標 dzok9、dzok8 二音。《粵語

同音字典》以 dzok8 為又讀；《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以 dzok9 為又讀。 
「昨」字見《廣韻》入聲十九鐸，音「在各切」，釋義云：「昨日，隔一宵。又羌

複姓，有昨和氏。」57「在各切」與 dzok9 音相應。《粵語同音字典》、《李氏中文字

典》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所標示之 dzok8 音，則應受同樣以「乍」為偏旁音

dzok8 之「作」字所影響。58 

                                                 
52 見《廣州音字典》頁 320。 
53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71。 
54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01。 
55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408。 
56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85。 
57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508。 
58 參蕭敬偉《《粵音韻彙》與《李氏中文字典》粵語注音考異》（香港大學哲學碩士論文，2000 年）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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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5 綜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綜」字注音主要有二：dzung3、dzung1。謹將各書注音羅

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59 dzung3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60 dzung3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61 dzung3 dzung1(也讀)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62 dzung3(原讀) dzung1(習讀)  
5. 余秉昭《同音字彙》63 / dzung1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64 dzung3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65 dzung3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66 / dzung1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67 / dzung1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68 dzung3(又) dzung1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69 dzung3 dzung1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70 dzung3 /   

《粵音韻彙》、《辭淵》、《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粵音正讀字彙》，於

「綜」字均只標 dzung3 一音。《粵音韻彙》dzung3 音下只收「錯綜」一詞。《辭淵》

「綜」下釋義云：「【動】1.用絲交錯。(例)錯綜。2.聚集。(例)綜合。」其下收「綜

合」、「綜理」、「綜達」、「綜括」、「綜析」、「綜覈」、「綜攬」、「綜核名實」八個詞語。

「綜合」下釋義曰：「合成的。科學名詞多用之，如綜合藝術，綜合幾何、綜合教授

等是。」「綜理」下釋義曰：「總管。」「綜達」下釋義曰：「會通。」「綜括」下釋義

曰：「總合一切。」「綜析」下釋義曰：「分合。」「綜覈」下釋義曰：「會聚事情詳加

                                                 
59 見《粵音韻彙》頁 47。 
60 見《辭淵》頁 1125。 
61 見《中文字典》頁 421。 
62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367 及 368。 
63 見《同音字彙》頁 55。 
64 見《中華新字典》頁 517。 
65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68。 
66 見《廣州音字典》頁 256。 
67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30。 
68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62。 
69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21。 
70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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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綜攬」下釋義曰：「主特一切。」「綜核名實」下釋義曰：「既有其名，則

須考核其實際，是辦事不含糊的意思。」《中華新字典》「綜」下釋義云：「1.總合：

錯綜(總聚交錯)。[綜合]把各個獨立而互相關連的事物或現象總合起來：綜合研究。

2.織布機上帶著經線分開梭口以受緯線的裝置。」《李氏中文字典》釋義曰：「1.總合：

錯綜。2.綜合利用。織布機上梭口裝置。」《粵音正讀字彙》於 dzung3 音下收「綜

合」、「錯綜」二詞。 
《同音字彙》、《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則只標 dzung1 一音。《同音

字彙》於 dzung1 音下云：「綜合，綜攬，錯綜。」《廣州音字典》釋「綜」義曰：「1.
總合：錯綜(總聚交錯)。『綜合』把各個獨立而互相關連的事物或現象總合起來：綜

合研究。」2.織布機上帶著經線上下分開形成梭口的裝置。」《廣州話標準音字彙》

只標音，沒有釋義。 
《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則

兩音全收。《廣州話正音字典》於 dzung3 下曰：「織布機上使經線上下分開成梭口以

受緯線的一種裝置。」於 dzung1 下則云：「1.總合；總聚：錯綜複雜。2.歸納整理：

綜合。3.精通：綜達。」《中文字典》謂「綜」音 dzung3，也讀 dzung1；又釋「綜」

義曰：「總聚：［例］綜合、錯綜。」《粵語同音字典》以 dzung3 為原讀，dzung1 為

習讀；釋義方面，dzung3 音下云：「原讀。錯綜，總聚。」dzung1 音下則云：「習讀。

統括，機樓交錯之絲。」於是 dzung3 音有點兒本音、正音的味道。惟《常用字廣州

話讀音表》則謂「綜」音 dzung1，又讀 dzung3，釋義曰：「錯綜。織布機上帶著經

線上下分開形成梭口的裝置。」此讀音表似以 dzung1 為正音，與《中文字典》及《粵

語同音字典》所言剛好相反。 
「綜」字見《廣韻》去聲二宋，音「子宋切」，釋義曰：「織縷。」71「子宋切」

與 dzung3 音相應。「綜」字應是受音 dzung1 之「宗」字所影響，而有 dzung1 一音。 

II.6 泛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泛」字注音主要有五：faan3、faan4、fung2、fung3、faam3。

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71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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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錫凌《粵音韻彙》72 faan3 / /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73 faan3 /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74 faan3 /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75 faan3 / / /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76 faan3 / /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77 faan3 / /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78 faan3 / fung3 /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79 faan3 / /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80 faan3 faan4 /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81 faan3 / /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82 faan3 faan4 / /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83 faan3 / / fung2  faam3(本)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

字典》、《廣州音字典》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於「泛」字均只標 faan3 一音；

其中《粵音韻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只標音，不釋義。《辭淵》「泛」下釋

義云：「【動】浮。(例)泛舟。【形】1.不切實。(例)泛論。與汎同。2.不專一。」其下

收「泛泛」、「泛舟」、「泛宅」、「泛指」、「泛論」、「泛溢」、「泛觀」、「泛駕」、「泛聲」、

「泛觸」、「泛繫」、「泛泛之交」十二個詞語。「泛泛」下釋義曰：「1.上浮。2.平常。」

「泛舟」下釋義曰：「遊船。」「泛宅」下釋義曰:「以舟為家。」「泛指」下釋義曰：

「非專指一事。」「泛論」下釋義曰：「1.通論一切。2.空談。」「泛溢」下釋義曰：「汎

濫。」「泛觀」下釋義曰：「縱觀。」「泛駕」下釋義曰：「不循軌道的馬。」「泛聲」

下釋義曰：「泛泛的樂聲。」「泛觸」下釋義曰：「流觴。」「泛繫」下釋義曰：「即法

西斯蒂的另一譯名。」「泛泛之交」下釋義曰：「尋常見面的交情。並非知心至友。」

                                                 
72 見《粵音韻彙》頁 5。 
73 見《辭淵》頁 784。 
74 見《中文字典》頁 290。 
75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78。 
76 見《同音字彙》頁 59。 
77 見《中華新字典》頁 357。 
78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63。 
79 見《廣州音字典》頁 87。 
80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88。 
81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19。 
82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98。 
83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6 及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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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下釋義云：「【動】水勢漫溢。(例)氾濫。【副】普遍。(例)氾掃。」其下收「氾

拜」、「氾掃」、「氾博」、「氾論」、「氾濫」五詞。「氾拜」下釋義曰：「對許多人一起

敬拜。」「氾掃」下釋義曰：「普遍的灑掃。」「氾博」下釋義曰：「廣大。」「氾論」

下釋義曰：「泛論。」「氾濫」下釋義曰：「水勢瀰漫。」84《中文字典》「泛」下釋

義曰：「1.漂浮在水面上：［例］泛舟。2.不切實：［例］空泛、浮泛、泛泛之交。3.
不專指一事：［例］泛論。4.和「氾」字通。」「氾」音 faan3，釋義云：「水漫溢為

患：［例］洪水氾濫。」85《粵語同音字典》「泛」下釋義云：「浮也，空泛，泛論，

同汎。」《同音字彙》faan3 音下云：「泛舟，泛論，空泛，泛泛之交。」《中華新字

典》「泛」下釋義云：「1.漂浮：泛舟。2.透出：臉上泛紅。3.浮淺，不切實：泛泛之

交(友誼不深)。這文章做得浮泛不切實。4.廣泛，一般地：泛覽。泛問。泛論。泛稱。

5.泛濫，水向四處漫：黃泛區(黃河泛濫過的地區)。」(「氾」同「泛」。86「汎」同

「泛」。87)《廣州音字典》faan3 音下釋義曰：「1.漂浮：泛舟。(引)透出：臉上泛了

紅。2.浮淺，不切實(叠)：泛泛之交(友誼不深)。這文章做得浮泛不切實。3.廣泛，

一般地：泛覽。泛問。泛論。泛稱。4.泛濫，水向四外漫流：黃泛區(黃河泛濫過的

地區)。」 

《李氏中文字典》收 faan3、fung3 二音。faan3 音下釋義云：「1.漂浮：泛舟。2.
透出：泛紅。3.=汎=氾：泛濫、廣泛、泛交。」「泛」同「覂」音 fung3，釋義曰：「1.
車馬翻倒。2.泛駕：覆泛，言馬逸不循軌轍。」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則收 faan3、faan4 二音。《廣州話標

準音字彙》faan3 音下曰「氾同泛」；faan4 音下云「姓」。《廣州話正音字典》faan3
音下釋義云：「1.水泛濫；淹沒：黃泛區│泛濫。2.廣泛；普遍：泛指│泛論。3.浮
淺，不切實：浮泛│空泛│泛泛而談。4.漂浮；浮行：泛舟│泛船長驅。5.透出；露

出。」faan4 音下釋義曰：「1.古地名：南泛│東泛。2.姓，寫作『氾』。」「氾」字 faan4
音下釋義曰：「姓。」faan3 音下釋義曰：「『泛』的異體。」88 

《粵音正讀字彙》共收 faan3、faam3、fung2 三音。於 faan3 音下收「泛濫」、「空

                                                 
84 見《辭淵》頁 759。 
85 見《中文字典》頁 283。 
86 見《中華新字典》頁 353。 
87 同上，頁 354。 
88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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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二詞，又注本讀作 faam3；fung2 音下則曰：「同『覂』。」 

「泛」字《廣韻》兩見，去聲六十梵下音「孚梵切」，注曰：「上同。」即與位於

其上之「汎」字音義相同；「汎」下釋義曰：「浮貌。」89入聲三十四乏下音「房法

切」，音下解說云：「水聲。又孚梵切。」90《李氏中文字典》及《粵音正讀字彙》

均指「泛」同「覂」，「覂」字於《廣韻》屬上聲二腫韻，音「方勇切」，釋義曰：「覆

也。或作𢇫。又作『泛』。此覂駕之馬，非良者。《說文》曰 ：『反覆也。』」91以今

粵音切之，「孚梵切」與 faan3 音相應。《粵音正讀字彙》指「孚梵切」本音 faam3，

後因音變而讀作 faan3。「方勇切」與 fung2 音相應，「房法切」則似乎沒有相應之粵

音。《粵音正讀字彙》指「泛」字之日常錯讀音為 faan6，此實為現今一般人之讀音。

《李氏中文字典》所標 fung3 音，則可能是 fung2 之音變。 

II.7 覆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覆」字注音主要有四：fuk7、fau6、fu3、fuk9。謹將各書

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92 fuk7 /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93 fuk7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94 fuk7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95 fuk7 fau6  /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96 fuk7 /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97 fuk7 /  /  fuk9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98 fuk7 fau6  /  fuk9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99 fuk7 /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00 fuk7 /  /  / 

                                                 
89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446。 
90 同上，頁 546。 
91 同上，頁 239。 
92 見《粵音韻彙》頁 49。 
93 見《辭淵》頁 1334。 
94 見《中文字典》頁 514。 
95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80 及 88。 
96 見《同音字彙》頁 69。 
97 見《中華新字典》頁 651 及 218。 
98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23。 
99 見《廣州音字典》頁 417 及 230。 
100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60。 



《能仁學報》第十一期 506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01 fuk7 /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02 fuk7 /  /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103 fuk7 fau6  fu3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

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於「覆」字皆只標 fuk7 一

音。《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均只標音，不釋

義。《辭淵》「覆」下釋義云：「【動】1.反。(例)反覆。2.傾倒。(例)覆水。3.失敗。(例)

全軍覆沒。4.回答。(例)答覆。【副】再來一次。(例)覆試。【動】遮蓋。(例)覆蓋。」

其下收「覆手」、「覆沒」、「覆命」、「覆盆」、「覆育」、「覆逆」、「覆試」、「覆算」、「覆

按」、「覆瓿」、「覆載」、「覆餗」、「覆轍」、「覆幬」、「覆盆子」、「覆水難收」、「覆盆

之寃」、「覆巢之下無完卵」十八個詞語。「覆手」下釋義曰：「1.反掌。(喻)容易。2.
反覆無常。」「覆沒」下釋義曰：「1.船覆水中。2.軍隊被擊潰。」「覆命」下釋義曰:

「奉命辦理事務，完結後回報。」「覆盆」下釋義曰：「(喻)黑暗無光之地。(引)無可

昭雪的奇冤。」「覆育」下釋義曰：「撫養。」「覆逆」下釋義曰：「預料。」「覆試」

下釋義曰：「經過一次考試及格後，再行考試。」「覆算」下釋義曰：「把已經算好的

數目重新核計。」「覆按」下釋義曰：「再加考查。」「覆瓿」下釋義曰：「謙稱文字

不足傳，只可覆蓋罎甕。」「覆載」下釋義曰：「天地的別稱。」「覆餗」下釋義曰:

「(喻)不能勝任而至顛覆。」「覆轍」下釋義曰：「車被傾覆的形跡。(喻)前人或前車

失敗的例子。」「覆幬」下釋義曰:「覆蓋萬物的東西。(喻)天空。」「覆盆子」下釋

義曰：「［植］多年野生草，長莖卧地上，掌狀複葉，葉白色，實為細粒，可食，亦

可入藥。」「覆水難收」下釋義曰：「1.(喻)已破碎者不能重圓。2.去婦不能復返。」

「覆盆之寃」下釋義曰：「不能夠伸雩的冤枉。」「覆巢之下無完卵」下釋義曰：「(喻)

禍患的波及。」《中文字典》釋「覆」義曰：「1.反過來再轉過去：［例］覆轉、翻來

覆去、反覆無常。2.翻倒：［例］覆轍、覆巢之下無完卵。3.傾倒出來：［例］覆水難

收。4.回答：［例］覆命、覆信、答覆。5.再一次：［例］覆查、覆算、覆核。6.失敗，

毀滅：［例］全軍覆沒。7.遮蓋：［例］覆蓋、天覆地載。」《同音字彙》於 fuk7 音

下云：「覆信，覆考，覆沒，覆滅，覆查，覆核，覆蓋，答覆，覆水重收，翻來覆去，

                                                 
101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92。 
102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546。 
103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75、327 及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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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無常，全軍覆沒。」《廣州音字典》釋「覆」義曰：「1.遮蓋，蒙：天覆地載。

天地被一層白雪遮蓋着。2.翻：覆舟。覆車。[覆沒]船翻沉。(喻)軍隊被消滅：敵人

全軍覆沒。[覆轍]在那裏翻過車的車轍。(喻)失敗的道路、方法。[顛覆]車翻倒。(喻)

用陰謀推翻合法政權，也指政權垮台。3.同『復 1.2.』。」「復」音 fuk7，釋義云：「(一)1.
回去，返：循環往復。翻來復去。2.重復，再：復習。舊病復發。復診。(二)1.回答，

回報：復仇。復命。函復。2.還原，使如舊：身體復原。復員軍人。光復。」《廣州

話正音字典》釋義云：「1.遮蓋：覆蓋│天覆地載。2.翻：覆舟│覆沒│覆轍│顛覆。」 

《粵語同音字典》標 fuk7、fau6 二音。fau6 音下云：「伏兵蓋也，遮蔽。」fuk7
音下云：「傾倒，反覆，回覆。」 

《中華新字典》則標 fuk7、fuk9 二音。fuk7 音下釋義曰：「1.遮蓋，蒙：天覆地

載。大地被一層白雪遮蓋着。2.翻：覆舟。覆車。[覆沒](1)船翻沉。(2)比喻軍隊被

消滅。[覆轍]翻過車的道路、方法。[顛覆]車翻倒，比喻用陰謀推翻合法政權，也指

政權垮台。3.同『復』1.2.，見 218 頁。」「復」字第一、二項音 fuk9，下釋義曰：「1.
回去，返：循環往復。2.回報：復仇。報復。」 

《李氏中文字典》共標 fuk7、fau6、fuk9 三音。其釋義謂「覆」與位於其上之「复」

字音義相同，又「复」即「復」；「复」下釋義曰，「复」與位於其下之「複」字音義

相同。「覆」有 fuk7、fau6 二音，fuk7 音下釋義云：「=覄 1.遮蓋：覆蓋、天覆地載。

2.翻倒：覆舟、覆車、覆沒、顛覆。3.覆轍：喻失敗之途徑。4. =复。」fau6 音下釋

義曰：「射覆：似打燈謎之戲。」「复」有 fuk9、fuk7、fau6 三音，fuk9 音下釋義曰：

「1.還原：复原、光复、复員軍人。2.回報：复命、复仇。3.再：舊病復發、复習。」

fuk7 音下釋義云：「1.=覆：(甲)回返：循環往复、翻來复去。(乙)答：复函、回复。

2.复=複：複利，利上加利。」fau6 音下釋義曰：「1.重新：复來。2.舊凡含「再」意

的，皆讀[ㄈㄡ]音。」「複」音 fuk7，其釋義曰：「=复 1.重複。2.不是單的：複雜、

複分數、複利、複式簿記。」 

《粵音正讀字彙》共收 fuk7、fau6、fu3 三音，於 fuk7 音下收「覆滅」、「傾覆」

二詞；fau6 音下收「覆蓋」、「天覆地載」二詞，注又音 fu3。 
「覆」字《廣韻》四見，去聲四十九宥下音「敷救切」，解說曰：「蓋也。又敷六

切。」104去聲四十九宥下音「扶富切」，又音「服」，釋義云：「伏兵曰覆。」105入聲

                                                 
104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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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屋下音「芳福切」，解說曰：「反覆。又敗也。倒也。審也。又敷救切。」106入聲

二十五德下音「北匹切」，並無釋義。107以今粵音切之，「敷六切」、「芳福切」與 fuk7
音相應，「扶富切」與 fau6 音相應，「服」與 fuk9 音相應，「敷救切」與 fu3 音相應。 

II.8 革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革」字注音主要有二：gaak8、gik7。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108 gaak8  gik7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109 gaak8  gik7  
3. 喬硯農《中文字典》110 gaak8  gik7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111 gaak8  gik7   
5. 余秉昭《同音字彙》112 gaak8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113 gaak8  gik7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114 gaak8  gik7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115 gaak8  gik7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16 gaak8  gik7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17 gaak8  gik7(古)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18 gaak8  gik7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119 gaak8  gik7  

《同音字彙》於「革」字皆只標 gaak8 一音，音下云：「革新，革職，革命，改

革，皮革，興革，革面洗心。」其餘工具書，均標 gaak8、gik7 二音。 

                                                                                                                                      
105 同上，頁 436。 
106 同上，頁 457。 
107 同上，頁 531。 
108 見《粵音韻彙》頁 8 及 32。 
109 見《辭淵》頁 1634。 
110 見《中文字典》頁 620。 
111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94 及 104。 
112 見《同音字彙》頁 73。 
113 見《中華新字典》頁 796。 
114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37。 
115 見《廣州音字典》頁 468。 
116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93。 
117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226。 
118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627。 
119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55 及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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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gaak8 音下釋義曰：「【名】1.去毛的獸皮。

(例)皮革。2.鳥翼。(例)鳥革。3.甲胄。(例)金革。【動】1.改換。(例)革新。2.除去。(例)

革職。」gik7 音下釋義云：「【名】危急。(例)病革。」其下收「革心」、「革正」、「革

角」、「革車」、「革命」、「革面」、「革除」、「革新」、「革職」、「革面洗心」、「革故鼎

新」、「革職留任」十二個詞語。「革心」下釋義曰：「改變心意。」「革正」下釋義曰：

「改正。」「革角」下釋義曰：「樂器。」「革車」下釋義曰：「兵車。」「革命」下釋

義曰：「1.改變政體或社會制度。2.泛指一切的大改變。」「革面」下釋義曰：「僅僅

改變面目。」「革除」下釋義曰：「更換改除。」「革新」下釋義曰：「取消舊的，改

換新的。」「革職」下釋義曰：「舊稱罷免官職。」「革面洗心」下釋義曰：「改過遷

善。不獨改變面目，旦能洗滌心腸。」「革故鼎新」下釋義曰：「去故取新。」「革職

留任」下釋義曰：「大官有過犯時，革除他的官階，仍令他在官辦事的制度。」《中

文字典》gaak8 音下釋義曰：「1.去了毛的獸皮：［例］皮革、革囊、西裝革履。2.古
時戰士所穿的鎧甲：［例］袵金革。3.改換：［例］改革、沿革、革故鼎新。4.除去：

［例］革職、革除惡習。」gik7 下釋義云：「危急：［例］病革。」《粵語同音字典》

gaak8 音下云：「獸皮去毛，更改，罷免，甲胄。」gik7 音下云：「急也，危急。」《中

華新字典》gaak8 音下釋義曰：「1.去了毛的獸皮：皮革。革履。革囊。製革。2.改
變：改革。革新。洗心革面。3.革除，取消職務：革職。開革。」gik7 下釋義云：「〈書〉

(病)危急。」《李氏中文字典》gaak8 音下釋義曰：「1.去毛之獸皮。2.改變：政革、

革命。」gik7 音下釋義云：「急：病革，病危。」《廣州音字典》gaak8 音下釋義曰：

「1.去了毛的獸皮(〈連〉皮革)：革履。革囊。製革。2.改變(〈連〉改革)：革新。

洗心革面。〈引〉革除，取消職務。[革命] 1.被壓迫階級用暴力奪取政權，摧毀舊的

腐朽的社會制度，建立新的進步的社會制度。2.根本改革：思想改革。技術改革。

產業改革。」gik7 音下釋義曰：「急：病革(病危)。」《廣州話正音字典》gaak8 音下

釋義曰：「1.去毛、加工過的獸皮：皮革│制革。2.指人的皮膚。3.更改；改變：改

革│革命。4.去除；撤除(職務)：革除│革職。5.指各種皮革製品，如轡頭、甲冑、

鼓等。」gik7 音下釋義云：「通『亟』，急：病革。」《廣州話標準音字彙》gaak8 音

下收「皮革」一詞；gik7 音下列「危急」一詞，注明此為古音。《常用字廣州話讀音

表》gaak8 音下並無釋義；gik7 音下則列「病革」一詞，又注明此為古語。《粵音正

讀字彙》於 gaak8 音下收「改革」、「皮革」二詞；gik7 音下釋義曰：「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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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革」於《廣韻》屬入聲二十一麥，音「古核切」，釋義云：「改也。獸皮也。

兵革也。亦姓。漢功臣表有煮棗侯革朱。」120「革」字《集韻》兩見，入聲二十一

麥音「各核切」，解說云：「《說文》：『獸皮治去其毛。更之象。古文革之形，古从三

十，三十年為一世，而道更也。臼聲。』」121入聲二十四職下音「訖力切」，釋義曰：

「《說文》：『急也。』或作『革』。」122以今粵音切之，「古核切」及「各核切」與

gaak8 音相應，「訖力切」則與 gik7 相應。 

II.9 糾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糾」字注音主要有三：gau2、dau2、giu2。謹將各書注音

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123 gau2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124 gau2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125 gau2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126 gau2(讀音) dau2(語音)  giu2 
5. 余秉昭《同音字彙》127 gau2 dau2(俗音)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128 gau2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129 gau2(讀) dau2(語)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130 gau2(又) dau2(俗)  giu2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31 gau2 dau2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32 gau2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33 gau2 dau2(俗)  giu2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134 gau2 /  / 

                                                 
120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515。 
121 見《集韻》（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85 年）頁 740。 
122 同上，頁 750。 
123 見《粵音韻彙》頁 11。 
124 見《辭淵》頁 1102。 
125 見《中文字典》頁 415。 
126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60 、98 及 107。 
127 見《同音字彙》頁 21 及 78-79。 
128 見《中華新字典》頁 509。 
129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6。 
130 見《廣州音字典》頁 250。 
131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28。 
132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59。 
133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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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中華新字典》、《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粵

音正讀字彙》於「糾」字只標 gau2 一音。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只收音，不釋義。《粵音韻彙》於標音下曰：「字不從斗。」

《粵音正讀字彙》則於標音下收「糾正」、「糾纏」二詞。《辭淵》釋義曰：「【動】1.
結合。(例)糾合。2.矯正。(例)糾正。3.舉劾。(例)糾劾。4.纏繞。(例)糾纏。」其下

收「糾正」、「糾合」、、「糾首」、「糾糾」、「糾問」、「糾紛」、「糾眾」、「糾結」、「糾

葛」、「糾察」、「糾彈」、「糾謬」、「糾纏」、「糾察員」十四個詞語。「糾正」下釋義曰：

「改正錯誤。」「糾合」下釋義曰：「結合。」「糾首」下釋義曰：「集合聚會的頭腦，

即為首的人。」「糾糾」下釋義曰：「勇武的樣子。」「糾問」下釋義曰：「檢舉詰問。」

「糾紛」下釋義曰：「糾纏紛亂。」「糾眾」下釋義曰：「集合眾人。」「糾結」下釋

義曰：「互相連結。」「糾葛」下釋義曰：「(喻)事務纏繞不清，有如葛藤的纏繞。」

「糾察」下釋義曰：「監察檢舉他人的過失。」「糾彈」下釋義曰：「糾察官吏的過失

而提出彈劾。」「糾謬」下釋義曰：「糾正謬誤之處。」「糾纏」下釋義曰:「纏繞不

清。」「糾察員」下釋義曰：「注意羣眾秩序的人員。」《中文字典》釋義曰：「(注意

粵音讀 dau2［斗］，實誤。)1.督察：［例］糾察隊。2.矯正：［例］糾正、糾偏救弊。

3.牽連、纏繞：［例］糾葛、糾紛。4.集合：［例］糾眾滋事。5.舉發：［例］糾彈、

糾舉。」《中華新字典》則標 gau2 音。gau2 音下釋義曰：「1.纏繞：糾纏不清。[糾

紛]牽連不清的爭執。2.矯正：糾偏救弊。[糾正]把有偏向的事情改正過來：糾正工

作中的偏向。3.集合：糾合眾人。」 

《同音字彙》、《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於「糾」字均標 gau2、

dau2 二音。 
《同音字彙》dau2 音下云：「字不從『斗』是習非成是的俗音，見 1484。」gau2

音下曰：「(該字不從『斗』，一般人誤寫為『斗』，故也誤讀『斗』。) 糾紛，糾纏，

糾葛，糾察，糾正，雄糾糾(威武的樣子)。」《李氏中文字典》gau2 音下釋義曰

(讀)gɐu2(語)dɐu2 斗：「=丩 1.糾正。2.糾察。3.=轇；糾紛。4.糾合眾人。=糺。5.連
結。6. 勇武貌：糾糾。」《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只收二音，不釋義。 

《粵語同音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則 gau2、dau2、giu2 三

音全收。 

                                                                                                                                      
134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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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同音字典》dau2 音下云：「語音，合也，糾察，糾正。」gau2 音下曰：「讀

音，從丩糾合。」giu2 音下云：「窈糾，緩步。」《廣州音字典》謂「糾」音 giu2，

又音 gau2，俗讀 dau2，釋義曰：「1.纏繞(〈連〉糾纏)：糾纏不清。[糾紛]牽連不清

的爭執。2.矯正：糾偏救弊。[糾正]把有偏向的事情改正：糾正工作中的偏向。[糾

察]在羣眾活動中維持秩序。3.集合：糾合眾人。」《廣州話正音字典》gau2 音下釋

義曰：「俗讀 dau2。1.纏繞：糾纏。2.聚合：糾合。3.督察；糾察。4.矯正：糾偏│

有錯必糾。」giu2 音下云：「[窈糾]女子走路舒緩的樣子。」 
案：「糾」於《廣韻》屬上聲四十六黝，音「居黝切」，釋義云：「督也。恭也。

急也。戾也。俗作糺。」135「居黝切」與 gau2 音相應。《粵音韻彙》及《同音字彙》

均指出「糾」字不從「斗」，一般人誤寫為「斗」，「斗」音 dau2，故將「糾」誤讀

為 dau2，dau2 音遂成今日之語音、俗讀。「糾正」、「矯正」皆有改正之意，「糾」字

可能受「矯」字影響，故有 giu2 音的出現。 

II.10 紀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紀」字注音主要有二：gei2、gei3。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

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136 gei2  gei3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137 gei2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138 gei2  gei3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139 gei2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140 gei2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141 gei2  gei3(又)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142 gei2  gei3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143 gei2(又)  gei3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44 gei2  gei3(又)  

                                                 
135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28。 
136 見《粵音韻彙》頁 19。 
137 見《辭淵》頁 1102。 
138 見《中文字典》頁 415。 
139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03。 
140 見《同音字彙》頁 80。 
141 見《中華新字典》頁 509。 
142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4。 
143 見《廣州音字典》頁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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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45 gei2  gei3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46 gei2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147 gei2  /  

《辭淵》、《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

於「紀」字只標 gei2 一音。 
《辭淵》gei2 音下釋義曰：「【動名】1.記載。(例)紀錄。2.清理絲縷。【名】1.年

歲。(例)年紀。2.十二年紀。3.法度。(例)紀律。4.尊稱人僕。(例)尊紀。5.姓氏。」

其下收「紀元」、「紀功」、「紀年」、「紀行」、「紀序」、「紀昀」、「紀念」、「紀事」、「紀

信」、「紀律」、「紀極」、「紀綱」、「紀實」、「紀錄」、「紀元編」、「紀念日」、「紀念品」、

「紀念會」、「紀傳體」、「紀事本末」二十個詞語。「紀元」下釋義曰：「紀錄年歲的

符號。我國古代大都每更換一帝王，就改換一年號。西洋用耶穌降生為紀元，今世

界各國多通用之，稱為公曆紀元。」「紀功」下釋義曰：「紀錄某人的功績。」「紀年」

下釋義曰：「歷史按年編述，一稱編年。」「紀行」下釋義曰：「旅行的記載。」「紀

序」下釋義曰：「次序。」「紀昀」下釋義曰：「［人］字曉嵐，可間人，清朝名臣及

文學家，曾總纂四庫全書(公元一七三四 ─ 一八〇五)。」「紀念」下釋義曰:「對於

痛苦或歡樂的事實，留一印象，以資永久的記憶。」「紀事」下釋義曰:「筆記野史

之類。」「紀信」下釋義曰：「［人］漢朝名將，楚漢相爭時因代替漢王，被項羽所燒

殺。」「紀律」下釋義曰：「1.法令。2.有秩序，整齊嚴肅。」「紀極」下釋義曰：「終

極。」「紀綱」下釋義曰：「1.法令綱常。2.僕人的別稱。」「紀實」下釋義曰：「據實

敘述的記載。」「紀錄」下釋義曰：「成績數目的記載。」「紀元編」下釋義曰：「書

名，清朝李兆洛編，關於歷代紀元年號，記載很詳。」「紀念日」下釋義曰：「有大

事可以永留紀念的日子。」「紀念品」下釋義曰：「可作為紀念的物品。」「紀念會」

下釋義曰：「因紀念過去的某事項而集會。」「紀傳體」下釋義曰：「［文］以人物行

為為中心的一種歷史的文體。」「紀事本末」下釋義曰：「書名，有通鑑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等，以一事為一編，各詳其起迄。」《粵語同音字典》gei2 音下云：「紀

律，經紀，紀念，紀錄，年紀。」《同音字彙》則曰：「紀念，紀元，紀律，軍紀，

                                                                                                                                      
144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28。 
145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60。 
146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15。 
147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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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紀，世紀，經紀。」《廣州話正音字典》釋義曰：「(一)1.紀律：遵紀守法。2.同『記』：

紀念│紀元。3.古以十二年為一紀，今指更長的時間：世紀│中世紀。4.地質年代分

期的第二級：寒武紀│侏羅紀。(二)姓。」《粵音正讀字彙》則於標音下收「紀律」

一詞。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

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標 gei2、gei3 二音。 
《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中文字典》gei2 音下釋義曰：「又音 gei3。1.古

稱十二年為一紀，今稱百年為一世紀：［例］二十世紀。2.規律，法度：［例］軍紀、

風紀、紀律嚴明。3.歲數：［例］年紀。4.記載：［例］雜紀、記(紀)錄、紀事。」《中

華新字典》gei2 音下釋義曰：「又音 gei3。(一)1.義同『記』，主要用於『紀念、紀年、

紀元、紀傳』等。[紀念]用事物或行動對人或事表示懷念。[紀元]紀年的開始，如公

曆以假定的耶穌出生那一年為元年。2.古時把十二年算做一紀。[世紀]一百年叫一世

紀。3.法度：軍紀。違法亂紀。[紀律]集體生活裏必須共同遵守的規則：課室紀律。

(二)姓。」《李氏中文字典》gei2 音下釋義曰：「1.姓。2.(粵)紀元、世紀、紀律。」

gei3 音下釋義云：「1.紀事、紀念。2.(國)紀元、世紀、紀律。」《廣州音字典》gei3
音下釋義曰：「又音 gei2。 (一)1.記載：紀事。[紀念]用事物或行動對人或事表示懷

念。[紀元]紀年的開始，如公曆以假定的耶穌出生那一年為元年。2.古時把十二年算

做一紀。[世紀]一百年叫『一世紀』。3.法度：軍紀。違法亂紀。[紀律]集體生活裏

必須共同遵守的規則：遵守勞動紀律。(二)姓。」《廣州話標準音字彙》收 gei2、gei3(又
讀)二音，不釋義。《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收 gei2、gei3 二音，gei2 音下列「紀事」

一詞；gei3 音下曰：「紀元，姓紀。」 
案：「紀」於《廣韻》屬上聲六止，音「居理切」，釋義云：「極也。會也。事也。

理也。識也。亦經紀。又十二年曰紀。又姓。出丹陽。」148「居理切」與 gei2 音相

應。「紀」有時義同「記」，故此「紀」又音 gei3。 

II.11 勁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勁」字注音主要有二：ging6、ging3。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48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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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錫凌《粵音韻彙》149 ging6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150 ging6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151 ging6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152 ging6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153 ging6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154 ging6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155 ging6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156 ging6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57 ging6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58 ging6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59 ging6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160 /  ging3  

《粵音正讀字彙》只收 ging3 一音，音下收「勁敵」、「雄勁」二詞。其餘工具書，

均標 ging6 一音。 
《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ging6 音下釋義曰：「【名】猛力。(例)使

勁。【形】強大的。(例)勁敵。」其下收「勁卒」、「勁旅」、「勁直」、「勁草」、「勁氣」、

「勁敵」六個詞語。「勁卒」下釋義曰：「精銳的戰士。」「勁旅」下釋義曰：「戰鬥

力很強的軍隊。」「勁直」下釋義曰：「剛強正直。」「勁草」下釋義曰：「(喻)不為

事勢威武屈服的人。」「勁氣」下釋義曰：「剛直的氣概。」「勁敵」下釋義曰：「厲

害的對手。」《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一)力量：［例］使勁兒、勁頭兒不小。(二)
堅強有力：［例］勁風、勁敵、疾風知勁草。」《粵語同音字典》音下曰：「堅強有力，

猛力，使勁。」《同音字彙》音下云：「勁敵，勁旅，使勁，字體秀勁，疾風如勁草。」

《中華新字典》ging6 音下釋義曰：「(一)力氣，力量：有多大勁，使多大勁。[勁兒]1.

                                                 
149 見《粵音韻彙》頁 29。 
150 見《辭淵》頁 120。 
151 見《中文字典》頁 52。 
152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06。 
153 見《同音字彙》頁 83。 
154 見《中華新字典》頁 69。 
155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57。 
156 見《廣州音字典》頁 84。 
157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5。 
158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33。 
159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93。 
160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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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情緒、興趣等：幹活起勁兒。一個勁兒地(一直地)做。2.指屬性的程度：你瞧

這塊布這個白勁兒。鹹勁兒。香勁兒。(二)強有力：勁旅、疾風知勁草、強勁、剛

勁。」《李氏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1.力氣：有勁。2.情緒：起勁。3.堅強：勁敵、

疾風知勁草。」《廣州音字典》音下釋義曰：「(一) (勁兒) 力氣，力量：有多大勁兒

使多大勁兒。(引)1.精神、情緒、興趣等：幹活起勁兒。一股子勁兒頭。一個勁兒地

(一直地)做。2.指屬性的程度：你瞧這塊布這個白勁兒。鹹勁兒。香勁兒。(二) 堅強

有力：勁旅。勁敵。疾風知勁草。」《廣州話正音字典》音下釋義曰：「(一)1.堅強；

有力：強勁│勁旅。2.強烈；猛烈：勁風│勁敵。(二) 1.力氣：用勁│手勁。2.精神：

鼓足幹勁。3.情緒；趣味：沒勁兒。」《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

表》均只收音，並無釋義。 
案：「勁」於《廣韻》屬去聲四十四諍，音「居正切」，釋義云：「勁，健也。」

161 以今粵音切之，「居正切」與 ging3 音相應，而 ging6 則為一般人之口語讀音。 

II.12 競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競」字注音主要有二：ging6、ging3。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162 ging6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163 ging6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164 ging6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165 ging6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166 ging6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167 ging6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168 ging6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169 / ging3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70 ging6 /  

                                                 
161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430。 
162 見《粵音韻彙》頁 29。 
163 見《辭淵》頁 1075。 
164 見《中文字典》頁 399。 
165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06。 
166 見《同音字彙》頁 83。 
167 見《中華新字典》頁 491。 
168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79。 
169 見《廣州音字典》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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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71 ging6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72 ging6 ging3(又)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173 ging6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

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粵音正讀

字彙》均只收 ging6 一音。 
《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只標音，不釋義。

《辭淵》ging6 音下釋義曰：「【動】比賽。(例)競走。【副】爭勝。(例)競走。」其下

收「競言」、「競存」、「競走」、「競爭」、「競爽」、「競渡」、「競賽」、「競賣」、「競奏

曲」九個詞語。「競言」下釋義曰：「搶先說話。」「競存」下釋義曰：「依進化原則，

優勝劣敗，好像彼此競爭生存一樣。」「競走」下釋義曰：「比賽急走。」「競爭」下

釋義曰：「爭勝。」「競爽」下釋義曰：「兩者相競爭為光明。」「競渡」下釋義曰：「五

月五日以划船相比賽，起源於追悼屈原沈汩羅事。」「競賽」下釋義曰：「以比賽相

競爭。」「競賣」下釋義曰：「拍賣。」「競奏曲」下釋義曰：「音樂名詞，為獨奏樂

器和管絃樂伴奏所作的樂曲。」《中文字典》釋義曰：「比賽，爭逐：［例］競賽、競

渡、商業競爭。」《粵語同音字典》音下云：「競賽，競爭。」《同音字彙》音下云：

「競賽，競爭，競技，端陽競渡。」《中華新字典》ging6 音下釋義曰：「比賽，互相

爭勝：競走。競渡。競技。2.〈書〉強勁：南風不競。」《李氏中文字典》音下釋義

曰：「=誩 1.比賽。2.競爭。」《粵音正讀字彙》音下收「競賽」、「競技」二詞。 

《廣州音字典》則只收 ging3 一音，音下釋義曰：「比賽，互相爭勝：競走。競

渡。[競爭]為了自己的利益而跟人爭勝，多指資本家之間或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經濟、

貿易等方面的爭奪。[競賽]互相比賽，爭取優勝：勞動競賽。」 

《廣州話正音字典》共標 ging6、ging3 二音，以 ging3 為又音，音下釋義曰：「1.
比賽；角逐：競技│競渡│競走。」 

案：「競」於《廣韻》屬去聲四十四諍，音「渠敬切」，釋義云：「爭也。強也。

逐也。高也。遽也。」174以今粵音切之，「渠敬切」與 ging6 音相應，而 ging3 則為

                                                                                                                                      
170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23。 
171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55。 
172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460。 
173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04。 
174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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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之讀音。 

II.13 桿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桿」字注音主要有二：gon1、gon2。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175 /  gon2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176 gon1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177 /  gon2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178 gon1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179 gon1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180 gon1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181 gon1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182 gon1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83 gon1  gon2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84 gon1  gon2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85 gon1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186 gon1  /  

《辭淵》、《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

州音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於「桿」字只標 gon1 一音。《辭

淵》「桿」字下釋義曰：「杆的俗體字。」「杆」音 gon1，釋義曰：「【名】1.木棍。2.
欄杆。」187《粵語同音字典》gon1 音下云：「『杆』俗寫。」「杆」「木梃，欄杆。」

《同音字彙》注曰：「桿=杆。」音下云：「秤桿，筆桿，槍桿，槓桿。」《中華新字

                                                 
175 見《粵音韻彙》頁 37。 
176 見《辭淵》頁 692。 
177 見《中文字典》頁 256。 
178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10。 
179 見《同音字彙》頁 85。 
180 見《中華新字典》頁 319。 
181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1。 
182 見《廣州音字典》頁 289。 
183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77。 
184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07。 
185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67。 
186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67。 
187 見《辭淵》頁 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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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gon1。gon1 音下釋義曰：「1.較小的圓木條或像木條的東西(指作為器物的把兒

的)：筆桿兒。筆桿兒。煙袋桿兒。2.量詞，用於有桿的器物：一桿槍。一桿筆。」

《李氏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1.筆桿、槍桿兒、煙袋桿兒。2.量詞：一桿筆、一

桿槍。」《廣州音字典》gon1 音下釋義曰：「(一)(桿子、桿兒)較長的木棍：旗桿。電

綫桿子。(二)1.(桿子、桿兒)較小的圓木條或像木條的東西(指作為器物的把兒的)：
筆桿兒。筆桿兒。煙袋桿兒。2.量詞，用於有桿的器物：一桿槍。一桿筆。」《廣州

話正音字典》gon1 音下釋義曰：「(一)長木棍：旗桿│桿子│電綫桿。 (二) 1.名詞，

較小的圓木條，或像圓木條的東西：秤桿│筆桿│槍桿。2.量詞，用於有桿的東西：

一桿秤│一桿槍。」《粵音正讀字彙》音下曰：「『杆』的俗字。用於『杆菌』、『槓杆』。」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則標 gon2 一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中文

字典》gon2 音下釋義曰：「1.木棍：［例］桿棒。2.像棍子形狀細長的東西：［例］秤

桿兒、筆桿兒。3.量詞：［例］一桿槍、一桿秤。」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 gon1、gon2 二音全收。兩書

均於 gon1 音下注曰：「同『杆』。」gon2 音下並無注釋。 
案：《廣韻》並無「桿」字，只有「杆」字。「杆」字於《廣韻》屬去聲二十八

翰，音「古案切」，釋義云：「檀木。」188以今粵音切之，「古案切」應音 gon3，而

非 gon1 或 gon2。 

II.14 均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均」字注音主要有四：gwan1、wan6、wan5、wan2。謹

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189 gwan1 wan6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190 gwan1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191 gwan1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192 gwan1 wan6 /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193 gwan1 / /  / 

                                                 
188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401。 
189 見《粵音韻彙》頁 15 及 16。 
190 見《辭淵》頁 239。 
191 見《中文字典》頁 97。 
192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17 及 323。 
193 見《同音字彙》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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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194 gwan1 wan6 wan5(又)  wan2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195 gwan1 wan6 /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196 gwan1 wan6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197 gwan1 wan6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198 gwan1 wan6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199 gwan1 wan6(原

讀音) 
  wan2(變調

讀音)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00 gwan1 wan6 /  / 

《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於「均」字只標 gwan1 一音。 
《辭淵》gwan1 音下釋義曰：「【形】平等。(例)均等。【名】1.古樂器。2. 古量名，

二千五百石為一均。【副】都。(例)均屬=都是。」其下收「均一」、「均田」、「均分」、

「均沾」、「均勢」、「均賦」、「均縣」、「均攤」、「均勢政策」九個詞語。「均一」下釋

義曰：「平均如一。」 「均田」下釋義曰：「派給人民以可耕種的田畝，是北魏時所

行的田制。」「均分」下釋義曰：「平均分配。」「均沾」下釋義曰：「平均享受，沒

有偏枯。」「均勢」下釋義曰：「勢力平均，不分輕重。」「均賦」下釋義曰：「平均

劃一的田賦。」「均縣」下釋義曰：「［地］縣名，在湖北省。」「均攤」下釋義曰：「平

均分配。」「均勢政策」下釋義曰：「一稱均勢主義，扶植甲國而抑制乙國，以求國

際的均勢。」《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1.相等：［例］平均、利益均霑。2.都，皆：

［例］老少均安、均已辦妥。」《同音字彙》音下云：「均等，均勻，均分，平均，

勢均力敵，老少均安。」 
《粵音韻彙》、《粵語同音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

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粵音正讀字彙》則標 gwan1、wan6 二音。 
《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字彙》gwan1 音下均只標音，不釋義。wan6 音下

俱注曰：「同『韻』。」《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gwan1 音下注曰：「通『韻』。」《粵

語同音字典》gwan1 音下云：「平等，不偏，同樣。」wan6 音下曰：「同『韻』。」

                                                 
194 見《中華新字典》頁 133 及 800。 
195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40。 
196 見《廣州音字典》頁 158。 
197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30。 
198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52。 
199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58 及 627。 
200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102 及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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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其上之「韻」釋義曰：「音相和也。尾音。風雅韻事。」《李氏中文字典》gwan1
音下釋義曰：「1.平均。2.勢均力敵。3.皆。」wan6 音下釋義曰：「=韻。1.語音名詞：

押韻、韻文。2.樂音：琴韻悠揚。3.風雅：風韻猶存。」《廣州音字典》gwan1 音下

釋義曰：「1.平，勻(［連］均勻、平均)：均分。平均數。勢均力敵。2.都，皆：老

小均安。均已佈置就緒。」wan6 音下注曰：「〈古〉又同『韵』。」《粵音正讀字彙》

gwan1 音下收「均等」、「平均」二詞。wan6 音下注曰：「同『韻』。」 
《中華新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共標 gwan1、wan6、wan5、wan2 四音。 
《中華新字典》gwan1 音下釋義曰：「(一)1.平，勻：均勻。均分。平均數。勢均

力敵。2.都，皆：老少均安。均已佈置就緒。(二)〈古〉同『韻』，見 800 頁。」「韻」

音 wan6，又音 wan5，釋義曰：「1.語音名詞，就是韵母，漢語字音中聲母、字調以

外的部分：韻類。韻文。押韻。葉韻。2.有節奏的聲音：琴韻悠揚。3.風致，情趣：

風韻。」《廣州話正音字典》gwan1 音下釋義曰：「1.均勻：平均│分配不均。2.都；

全：老幼均安│均安排妥當。3.漢代計量單位，以 2500 石為一均。4.〈古〉通『韵』。」

「韵」音 wan6-2，wan6 為原讀音，wan2 為變調讀音201，音下釋義云：「1.和諧、有

節奏的聲音：琴韵悠揚│松聲竹韵。2.音節的韵母部分：押韵│韵腳│叠韵│韵文。

3.情趣；風雅：風韵│韵味。4.姓。」 

案：「均」於《廣韻》屬上聲十八諄，音「居勻切」，釋義云：「平也。又學曰『成

均』。亦州名，春秋及戰國時並屬楚秦，屬南陽郡；隋為均州，取汮水以名之。」202

「均」為古「韻」字，「韻」於《廣韻》屬去聲二十三問，音「王問切」，釋義曰：「韻，

和也。」203以今粵音切之，「居勻切」與 gwan1 音相應，「王問切」則與 wan6 音相

應，而 wan5、wan2 二音，則為 wan6 之音變。 

II.15 坎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坎」字注音主要有四：ham2、ham3、haam5、laam6。謹

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201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9。 
202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08。 
203 同上，頁 396。 



《能仁學報》第十一期 522 

1. 黃錫凌《粵音韻彙》204 ham2  /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205 ham2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206 ham2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207 ham2  /  /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208 ham2  /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209 ham2  /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210 ham2 ham3  /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211 ham2 ham3 haam5(讀)  laam6(話)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212 ham2 ham3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213 ham2  /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14 ham2 ham3  /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15 ham2  /  /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

字典》、《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及《粵音正讀字彙》於「坎」字均只標 ham2 一音。

《粵音韻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皆只標音，不釋義。《辭淵》ham2 下釋義云：

「【名】1.凹下的方地。2.穴。3.易經卦名。」其下收「坎肩」、「坎坷」、「坎坎」、「坎

阱」、「坎軻」、「坎壈」、「坎拿大」七詞。「坎肩」下釋義曰：「背心。」「坎坷」下釋

義曰：「(喻)潦倒不得志。」「坎坎」下釋義曰：「用力的聲音。」「坎阱」下釋義曰：

「陷阱。」「坎軻」下釋義曰：「與坎坷同。」「坎壈」下釋義曰：「與坎坷同。」「坎

拿大」下釋義曰：「加拿大。」《中文字典》ham2 音下釋義曰：「1.道上凹陷的方地：

［例］鑿地為坎。2.門限，門口的上部或下部：［例］門坎兒、上門坎。3.[坎坷](1)
道路不平的樣子。(2)比喻潦倒，不得志［例］半生坎坷。4.八卦名，看『卦』條。」

《粵語同音字典》ham2 音下云：「凹陷之處，又八卦名。」《同音字彙》ham2 音下

                                                 
204 見《粵音韻彙》頁 13。 
205 見《辭淵》頁 240。 
206 見《中文字典》頁 98。 
207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31。 
208 見《同音字彙》頁 99。 
209 見《中華新字典》頁 133。 
210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40。 
211 見《廣州音字典》頁 158。 
212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30。 
213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52。 
214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58。 
215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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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凹陷之處，叫做坎，又八卦名坎穴)，坎坷，舂坎。」《中華新字典》ham2 音

下釋義云：「1.〈書〉低陷不平的地方，坑穴。2.八卦之一，代表水，卦形是『 』。

3.田野中自然形成的或人工修築的像台階形狀的東西：土坎兒。田坎兒。前面有道

坎兒，小心。[坎坷](1)路不平的樣子。(2)〈書〉不得志：一生坎坷。」《粵音正讀字

彙》於 ham2 音下收「坎坷」、「心坎」二詞。 

《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廣州話正音字典》共收 ham2、ham3
二音。《李氏中文字典》ham2 音下釋義云：「=□=轗=埳。1.低陷不平處，坑穴。2.
坎坷：不得志。3.八卦之一。4. =檻：門限。」ham3 音下釋義曰：「〈粵〉九龍紅磡，

亦作紅坎。」《廣州話標準音字彙》ham2 音下曰：「坑穴。」；ham3 音下云：「地名。」

更注明 ham3 為古音。《廣州話正音字典》ham2 音下釋義曰：「1.低陷的地方；坑穴：

坎坑。2.高出的不平坦的地方：坎頭│山坎。3.八卦之一，卦形是『 』。4. [坎坷](1)
不平坦：坎坷不平。(2)比喻不得志；不順利：半生坎坷│命運坎坷。」ham3 音下

釋義云：「用於地名，赤坎。」 

《廣州音字典》則共收 ham2、haam5、ham3 三音，ham2 音下釋義曰：「1.低陷

不平的地方，坑穴。2.八卦之一。[坎坷](1)不平的樣子。(2)不得志。」haam5 音下

注明為讀書音，laam6 音為說話音，音下釋義曰：「同『檻(二)』。[坎坷](1)不平的樣

子。(2)不得志。」《廣州音字典》「檻」字第二項 haam5 音下釋義曰：「門檻，門限。

也作『坎』。」216ham3 音下釋義曰：「廣東省地名用字：赤坎。」 

案：「坎」於《廣韻》屬上聲四十八感，音「苦感切」，釋義云：「險也。陷也。

又小罍也，形似壺。」217以今粵音切之，「苦感切」與 ham2 音相應。ham3 音多用

於地名，似為 ham2 之音變。《廣州音字典》指「坎」同「檻」，有讀書音 haam5 及

說話音 laam6，此二音皆為罕讀。一般人大都把「坎坷」之「坎」唸作 ham1。 

II.16 坷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坷」字注音主要有四：ho2、ho1、he2、o1。謹將各書注

音羅列如下： 

                                                 
216 見《廣州音字典》頁 305。 
217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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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錫凌《粵音韻彙》218 ho2 /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219 ho2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220 ho2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221 ho2 /  /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222 / /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223 ho2 ho1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224 ho2 ho1  /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225 ho2  /  he2  o1(又)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226 ho2 /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227 ho2 /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28 ho2 ho1  /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29 ho2 /  /  / 

《同音字彙》並無收錄此字。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

用字廣州話讀音表》、《粵音正讀字彙》於「坷」字均只標 ho2 一音。《粵音韻彙》、《廣

州話標準音字彙》皆只標音，不釋義。《辭淵》音下釋義曰：「【形副】不利。(例)坎

坷。」《中文字典》ho2 音下釋義曰：「1.[坎坷]：看『坎』條。」於「坎」字「坎坷」

義項注曰：「1.道路不平的樣子。2.比喻潦倒，不得志：［例］半生坎坷。」230《常用

字廣州話讀音表》「坷」條下收「坎坷」、「坷垃」二詞。《粵語同音字典》音下云：「不

平坦的。坎坷。行不利也。」《粵音正讀字彙》ho2 音下收「坎坷」一詞。 
《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均標 ho2、ho1 二音。《中

華新字典》ho1 音下釋義曰：「[坷垃]土塊。」ho2 音下釋義曰：「[坎坷]見坎，133

                                                 
218 見《粵音韻彙》頁 35。 
219 見《辭淵》頁 241。 
220 見《中文字典》頁 99。 
221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37。 
222 《同音字彙》沒有收錄此字。 
223 見《中華新字典》頁 135。 
224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93。 
225 見《廣州音字典》頁 158。 
226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30。 
227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52。 
228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59。 
229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53。 
230 見《中文字典》頁 98。 



《粵音正讀字彙》所載日常錯讀字異讀研究 525 

頁。」「[坎坷]1.路不平的樣子。2.〈書〉不得志：一生坎坷。」231《李氏中文字典》

ho1 音下釋義曰：「坷垃：土塊。」ho2 音下釋義曰：「坎坷：1.不平貌。2.不得志。」

《廣州話正音字典》ho2 音下釋義曰：「見『坎』條[坎坷]。」『坎』條[坎坷]釋義曰：

「1.不平坦：坎坷不平。2.比喻不得志；不順利：半生坎坷│命運坎坷。」ho1 音下

釋義曰：「[坷垃]土塊。」 

《廣州音字典》則標 he2、ho2、o1 三音。he2 音下釋義曰：「〈又〉o1。[坷垃]

土塊。」ho2 音下釋義曰：「見本頁『坎』字條『坎坷』。」「坎」字條「坎坷」一詞

下釋義曰：「1.不平的樣子。2.不得志。」 
「坷」字《廣韻》兩見，上聲三十三哿下音「枯我切」，釋義云：「坎坷。」232去

聲三十八箇下音「口箇切」，釋義曰：「坎坷不平也。」233以今粵音切之，「枯我切」

與 ho2 音相應，「口箇切」則應音 ho3。ho1 音則應受同樣以「可」為偏旁而音 ho1
之「呵」字所影響。《廣州音字典》指「坷」又音 o1，「坷」與「柯」同以「可」作

聲符，「柯」音 o1，故讀「坷」作 o1。 

II.17 刊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刊」字注音主要有二：hon1、hon2。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234 hon1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235 hon1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236 hon1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237 hon1  hon2   
5. 余秉昭《同音字彙》238 /  hon2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239 hon1  hon2 (又)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240 /  hon2  

                                                 
231 見《中華新字典》頁 133。 
232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05。 
233 同上，頁 419。 
234 見《粵音韻彙》頁 37。 
235 見《辭淵》頁 104。 
236 見《中文字典》頁 44。 
237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40。 
238 見《同音字彙》頁 107。 
239 見《中華新字典》頁 59。 
240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2。 



《能仁學報》第十一期 526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241 hon1 (又)  hon2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242 hon1 (舊)  hon2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243 hon1  hon2 (又)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44 hon1  hon2 (又)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45 hon1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音正讀字彙》於「刊」字只標 hon1 一

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hon1 音下釋義曰：「【動】1.斬削。(例)

刊木。2.雕鐫。(例)刊碑立石。」其下收「刊行」、「刊印」、「刊定」、「刊誤」、「刊碑

立石」、「刊落浮辭」六個詞語。「刊行」下釋義曰：「印成書本發售。」「刊印」下釋

義曰：「印書。」「刊定」下釋義曰：「改定。」「刊誤」下釋義曰：「把書中排錯的文

字，列表更正，附在書的後面。」「刊碑立石」下釋義曰：「文字刻在碑石上面。」

「刊落浮辭」下釋義曰：「删削文章中的浮泛詞句。」《中文字典》hon1 音下釋義曰：

「1.斫：［例］隨山刊木。2.刻：［例］刊印、宋元刊本。3.削除，修改：［例］刊誤、

不刊之論。1.定期出版的雜誌：［例］期刊、月刊、副刊。」《粵音正讀字彙》hon1
音下收「刊物」、「報刊」一詞。 

《同音字彙》、《李氏中文字典》則只標 hon2 一音。《同音字彙》音下云：「刊物，

刊載，刊印，報刊，期刊，月刊，副刊，週刊。」《李氏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1.
刊物：定期出版物。2.刻：刊石。3.印：刊行、停刊。4.修改：刊誤表、不刊之論。」 

《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

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則 hon1、hon2 二音全收。《粵語同音字典》

hon1 音下曰：「原讀，斬除。」hon2 音下云：「習讀，刻也。」《中華新字典》hon1
音下釋義曰：「1.刻：刊石。刊印。2.排版印刷：刊行。停刊。[刊物]報紙、雜誌等

出版物。也省稱『刊』：專刊。月刊。3.發表：刊載。刊登。4.削除，修改：不刊之

論(喻至理名言)。」hon2 注明為又音。《廣州音字典》hon2 音下釋義曰：「1.刻：刊

石。刊印。［轉］排版印刷：刊行。停刊。[刊物]報紙、雜誌等出版物。也省稱『刊』：

周刊。月刊。2.削除，修改：不刊之論(喻至理名言)。刊誤表。」注明 hon1 為又音。

                                                 
241 見《廣州音字典》頁 40。 
242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3。 
243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31。 
244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42。 
245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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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只標音，不釋義，注明 hon1 為舊讀。《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

只標音，不釋義，hon2 注明為又音。《廣州話正音字典》hon1 音下釋義曰：「1.〈古〉

書版雕刻；文字雕刻：刊刻│刊石作銘。2.排印出版：刊行│創刊。3.雜誌，也指在

報紙上定期出版的有專門內容的一版或半版：周刊│副刊。4.修訂；修改：不刊之

論│刊誤。」hon2 注明為又音。 

案：「刊」於《廣韻》屬上聲二十五寒，音「苦寒切」，釋義云：「削也。剟也。」
246以今粵音切之，「苦寒切」與 hon1 音相應，hon2 則為一般人的讀音。 

II.18 券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券」字注音主要有二：hyn3、gyn3。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247 hyn3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248 hyn3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249 hyn3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250 hyn3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251 hyn3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252 hyn3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253 hyn3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254 hyn3  gyn3(又)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255 hyn3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256 hyn3  gyn3(又)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57 hyn3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58 hyn3  /  

                                                 
246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28。 
247 見《粵音韻彙》頁 52。 
248 見《辭淵》頁 120。 
249 見《中文字典》頁 47。 
250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45。 
251 見《同音字彙》頁 112。 
252 見《中華新字典》頁 62。 
253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04。 
254 見《廣州音字典》頁 82。 
255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3。 
256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31。 
257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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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

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

於「券」字只標 hyn3 一音。《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只標音，不釋義。《辭

淵》hyn3 音下釋義曰：「【名】一種憑票。(例)入塲券、優待券。」《中文字典》音下

釋義曰：「1.用紙印成的憑證：［例］證券、入場券、公債券。2.[操券]，也作「操左

券」，是比喻有把握，事情一定可以成功。」《粵語同音字典》音下曰：「獎券(券別)。」

《同音字彙》音下云：「債券，契券，證券，入塲券，賣物券，穩操勝券(喻一定成

功)。」《中華新字典》hyn3 音下釋義曰：「(一)票據或作憑證的紙片：公債券。入場

券。(二)[拱券]門窗、橋梁等建築成弧形的部分。」《李氏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1.
票據：債券、入塲券。(字從「刀」)2. 拱券：門窗、橋梁等建築成弧形部分。」《廣

州話正音字典》hyn3 音下釋義曰：「1.票據或可作憑證的片狀物：獎券│債券│證券

│入場券。2.[拱券]橋梁，門窗上：弧形的部分。」《粵音正讀字彙》hyn3 音下收「獎

券」、「穩操勝券」二詞。 
《廣州音字典》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標 hyn3、gyn3 二音，均注明 gyn3

為又音。《廣州音字典》hyn3 音下釋義曰：「1.票據或作憑證的紙片：公債券。入場

券。2.拱券，門窗、橋梁等建築成弧形的部分。」《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券」字

條下收「入場券」、「拱券」二詞。 
案：「券」於《廣韻》屬去聲二十五願，音「去願切」，釋義云：「券，約。《說文》：

『契也。』《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為限也。』」259以今粵音切之，「去

願切」與 hyn3 音相應。《廣州音字典》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所標之 gyn3 音，

可能受同以「𠔉」為偏旁而音 gyn3 之「眷」字所影響而產生。 

II.19 任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任」字注音主要有二：jam6、jam4。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260 jam6  jam4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261 jam6  /  

                                                                                                                                      
258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78。 
259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97。 
260 見《粵音韻彙》頁 13 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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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喬硯農《中文字典》262 jam6  jam4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263 jam6  jam4   
5. 余秉昭《同音字彙》264 jam6  jam4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265 jam6  jam4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266 jam6  jam4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267 jam6  jam4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268 jam6  jam4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269 jam6  jam4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70 jam6  jam4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71 jam6  jam4  

《辭淵》於「任」字只標 jam6 一音。《辭淵》jam6 音下釋義曰：「【動】1.信託。

(例)信任。2.負担責任。(例)勝任。【名】姓氏。」又「【名】1.職務。(例)上任。2.負
責人。(例)主任。【動】1.授職。(例)任用。2.聽便。(例)任便。」其下收「任天」、「任

用」、「任命」、「任意」、「任性」、「任免」、「任期」、「任邱」、「任咎」、「任俠」、「任

務」、「任縣」、「任憑」、「任事」、「任勞任怨」、「任重道遠」十六個詞語。「任天」下

釋義曰：「聽天由命。」「任用」下釋義曰：「委派職務。」「任命」下釋義曰：「任用

官吏的命令。」「任意」下釋義曰：「隨意。」「任性」下釋義曰：「與任意同。」「任

免」下釋義曰：「任用和罷免。」「任期」下釋義曰：「任職的期限。」「任邱」下釋

義曰：「［地］縣名。在河北省。」「任咎」下釋義曰：「負責的表示。」「任俠」下釋

義曰：「扶弱鋤強。」「任務」下釋義曰：「職務。」「任縣」下釋義曰：「［地］縣名。

在河北省。」「任憑」下釋義曰：「聽憑。」「任事」下釋義曰：「辦理事務。」「任勞

任怨」下釋義曰：「不怕勞苦，不避嫌怨。」「任重道遠」下釋義曰：「指責任遠大。」 

其餘工具書均收 jam6、jam4 二音。《粵音韻彙》jam6 音下並無釋義。jam4 音下

                                                                                                                                      
261 見《辭淵》頁 38。 
262 見《中文字典》頁 15。 
263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56 及 155。 
264 見《同音字彙》頁 113。 
265 見《中華新字典》頁 19。 
266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09。 
267 見《廣州音字典》頁 56。 
268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4。 
269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9。 
270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59。 
271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93 及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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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姓氏。」《中文字典》jam6 音下釋義曰：「1.職務：［例］就任、任務在身、擔

負重任。2.委用：［例］委任、任為秘書。3.擔當：［例］任勞任怨、連選連任。4.
聽憑：［例］任人參觀、任憑尊便。5.相信，信賴：［例］信任、寵任。」jam4 音下

釋義曰：「1.抵當：［例］眾怒難任。2.姓。」《粵語同音字典》jam6 音下曰：「職任，

任從。」jam4 音下云：「姓氏。擔當。」《同音字彙》jam4 音下云：「姓氏。」jam6
音下曰：「任意，任命，任性，任務，任期，任憑，任用，任何，任免，放任，聘任，

信任，擔任，任勞任怨，任重道遠，無任歡迎。」《中華新字典》jam6、jam4。jam6
音下釋義曰：「1.相信，依賴：信賴。2.任命，使用，給予職務：任用。委任。3.負
擔或擔當：擔任、任課。連選連任。任勞任怨。4.職務：到任。接受任務。一身而

二任。5.由着，聽憑：任意、任性。放任。不能任其自然發展。6.隨便，不論：任何

困難也不怕。任甚麼都不懂。7.任何，無論甚麼：任人皆知。」jam4 音下釋義曰：「1.
姓。2.[任縣]在河北。3.[任丘]地名，在河北。」《李氏中文字典》jam6 音下釋義曰：

「1.信任。2.任用。3.負：任勞任怨。4.到任。5.放任。6.任何：無論。」jam4 音下

釋義曰：「1.姓。2.抵當：眾怒難任。3.河北省任縣、任丘縣。4.任人=壬人：佞人。」

《廣州音字典》jam6、jam4。jam6 音下釋義曰：「1.相信，依賴(［連］信賴)。2.任
命，使用，給予職務：任用。3.負擔或擔當(［連］擔任)：任課。連選連任。任勞任

怨。4.職務：到任。接受任務。一身而二任。5.由着，聽憑：任意、任性。放任。不

能任其自然發展。6.隨便，不論：任何困難也不怕。任甚麼都不懂。［轉］任何，無

論甚麼：任人皆知。」jam4 音下釋義曰：「1.姓。2.任縣，在河北省。[任丘]縣名，

在河北省。」《廣州話標準音字彙》jam6 音下云：「任務。」jam4 音下曰：「姓。」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jam6 音下收「信任」一詞。jam4 音下云：「姓氏。」《廣州

話正音字典》jam6 音下釋義曰：「1.任用；委用：任命│任人唯賢。2.承擔；擔當：

任職│上任。3.聽憑；任憑：放任│任性。」jam4 音下釋義曰：「1.姓。2.地名，任

縣，在河北省。」《粵音正讀字彙》jam4 音下注曰：「姓。」jam6 音下收「任務」、「責

任」二詞。 
「任」字《廣韻》兩見，下平聲二十一侵下音「如林切」，釋義云：「堪也。保也。

當也。又姓，出樂安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各以德為姓，第一為任氏。」272去聲五

                                                 
272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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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沁下音「汝鴆切」，注云：「又音壬。」273以今粵音切之，「如林切」、「壬」與 jam4
音相應，「汝鴆切」則 jam6 與相應。 

II.20 熠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熠」字注音主要有三：jap7、saap9、jap9。謹將各書注音

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274 jap7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275 jap7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276 jap7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277 jap7  /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278 /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279 jap7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280 jap7  /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281 jap7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282 jap7  saap9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283 /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84 jap7  saap9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85 /  /  jap9 

《同音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皆沒有收錄「熠」字。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

文字典》、《廣州音字典》於「熠」字只標 jap7 一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

《辭淵》jap7 音下釋義曰：「【形】1.光明。(例)熠耀。2.鮮明。(例)熠熠。」《中文字

                                                 
273 同上，頁 440。 
274 見《粵音韻彙》頁 17。 
275 見《辭淵》頁 887。 
276 見《中文字典》頁 325。 
277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54。 
278 見《同音字彙》沒有收錄此字。 
279 見《中華新字典》頁 402。 
280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300。 
281 見《廣州音字典》頁 273。 
282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97。 
283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沒有收錄此字。 
284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45。 
285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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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音下釋義曰：「光彩鮮明的樣子：［例］熠燿、星光熠熠。」《粵語同音字典》音

下曰：「閃鑠。」《中華新字典》音下釋義曰：「〈書〉光耀，鮮明。」《李氏中文字典》

jap7 音下釋義曰：「1.熠耀：(甲)光耀。(乙)螢火蟲别名。2.熠熠：鮮明。」《廣州音

字典》音下釋義曰：「光耀，鮮明。」 

《粵音正讀字彙》則標 jap9 一音。jap9 音下注曰：「1.[熠耀]光彩；燐火。2.[熠
耀]鮮明的樣子；閃鑠的樣子。」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廣州話正音字典》共收 jap7、saap9 二音。《廣州話標

準音字彙》jap7 音下云：「熠耀。」saap9 音下曰：「煮(廣)。」《廣州話正音字典》jap7
音下釋義曰：「光耀；鮮明：熠熠生輝。」注 saap9 音為方言，釋義曰：「熬；煮，

一般指鍋中放水長時間地煮：熠豬骨(熬豬骨頭) │熠番薯(煮甘薯)│熠下啲筷子同

埋啲碗(煮一下筷子和碗)│好似熠熟狗頭噉(好像煮熟的狗頭似的咧着嘴笑)。」 

「熠」字，《廣韻》兩見於入聲二十六緝，一音「為立切」，解說云：「熠，燿。

螢火。又羊入切。」286另一音為「羊入切」，釋義與前同。287以今粵音切之，「羊入

切」與 jap9 音相應，saap9 音則為廣東方音，jap7 則為一般人的讀音。 

II.21 誼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誼」字注音主要有二：ji4、ji6。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288 ji4  ji6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289 ji4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290 ji4  ji6(又)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291 ji4  ji6   
5. 余秉昭《同音字彙》292 /  ji6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293 ji4  ji6(又)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294 ji4  /  

                                                 
286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533。 
287 同上。 
288 見《粵音韻彙》頁 22。 
289 見《辭淵》頁 1362。 
290 見《中文字典》頁 525。 
291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48 及 150。 
292 見《同音字彙》頁 120。 
293 見《中華新字典》頁 666。 
294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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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295 ji4  ji6(又)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296 ji4  ji6(又)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297 ji4  ji6(又)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298 ji4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299 /  ji6  

《辭淵》、《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於「誼」字只標 ji4 一音。《辭淵》

音下釋義曰：「【名】1.交情。(例)交誼。2.與義字同。」《李氏中文字典》ji4 音下釋

義曰：「交情：友誼、深情厚誼。」《廣州話正音字典》音下釋義曰：「交情：友誼│

情誼。」 
《同音字彙》及《粵音正讀字彙》則標 ji6 一音。《同音字彙》音下云：「誼兄，

友誼，情誼，誼同手足，誼不容辭(誼同「義」)。」《粵音正讀字彙》音下收「友誼」、

「仁誼」二詞。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廣

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 ji4、ji6 二音全收。《粵音韻彙》只標

音，不釋義。《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亦只標音，不釋義，

且注明 ji6 為又音。《中文字典》ji4 音下釋義曰：「情意相結：［例］交誼、鄉誼、友

誼。」注明 ji6 為又音。《中華新字典》ji4 音下釋義曰：「交情：友誼。深情厚誼。」

注明 ji6 為又音。《廣州音字典》ji4 音下釋義曰：「交情：友誼。深情厚誼。」注明

ji6 為又音。《粵語同音字典》ji4 音下曰：「又讀。交情：友誼。」ji6 音下云：「交情：

恩誼，情誼。通『義』，人所宜也。」 

案：「誼」於《廣韻》屬去聲五寘，音「宜寄切」，釋義云：「人所宜也。又善也。」
300以今粵音切之，「宜寄切」與 ji6 音相應。「誼」以「宜」作偏旁，於是後來發展出

ji4 一音。 

                                                 
295 見《廣州音字典》頁 32。 
296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64。 
297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96。 
298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1。 
299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161。 
300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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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2 簷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簷」字注音主要有二：jim4、sim4。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

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301 jim4  sim4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302 jim4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03 jim4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304 /  sim4   
5. 余秉昭《同音字彙》305 /  sim4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306 jim4  sim4(又)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307 jim4  sim4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308 /  sim4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309 jim4  sim4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310 jim4(又)  sim4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311 jim4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312 jim4  /  

《辭淵》、《中文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於「簷」字只標 jim4
一音。《辭淵》jim4 音下釋義曰：「【名】1.屋脊的邊緣。(例)屋簷。2.物件冒出的邊。

(例)帽簷。」其下收「簷牙」、「簷前」、「簷馬」三個詞語。「簷牙」下釋義曰：「屋

簷翹起的飾物。」「簷前」下釋義曰：「堂階。」「簷馬」下釋義曰：「屋角上所掛風

鈴的別稱。」《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1.房屋上蓋的邊緣：［例］前簷、房簷兒。

2.覆蓋物的前面或四邊伸出的部分：［例］傘簷兒、帽簷兒。」《廣州話正音字典》jim4
音下釋義曰：「1.屋頂伸出的邊緣：屋簷。2.某些覆蓋物四邊冒出部分：帽簷。」《粵

                                                 
301 見《粵音韻彙》頁 25 及 26。 
302 見《辭淵》頁 1092。 
303 見《中文字典》頁 408。 
304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83。 
305 見《同音字彙》頁 210。 
306 見《中華新字典》頁 501。 
307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334。 
308 見《廣州音字典》頁 307。 
309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26。 
310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58。 
311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91。 
312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183。 



《粵音正讀字彙》所載日常錯讀字異讀研究 535 

音正讀字彙》音下注曰：「同『檐』。」 
《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廣州音字典》則標 sim4 一音。《粵語同音字典》

音下曰：「習讀。飛簷走壁。」《同音字彙》sim4 音下云：「簷下，屋簷，帽簷(屋脊

的邊緣，凡物冒出的邊)。」《廣州音字典》音下釋義曰：「1.(簷兒)房頂伸出的邊沿：

房簷兒、前簷。2.(簷兒)覆蓋物的邊沿或伸出部分：帽簷兒。」 
《粵音韻彙》、《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

廣州話讀音表》則 jim4、sim4 二音全收。《粵音韻彙》jim4 音下並無釋義，sim4 音

下云：「飛簷走壁。」《中華新字典》jim4 音下釋義曰：「1.房頂伸出的邊沿：房簷兒、

前簷。2.覆蓋物的邊沿或伸出部分：帽簷兒。」注明 sim4 為又音。《李氏中文字典》

謂「簷」有 sim4、jim4 二音，音下釋義曰：「1.房頂伸出邊沿：前簷、房簷兒。2.
覆蓋物之邊沿或伸出部分：帽簷兒。」《廣州話標準音字彙》jim4 音下云：「同『檐』。」，

sim4 音下並無釋義。《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只標音，不釋義。 

案：「簷」於《廣韻》屬下平聲二十四鹽，音「余廉切」，注曰：「上同。」即與

位於其上之「檐」字音義相同。「檐」下釋義曰：「屋檐。《說文》曰：『檐，木。』」
313以今粵音切之，「余廉切」與 jim4 音相應。「簷」乃「檐」之異體字，「簷」、「檐」

與「蟾」同以「詹」作聲符，「蟾」音 sim4，「簷」、「檐」受其影響而發展出 sim4
一音。 

II.23 夭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夭」字注音主要有三：jiu1、jiu2、ou2。謹將各書注音羅

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314 jiu1  jiu2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315 jiu1  jiu2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16 jiu1  jiu2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317 jiu1  jiu2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318 /  jiu2  / 

                                                 
313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225。 
314 見《粵音韻彙》頁 24。 
315 見《辭淵》頁 283。 
316 見《中文字典》頁 112。 
317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66。 
318 見《同音字彙》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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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319 jiu1  jiu2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320 jiu1  /  ou2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321 jiu1  jiu2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322 jiu1  jiu2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323 jiu1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324 jiu1  jiu2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325 jiu1  jiu2  /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於「夭」字只標 jiu1 一音，並無釋義。 
《同音字彙》只標 jiu2 一音，音下云：「夭折(早死)，夭亡。」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廣州音

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均標 jiu1、jiu2
二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jiu1 音下釋義曰：「【動】短命早死。(例)

夭折。」jiu2 音下釋義曰：「【形】1.彩色鮮明。2.和悅。」其下收「夭夭」、「夭折」、

「夭扎」、「夭殤」、「夭斜」、「夭矯」、「夭厲」、「夭桃穠李」八個詞語。「夭夭」下釋

義曰：「1.顏色和悅。2.美麗可愛。」「夭折」下釋義曰：「短命早死。」「夭扎」下釋

義曰：「與夭折同。」「夭殤」下釋義曰：「與夭折同。」「夭斜」下釋義曰：「歪斜。」

「夭矯」下釋義曰：「飛揚活潑的樣子。」「夭厲」下釋義曰：「瘟疫。」「夭桃穠李」

下釋義曰：「美人的顏色如桃李一樣鮮艷美麗。」《中文字典》jiu1 音下釋義曰：「1.
草茂盛的樣子：［例］厥草惟夭。2. [夭夭](1)美麗可愛的樣子：［例］桃之夭夭。(2) 顏

色和悅的樣子：［例］夭夭如也。」jiu2 音下釋義曰：「未成年的人死去：［例］夭亡、

夭折。」《粵語同音字典》jiu1 音下曰：「奪目。夭夭，盛貌。」jiu2 音下云：「夭折，

短命。」《中華新字典》jiu1 音下釋義曰：「茂盛：桃之夭夭。」jiu2 音下釋義曰：「未

成年人死去：夭亡。」《廣州音字典》jiu1 音下釋義曰：「茂盛(叠)：桃之夭夭。」jiu2
音下釋義曰：「夭亡，未成年的人死去。」《廣州話標準音字彙》jiu1 音下云：「草盛

貌。」jiu2 音下曰：「夭折。」《廣州話正音字典》jiu1 音下釋義曰：「茂盛的樣子：

                                                 
319 見《中華新字典》頁 152。 
320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37。 
321 見《廣州音字典》頁 187。 
322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34。 
323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56。 
324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2。 
325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171 及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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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之夭夭。」jiu2 音下釋義曰：「未成年人死去：夭折│夭亡。」《粵音正讀字彙》

jiu1 音下注曰：「形容草木茂盛。」jiu2 音下收「夭折」、「壽夭」二詞。 
《李氏中文字典》則標 jiu1、ou2 二音。jiu1 音下釋義曰：「1.草盛貌。2.夭夭：

顏美貌。3.夭桃穠李：言女貌美，祝人嫁娶。4.夭厲：災疫。5.夭矯：屈曲狀。」ou2
音下釋義曰：「禽獸及草木之稚者。」 

「夭」字《廣韻》三見，下平聲四宵下音「於喬切」，解說云：「和舒之貌。又乙

矯切。」326上聲三十小下音「於兆切」，釋義曰：「屈也。」327上聲三十二晧下音「烏

晧切」，解說曰：「《禮》曰：不殀，夭本。又於矯切。」328以今粵音切之，「於喬切」

與 jiu1 音相應，「乙矯切」、「於兆切」、「於矯切」與 jiu2 相應，「烏晧切」則與 ou2
相應。 
II.24 躍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躍」字注音主要有三：joek9、joek8、tik7。謹將各書注

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329 joek9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330 joek9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31 joek9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332 joek9(又讀) joek8(習讀)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333 / joek8   / 
6. 《中華新字典》334 joek9 joek8  (又)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335 / joek8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336 joek9 joek8  (又)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337 joek9 /  tik7 

                                                 
326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51。 
327 同上，頁 297。 
328 同上，頁 303。 
329 見《粵音韻彙》頁 44。 
330 見《辭淵》頁 1428。 
331 見《中文字典》頁 552。 
332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67。 
333 見《同音字彙》頁 127。 
334 見《中華新字典》頁 704。 
335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352。 
336 見《廣州音字典》頁 451。 
337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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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338 joek9  (又) joek8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339 joek9 joek8  (又)  tik7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340 joek9 /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音正讀字彙》於「躍」字只標 joek9 一

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joek9 音下釋義曰：「【動】1.跳。(例)跳

躍。2.激動。(例)躍躍。」其下收「躍躍欲試」一詞。「躍躍欲試」下釋義曰：「1.急
進的樣子。2.技癢的樣子。3.心動的樣子。」《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1.跳。［例］

飛躍、魚躍於淵。2.[躍躍]心裏跳動著，情緒不能自制的樣子：［例］躍躍欲試。」

《粵音正讀字彙》joek9 音下收「躍躍欲試」、「跳躍」二詞。 
《同音字彙》、《李氏中文字典》標 joek8 一音。《同音字彙》音下云：「跳躍，雀

躍，踴躍，大躍進，一躍千里。」《李氏中文字典》joek8 音下釋義曰：「=跃。1.跳：

大躍進。2.躍躍：(甲)喜貌。(乙)心不定。」 
《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收

joek9、joek8 二音。《粵語同音字典》謂 joek8 為習讀，joek9 為又讀。joek8 音下曰：

「習讀。跳越。激動。」joek9 音下云：「又讀。跳躍，驚喜，作勢，躍躍欲試，雀

躍。」《中華新字典》joek9 音下釋義曰：「跳：跳躍。飛躍。躍進。」注明 joek8 為

又音。《廣州音字典》joek9 音下釋義曰：「跳(［連］跳躍)：飛躍前進。」joek8 注

明為又讀。《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只注明 joek8 為又音，並無釋義。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標 joek9、tik7 二音。joek9 音下云：「跳躍。」tik7 音下曰：

「同『趯』。」 
《廣州話正音字典》則 joek9、joek8、tik7 三音全收。joek9 音下釋義曰：「1.跳：

跳躍│躍進。2.(對做某事)熱情積極的樣子：活躍│躍躍欲試。」joek8 注明為又音。

tik7 音下釋義曰：「[躍躍]迅速蹦跳的樣子。」 

案：「躍」於《廣韻》屬入聲十八藥，音「以灼切」，釋義云：「跳躍也。上也。

進也。」341以今粵音切之，「以灼切」與 joek9 音相應。《廣州話標準音字彙》謂「躍」

同「趯」，「趯」於《廣韻》屬入聲二十三錫，音「他歷切」，釋義云：「跳貌。」342「他

                                                 
338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205。 
339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597。 
340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23。 
341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501。 
342 同上，頁 522。 



《粵音正讀字彙》所載日常錯讀字異讀研究 539 

歷切」與 tik7 音相應。joek8 則為一般人的讀音。 

II.25 予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予」字注音主要有二：jy4、jy5。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343  jy4  jy5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344  jy4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45  jy4  jy5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346  jy4  jy5   
5. 余秉昭《同音字彙》347  jy4  jy5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348  jy4  jy5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349  jy4  jy5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350  jy4  jy5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351  jy4  jy5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352  jy4  jy5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353 jy4  jy5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354  jy4  jy5  

《辭淵》於「予」字只標 jy4 一音。《辭淵》jy4 音下釋義曰：「【代】我，與余同。

【動】賞賜、給，同與字。」其下收「予奪」、「予智」、「予取予求」三詞。「予奪」

下釋義曰：「賞罰。」「予智」下釋義曰：「自誇聰明。」「予取予求」下釋義曰：「指

隨意向我取求。」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李

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

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則二 jy4、jy5 音全收。《粵音韻彙》及《廣州話標

                                                 
343 見《粵音韻彙》頁 50。 
344 見《辭淵》頁 23。 
345 見《中文字典》頁 8。 
346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331 及 333。 
347 見《同音字彙》頁 133 及 134。 
348 見《中華新字典》頁 11。 
349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55。 
350 見《廣州音字典》頁 21。 
351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3。 
352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7。 
353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7。 
354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68 及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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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音字彙》jy4 音下並無釋義，jy5 音下均收「給予」一詞。《中文字典》jy4 音下釋

義曰：「我：［例］予取予求(任我要拿就拿，要討就討)。」jy5 音下釋義曰：「1.給與：

［例］賜予、予以照顧。2.許可：［例］准予照所擬計劃施行。」《粵語同音字典》jy4
音下曰：「我也。」jy5 音下云：「賜也，畀給。」《同音字彙》jy4 音下云：「同「余」。」

jy5 音下曰：「賜予，賦予，給予。」《中華新字典》jy4 音下釋義曰：「我。」jy5 音

下釋義曰：「給與：授予獎狀。予以協助。予以處分。」《李氏中文字典》jy5 音下釋

義曰：「1.給與：予以協助。2.予奪：賜與及褫奪。3.助語詞：予取、予攜。」jy4 音

下云：「我。」《廣州音字典》jy4 音下釋義曰：「我。」jy5 音下釋義曰：「給與：授

予獎狀。予以協助。予以處分。」《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jy4 音下收「予取予求」

一詞。jy5 音下收「授予」一詞。《廣州話正音字典》jy4 音下釋義曰：「古時候第一

人稱的一種，相當於現代的『我』。」jy5 音下釋義曰：「給、贈：贈予│授予。」《粵

音正讀字彙》jy4 音下云：「我。」jy5 音下收「予以」、「給予」二詞。 
案：「予」字《廣韻》兩見，一見上平聲九魚，音「以諸切」，解說云：「我也。

又餘佇切。」355一見上聲八語，音「余吕切」，又「余譽切」，注曰：「郭璞云：『予，

猶與也。』又弋諸切。」356以今粵音切之，「以諸切」、「弋諸切」與 jy4 音相應。「餘

佇切」則與 jy5 音相應。 

II.26 與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與」字注音主要有三：jy5、jy6、jy4。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357 jy5  jy6  jy4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358 jy5  /  jy4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59 jy5  jy6  jy4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360 jy5  jy6  jy4 
5. 余秉昭《同音字彙》361 jy5  /  / 

                                                 
355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68。 
356 同上，頁 256。 
357 見《粵音韻彙》頁 50。 
358 見《辭淵》頁 1207。 
359 見《中文字典》頁 458。 
360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332 及 333。 
361 見《同音字彙》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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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362 jy5  jy6  jy4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363 jy5  jy6  jy4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364 jy5  jy6  jy4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365 jy5  jy6  jy4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366 jy5  jy6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367 jy5  jy6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368 jy5  jy6  jy4 

《同音字彙》於「與」字只標 jy5 一音。jy5 音下曰：「與其，相與，給與，與人

方便，時不我與(時光不等我)。」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則標 jy5、jy6 二音。《常用字廣州

話讀音表》jy5 音下云：「贈與。同『歟』。」。jy6 音下收「參與」一詞。《廣州話正

音字典》jy5 音下釋義曰：「1.給：付與│施與│與人方便。2.交往；友好：與國(友
邦) │〈方〉你個人真好相與(你這個人真容易相處)。3.讚許；贊肋：與人為善。4.
介詞，跟：與日月同輝│與困難作鬥爭。5.連詞，和：傲慢與偏見│烏鴉與麻雀。

6. [與其]連詞，跟『不如』等詞語搭配比較兩件事的得失利害而有所取捨，『與其』

帶出捨棄的一面：與其坐以待斃，不如拼死求生。」jy6 音下釋義曰：「同『歟』，古

漢語助詞，用在句末表示疑問、感嘆等語氣；也用在句中表示語氣停頓。」 
《辭淵》則標 jy5、jy4 二音。jy5 音下釋義曰：「【接】及、偕。(例)父與子。【動】

1.贊成。2.交好。(例)相與。3.給予。(例)施與。4.幫助。(例)人與為善。5.如。【名】

同類。(例)黨與。」「【動】1.參預。(例)與聞其事。」「與「歟」字同。」(「歟」音

jy4，音下釋義曰：「【疑】麼。(例)然歟。【助】啊。 (例)猗歟。」369)其下收「與奪」、

「與人方便」、「與世浮沈」、「與世推移」、「與虎謀皮」、「與鬼為鄰」、「與日月爭光」

七詞。「臺端」下釋義曰：「舊日侍御史的稱號。(引)一般人的尊。」「與奪」下釋義

曰：「給與或奪取。(「與」一作「予」)」「與人方便」下釋義曰：「隨時幫助他人。」

「與世浮沈」下釋義曰：「隨世俗上下，同流合污。」「與世推移」下釋義曰：「不拘

                                                 
362 見《中華新字典》頁 568 及 341。 
363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345。 
364 見《廣州音字典》頁 4 及 351。 
365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41。 
366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74。 
367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4。 
368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69、371 及 372。 
369 見《辭淵》頁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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泥不滯礙。」「與虎謀皮」下釋義曰：「(喻)利害相牴觸。」「與鬼為鄰」下釋義曰：

「去死不遠。」「與日月爭光」下釋義曰：「照耀千古的德業。」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

《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粵音正讀字彙》均 jy5、jy6、jy4 三音全收。

《粵音韻彙》jy4 音下云：「同『歟』。」jy6 音下收「參與」一詞。於 jy5 音只標音，

不釋義。《中文字典》jy5 音下釋義曰：「1.和，跟：［例］惟我與爾、與民同樂。2.
給，送：［例］贈與、付與、交與本人。3.交好：［例］與國、彼此相與。4.幫助：［例］

與人為善。與人方便，自己方便。5.等待：［例］歲不我與(時光不等待我了)。」jy6
音下釋義曰：「參加：［例］參與、與聞其事。」jy4 音下釋義曰：「和『歟』字通。」

「歟」音 jy4，jy4 音下釋義曰：「1.文言裏表示疑問的語助詞：［例］然歟否歟。2.
表示讚美的感嘆詞：［例］猗歟盛哉。」370 《粵語同音字典》jy5 音下曰：「共也。

交好：相與。給付。同類：黨與。」jy6 音下云：「參與其中，與聞。通『豫』」「豫」

「事前準備，安逸，干涉，河南別名。」jy4 音下曰：「同『歟』。疑問詞，語助詞。」

「歟」「語末助詞，表疑問，反詰及感歎。」《中華新字典》jy5 音下釋義曰：「1.和，

跟：學生與老師。與人方便。2.給：贈與。送與。交與本人。3.交往：此人易與。相

與。與國(相交好的國家)。4.贊助：與人為善。5.〈書〉等待：時不我與。」jy6 音

下釋義曰：「參與，參加：與會。與聞此事。」「同『歟』，見 341 頁。」「歟」音 jy4，

jy4 音下釋義曰：「〈書〉1.助詞，表示疑問或反問，跟『嗎』或『呢』相同：在齊歟？

在魯歟？2.表示感歎，跟『啊』相同：猗歟！偉歟！」《李氏中文字典》jy5 音下釋

義曰：「= =与。1.和、跟：我與你。2.贈：送與。3.交往：相與、與國。4.贊助：

與人為善。5.與其：寧可。」jy6 音下云：「= =与。參加：與會、與聞其事。」jy4
音下云：「=欤。文言助詞，表示疑問。」《廣州音字典》jy5 音下釋義曰：「1.和，跟：

批評與自我批評。2.給：贈與。送與。交與本人。3.交往：此人易與。相與。與國(相
交好的國家)。4.贊助：與人為善。『與其』比較連詞，常跟「寧」、「寧可」、「不如」、

「不若」等連用：與其坐車，不如坐船。」jy6 音下釋義曰：「參與，參加：與會。

與聞此事。」「同『歟』，見 351 頁。」「歟」音 jy4，釋義云：「文言助詞，表示疑問：

真歟？假歟？」《廣州話標準音字彙》jy4 音下並無釋義，jy5 音下云：「同『歟』。」

jy6 音下收「參與」一詞。《粵音正讀字彙》jy4 音下云：「同『歟』。」「歟」條下釋

                                                 
370 見《中文字典》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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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曰：「助詞，表示疑問，用法跟『乎』大致相同。」jy5 音下收「與其」、「施與」

二詞。jy6 音下則收「與聞」、「參與」二詞。 
「與」字《廣韻》三見，上平聲九魚下音「以諸切」，解說云：「上同，本又餘佇

切。」371即與位於其上之「歟」字音義相同；「歟」下釋義曰：「《說文》云：『安气

也。』又語末之辭，亦作與。」上聲八語下音「余吕切」，又「余譽切」，釋義曰：「善

也。待也。《說文》曰：『黨與也。』」372去聲九御下音「羊洳切」，釋義曰：「參與也。」
373以今粵音切之，「以諸切」與 jy4 音相應，「餘佇切」與 jy5 音相應，「羊洳切」及

「余譽切」則與 jy6 音相應。 

II.27 戾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戾」字注音主要有五：loey6、lai2、lai6、lit9、lyt8。謹

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374 loey6 / /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375 loey6 /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76 loey6 /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377 loey6 / /  lit9  lyt8 
5. 余秉昭《同音字彙》378 loey6 / /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379 loey6 / /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380 loey6 / /  /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381 loey6 / /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382 loey6 / /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383 loey6 / /  /  / 

                                                 
371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68。 
372 同上，頁 256。 
373 同上，頁 363。 
374 見《粵音韻彙》頁 41。 
375 見《辭淵》頁 509。 
376 見《中文字典》頁 194。 
377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10、 221 及 230。 
378 見《同音字彙》頁 162。 
379 見《中華新字典》頁 242。 
380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73。 
381 見《廣州音字典》頁 279。 
382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59。 
383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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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384 loey6 lai2(方) /  /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385 / / lai6  lit9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

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均於「戾」字

只標 loey6 一音。《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皆

只標音，並無釋義。《辭淵》loey6 音下釋義曰：「【動】1.到來。(例)戾止。2.扭轉。

(例)戾轉。(與『捩』同) 3.違背。(例)背戾。【名】罪惡。(例)罪戾。【形】1.性情乖僻。

(例)乖戾。2.快捷。(例)鴦飛戾天。」其下收「戾止」、「戾蟲」二詞。「戾止」下釋義

曰：「來臨。」「戾蟲」下釋義曰：「虎。」《中文字典》loey6 音下釋義曰：「1.至：［例］

鳶飛戾天。2.罪過：［例］罪戾。3.乖張，凶惡：［例］性情乖戾、暴戾恣睢。」《同

音字彙》loey6 音下曰：「罪戾，暴戾，轉戾點。」《中華新字典》loey6 音下釋義曰：

「〈書〉1.罪過。2.乖戾，乖張：暴戾。」《李氏中文字典》loey6 音下釋義曰：「1.
罪過。2.行為不合人情：乖戾、暴戾。3.漢字右捺。」《廣州音字典》loey6 音下釋義

曰：「1.罪過。2.乖戾，乖張：暴戾。」 
《廣州話正音字典》收 loey6、lai2 二音。loey6 音下釋義曰：「1.罪過。2.凶殘；

乖張：暴戾。」〈方〉lai2 音下釋義曰：「扭傷：瞓戾頸(落枕)│戾親手(扭傷了手)。」 
《粵音正讀字彙》則標 lai6、lit9 二音。lai6 音下收「暴戾」、「狼戾」二詞，注

明又音 lit9。lit9 音下收「暴戾」、「狼戾」二詞，注明又音 lai6。 
《粵語同音字典》收 loey6、lit9、lyt8 三音。loey6 音下曰：「頑劣，罪咎，到，

止，暴虐，安定，乾燥。」lit9 音下云：「通『捩』，扭轉，又音劣。」lyt8 音下曰：

「扭轉也，見王頌棠《中華新字典》。」 
「戾」字《廣韻》兩見，去聲十二霽下音「郎計切」，釋義云：「乖也。待也。利

也。立也。罪也。來也。至也。定也。又很戾。《說文》：『曲也。从犬出户下。』戾

者，身戾，曲也。」386入聲十六屑下音「練結切」，解說曰：「罪也。曲也。戾至盭

並。又力計切。」387以今粵音切之，「郎計切」、「力計切」與 lai6 音相應，「練結切」

則與 lit9 音相應。《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

                                                 
384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53。 
385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65 及 223。 
386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74。 
387 同上，頁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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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

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所標示之 loey6 音，則應受以「戾」為偏旁 loey6
音之「淚」字所影響。lai2 音則為廣東方音。 

II.28 捩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捩」字注音主要有三：lit9、lai6、loey6。謹將各書注音

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388 lit9  lai6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389 lit9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390 lit9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391 lit9  lai6  loey6 
5. 余秉昭《同音字彙》392 lit9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393 lit9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394 lit9  lai6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395 lit9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396 lit9  lai6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397 lit9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398 lit9  lai6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399 lit9  lai6  / 

《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常用字廣

州話讀音表》於「捩」字只標 lit9 一音。《辭淵》lit9 音下釋義曰：「【動】用手轉動

物體。(例)捩轉。【名】機關發動處。(例)機捩。」《中文字典》lit9 音下釋義曰：「扭

轉：［例］轉捩點。」《同音字彙》音下曰：「(手執物而轉，又機關發動處)，轉捩點。」

                                                 
388 見《粵音韻彙》頁 10 及 31。 
389 見《辭淵》頁 543。 
390 見《中文字典》頁 207。 
391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96、 222 及 210。 
392 見《同音字彙》頁 154。 
393 見《中華新字典》頁 258。 
394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73。 
395 見《廣州音字典》頁 147。 
396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63。 
397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91。 
398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218。 
399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65 及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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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新字典》lit9 音下釋義曰：「〈書〉扭轉：轉捩點(轉折點)。」《廣州音字典》lit9
音下釋義曰：「扭轉：轉捩點(轉折點)。」《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只標音，不釋義。 

《粵音韻彙》、《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粵

音正讀字彙》則標 lit9、lai6 二音。《粵音韻彙》於 lit9 音只標音，不釋義。lai6 音下

云：「琵琶撥法。」《李氏中文字典》lai6 音下釋義曰：「琵琶撥法。」lit9 音下釋義

曰：「扭轉：轉捩點。」《廣州話標準音字彙》lit9 音下曰：「扭轉。」lai6 音下云：「琵

琶撥法。」《廣州話正音字典》lit9 音下釋義曰：「扭轉：轉捩點。」lai6 音下釋義曰：

「1.琵琶的撥子。2.關鍵。」《粵音正讀字彙》lai6 音下云：「琵琶的撥子。」lit9 音

下收「轉捩點」一詞。 
《粵語同音字典》則 lit9、lai6、loey6 三音全收。lit9 音下曰：「拗轉，回轉，又

音中入。」lai6 音下云：「琵琶撥法。」loey6 音下云：「語音，轉：捩撥弦。」 
「捩」字《廣韻》兩見，去聲十二霽下音「郎計切」，釋義云：「琵琶撥也。」400

入聲十六屑下音「練結切」，釋義曰：「『拗捩』出《玉篇》。」401以今粵音切之，「郎

計切」與 lai6 音相應，「練結切」則與 lit9 音相應。《粵語同音字典》所標示之 loey6
音，則應受同樣以「戾」為偏旁 loey6 音之「淚」字所影響。 

II.29 冥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冥」字注音主要有二：ming4、ming5。謹將各書注音羅

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402 ming4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03 ming4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404 ming4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05 ming4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06 ming4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407 ming4 /  

                                                 
400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74。 
401 同上，頁 496。 
402 見《粵音韻彙》頁 29。 
403 見《辭淵》頁 93。 
404 見《中文字典》頁 39。 
405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42。 
406 見《同音字彙》頁 171。 
407 見《中華新字典》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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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408 / ming5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409 ming4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410 ming4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411 ming4 ming5 (又)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412 ming4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413 ming4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

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

於「冥」字均只標 ming4 一音。《粵音韻彙》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皆只標音，不

釋義。《辭淵》ming4 音下釋義曰：「【形】1.幽暗。(例)冥冥。2.愚蠢。(例)冥頑。3.
深遠。(例)冥思。4.死後的。(例)冥器。【名】夜。」其下收「冥土」、「冥冥」、「冥佑」、

「冥冥」、「冥婚」、「冥思」、「冥搜」、「冥會」、「冥器」、「冥報」、「冥福」、「冥鏹」、

「冥鴻」、「冥頑」、「冥王星」、「冥行盲索」詞。「冥土」下釋義曰：「鬼魂所住的地

方。」「冥冥」下釋義曰：「鬼魂所住的地方。」「冥佑」下釋義曰：「鬼神在暗中呵

護。」「冥冥」下釋義曰：「1.遠空。2.幽暗。」「冥婚」下釋義曰：「迷信的人把他們

已死的子女互相結為婚姻。」「冥思」下釋義曰：「深思。」「冥搜」下釋義曰：「暗

中搜索。」「冥會」下釋義曰：「默悟。」「冥器」下釋義曰：「世俗為死人焚化的紙

器。」「冥報」下釋義曰：「幽冥中的報應。」「冥福」下釋義曰：「人死後，為之誦

經追薦叫做求冥福。」「冥鏹」下釋義曰：「世俗為死人焚化的銀紙錁。」「冥鴻」下

釋義曰：「(喻)遠走高飛。」「冥頑」下釋義曰：「愚蠢固執，不可理喻。」「冥王星」

下釋義曰：「(天)Pluto 為八大行星外的新行星，位置在海王星外面。」「冥行盲索」

下釋義曰：「暗中摸索。」《中文字典》ming4 音下釋義曰：「1.昏暗不明：［例］晦冥。

2.愚昧，不明事理：［例］冥愚、冥頑不靈。3.迷信人稱死人的所在叫『冥』：［例］

冥府。4.指死人的用器：［例］冥器、冥衣、冥鏹。」《粵語同音字典》ming4 音下曰：

「幽暗不明，愚昧，深奧，陰間。」《同音字彙》ming4 音下曰：「(幽暗不明)冥府，

冥頑。」《中華新字典》ming4 音下釋義曰：「1.(1)昏暗。(2)愚昧：冥頑不靈。2.迷
                                                 
408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63。 
409 見《廣州音字典》頁 27。 
410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1。 
411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29。 
412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25。 
413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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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稱人死以後進入的世界。3.深沉：冥想。」《廣州音字典》ming4 音下釋義曰：「1.
昏暗。(［引］愚昧)：冥頑不靈。2.迷信稱人死以後進入的世界。」《廣州話正音字

典》ming4 音下釋義曰：「1.幽暗：昏暗。2.昏庸愚昧：冥頑。3.深沉：冥想。4.迷信

的人稱陰間地府：冥府│冥鈔。」《粵音正讀字彙》ming4 音下收「冥思苦想」、「幽

冥」二詞。 
《李氏中文字典》只標 ming5 一音，音下釋義曰：「=冥 1.昏暗。2.愚昧：冥頑不

靈。3.陰世，人死後進入之世界。」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 ming4、ming5 二音全收，ming4 音下並無不釋義，

ming5 音下注明為又音。 
案：「冥」於《廣韻》屬下平聲十五青，音「莫經切」，解說云：「暗也。幽也。

又姓。禹後，因國為氏。《風俗通》云：『有冥都為丞相。』莫經切。」414以今粵音

切之，「莫經切」與 ming4 音相應。《李氏中文字典》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所

標 ming5 音，則為現在一般人的讀音。 

II.30 銘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銘」字注音主要有二：ming4、ming5。謹將各書注音羅

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415 ming4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16 ming4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417 ming4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18 ming4 ming5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19 ming4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420 ming4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421 ming4 ming5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422 / ming5   

                                                 
414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97。 
415 見《粵音韻彙》頁 29。 
416 見《辭淵》頁 1534。 
417 見《中文字典》頁 588。 
418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42。 
419 見《同音字彙》頁 170。 
420 見《中華新字典》頁 752。 
421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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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423 ming4 ming5 (又)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424 ming4 ming5 (又)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425 ming4 ming5 (又)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426 ming4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粵音正讀字

彙》於「銘」字只標 ming4 一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ming4 音

下釋義曰：「【名】1.刻在器物上的文字。2.死人墓誌後的韻語。3.文體的一種。【動】

永誌不忘。」其下收「銘心」、「銘功」、「銘刻」、「銘旌」、「銘佩」、「銘誄」、「銘感」、

「銘篆」、「銘肌鏤骨」九詞。「銘心」下釋義曰：「心中銘刻不忘。」「銘功」下釋義

曰：「古時銘刻金石旌表有功。」「銘刻」下釋義曰：「記憶很深。」「銘旌」下釋義

曰：「書寫死者銜名的帛條。」「銘佩」下釋義曰：「銘感。」「銘誄」下釋義曰：「記

述死者功德的文字。」「銘感」下釋義曰：「銘心感德。」「銘篆」下釋義曰：「銘刻。」

「銘肌鏤骨」下釋義曰：「(喻)感恩深厚。」《中文字典》ming4 音下釋義曰：「1.刻
在器物上或石碑上的一種紀述功德的文字：［例］碑銘、墓誌銘。2.永記不忘：［例］

銘感、銘諸肺腑。」《同音字彙》音下曰：「銘心，座右銘，墓誌銘，刻骨銘心。」

《中華新字典》ming4 音下釋義曰：「1.刻在或鑄在器物、碑碣上記述生平、事業的

文字或寫出、刻出警惕自己的文字：墓誌銘。硯銘。座右銘。2.在器物上刻字，表

示紀念，比喻深刻記住：銘功。銘記。銘諸肺腑(比喻永記)。」《粵音正讀字彙》ming4
音下收「銘刻」、「刻骨銘心」二詞。 

《粵語同音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

表》、《廣州話正音字典》則 ming4、ming5 二音全收。《粵語同音字典》ming4 音下

曰：「文體之名。刻刊。」ming5 音下云：「又讀。銘記：不忘。」《李氏中文字典》

ming4 音下釋義曰：「名詞，指刻在器上之自警或稱述功德的文字：座右銘、陋室銘。」

ming5 音下釋義曰：「動詞用，謂永記不忘：銘感、銘佩、銘刻、銘諸肺腑。」《廣

州話標準音字彙》ming4 音下並無釋義，ming5 注明為又音。《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

ming4 音下並無不釋義，ming5 音下注明為又音。《廣州話正音字典》ming4 音下釋

                                                                                                                                      
422 見《廣州音字典》頁 389。 
423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83。 
424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216。 
425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506。 
426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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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曰：「1.刻在器物上記述生平、事業的文字；寫出或刻出警惕自己的文字：墓誌銘

│座右銘。2.在器物上刻字，比喻深刻記住：銘記│銘諸肺腑。」又注明 ming5 為

又音。 
《廣州音字典》只標 ming5 一音，音下釋義曰：「1.刻在器物上記述生平、事業

或警惕自己的文字：墓誌銘。座右銘。2.在器物上刻字：銘諸肺腑(喻永記)。」 
案：「銘」於《廣韻》屬下平聲十五青，音「莫經切」，釋義云：「銘記。《釋名》

曰：『銘，名也。記名其功也。』」427以今粵音切之，「莫經切」與 ming4 音相應。《粵

語同音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

州話正音字典》所標之 ming5 音，可能受同以「名」為偏旁而音 ming5 之「茗」字

所影響，又或因「銘」、「茗」二字普通話均唸 míng 音，而「茗」粵音 ming5，故將

「銘」唸為 ming5。 

II.31 嫵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嫵」字注音主要有二：mou5、mou4。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428 mou5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29 mou5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430 mou5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31 mou5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32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433 mou5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434 mou5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435 mou5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436 mou5  /  

                                                 
427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97。 
428 見《粵音韻彙》頁 34。 
429 見《辭淵》頁 311。 
430 見《中文字典》頁 121。 
431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46。 
432 見《同音字彙》沒有收錄此字。 
433 見《中華新字典》頁 166。 
434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310。 
435 見《廣州音字典》頁 245。 
436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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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437 mou5  mou4 (又)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438 mou5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439 mou5  /  

《同音字彙》並無收錄此字。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

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

彙》於「嫵」字均只標 mou5 一音。《粵音韻彙》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只標音，

不釋義。《辭淵》音下收「嫵媚」一詞。「嫵媚」下釋義曰：「姿態柔美。」《中文字

典》mou5 音下釋義曰：「[娬媚]同『嫵媚』，形容女子姿態美好可愛。」《粵語同音

字典》mou5 音下曰：「同『娬』，媚也。嫵媚纖弱。」「娬」音 mou5「好也，同『嫵』，

娬媚，妍美。」《中華新字典》mou5 音下釋義曰：「[嫵媚]姿態美好。」《李氏中文

字典》mou5 音下釋義曰：「=娬。嫵媚：恣態美好。」《廣州音字典》mou5 音下釋

義曰：「[嫵媚]姿態美好。」《廣州話正音字典》mou5 音下釋義曰：「[嫵媚](女子、

花木等)姿態美好可愛。」《粵音正讀字彙》mou5 音下云：「[嫵媚]姿態美好可愛。」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標 mou5、mou4 二音，mou5 音下並無不釋義，mou4

音下注明為又音。 
案：「嫵」於《廣韻》屬上聲九麌，音「文甫切」，釋義云：「嫵媚。」440以今粵

音切之，「文甫切」與 mou5 音相應。《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所標示之 mou4 音，則

應受音 mou4 之「無」字所影響。「嫵」以「無」作偏旁，有些人見邊讀邊，故讀「嫵」

為 mou4 音。《粵音正讀字彙》所示「嫵」字日常錯讀之 fu2 音，則應受同樣以「無」

為偏旁 fu2 音之「撫」字所影響，惟甚少人會這樣誤讀。 

II.32 遨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遨」字注音主要有二：ngou4、ngou6。謹將各書注音羅

列如下： 

                                                 
437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62。 
438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03。 
439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42。 
440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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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錫凌《粵音韻彙》441 ngou4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42 ngou4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443 ngou4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44 ngou4  ngou6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45 ngou4  /   
6. 《中華新字典》446 ngou4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447 ngou4  ngou6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448 ngou4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449 ngou4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450 ngou4  ngou6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451 ngou4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452 ngou4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於「遨」字均只標 ngou4
一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ngou4 音下釋義曰：「【動】遊樂。(例)

遨遊。」其下收「遨放」一詞。「遨放」下釋義曰：「放蕩不受拘束。」《中文字典》

ngou4 音下釋義曰：「[遨遊]到處遊玩的意思。」《同音字彙》音下曰：「遨遊(出遊)，
(遨同「敖」)。」《中華新字典》ngou4 音下釋義曰：「遊逛：遨遊。」《廣州音字典》

ngou4 音下釋義曰：「遨遊，遊逛。」《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只標音，並無釋義。《廣

州話正音字典》ngou4 音下釋義曰：「遊玩：遨遊天下。」《粵音正讀字彙》ngou4
音下云：「[遨遊]漫遊。」 

《粵語同音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標 ngou4、ngou6
二音。《粵語同音字典》ngou4 音下曰：「漫逛：遨遊。」ngou6 音下云：「又讀。遨

                                                 
441 見《粵音韻彙》頁 34。 
442 見《辭淵》頁 1481。 
443 見《中文字典》頁 569。 
444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54。 
445 見《同音字彙》頁 187。 
446 見《中華新字典》頁 727。 
447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73。 
448 見《廣州音字典》頁 131。 
449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77。 
450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211。 
451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54。 
452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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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分韻。」《李氏中文字典》謂「遨」有 ngou4、ngou6 二音，音下釋義曰：「出遊：

遨遊、遨戲無度。」《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ngou4 音下並無不釋義，ngou6 音下注

明為又音。 
案：「遨」於《廣韻》屬下平聲六豪，音「五勞切」，釋義云：「上同。」453即「遨」

與位於其上之「敖」字音義相同。「敖」下釋義曰：「游也。《說文》作『敖』。亦姓，

顓頊、大敖之後。或作『遨』。」以今粵音切之，「五勞切」與 ngou4 音相應。《粵語

同音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所標示之 ngou6 音，則應受

同樣以「敖」為偏旁而音 ngou6 之「傲」字所影響。 

II.33 抨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抨」字注音主要有四：ping1、paang1、ping4、ping3。謹

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454 ping1 /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55 ping1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456 ping1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57 ping1 /  ping4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58 / /  /  ping3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459 ping1 /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460 ping1 /  /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461 ping1 /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462 ping1 /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463 ping1 /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464 ping1 /  /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465 / paang1  /  / 
                                                 
453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58。 
454 見《粵音韻彙》頁 29。 
455 見《辭淵》頁 525。 
456 見《中文字典》頁 200。 
457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62 及 263。 
458 見《同音字彙》頁 193。 
459 見《中華新字典》頁 249。 
460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87。 
461 見《廣州音字典》頁 139。 
462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61。 
463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88。 
464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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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

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於「抨」

字均只標 ping1 一音。《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

俱只標音，不釋義。《辭淵》音下釋義曰：「【動】1.攻擊。(例)抨擊。2.彈劾。(例)

抨劾。」其下收「抨擊」一詞。「抨擊」下釋義曰：「用言語文字攻擊責備他人。」

《中文字典》ping1 音下釋義曰：「[抨擊]是用言語或文字，攻擊對方的短處。」《中

華新字典》ping1 音下釋義曰：「〈書〉抨擊，攻擊對方的短處。」《李氏中文字典》

音下釋義曰：「抨擊、抨彈：攻人短處。」《廣州音字典》ping1 音下釋義曰：「抨擊，

攻擊對方的短處。」《廣州話正音字典》ping1 音下釋義曰：「用評論來攻擊對方：抨

擊。」 

《同音字彙》則標 ping3 一音，音下曰：「抨擊，(彈繩墨和開弓都叫做抨)。」 

《粵音正讀字彙》標 paang1 一音。《粵音正讀字彙》paang1 音下云：「1.[抨擊]

用評論來攻擊。2.[抨劾] 彈劾。(注曰：粵俗語以抨為打，例如：用屈(音[gwat9])頭
掃把抨走你。)」 

《粵語同音字典》則標 ping1、ping4 二音。《粵語同音字典》ping1 音下曰：「又

讀。彈劾：抨擊。見黃錫凌《粵音韻彙》，第十五本字書。」ping4 音下云：「彈劾：

抨擊。見王頌棠《中華新字典》等十一本粵音字書。」 

案：「抨」於《廣韻》屬下平聲十三耕，音「普耕切」，釋義云：「彈也。」466按

《廣州話正音字典》「耕」字讀書音為 gang1，口語音為 gaang1；以此推之，「普耕

切」讀書音應是 pang1，口語音則為 paang1。「抨」以「平」作偏旁，於是後來發展

出 ping4 一音。 

II.34 嬪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嬪」字注音主要有三：pan4、ban3、ban1。謹將各書注音

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467 pan4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68 pan4 /  / 

                                                                                                                                      
465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45。 
466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89。 
467 見《粵音韻彙》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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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喬硯農《中文字典》469 pan4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70 pan4 ban3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71 pan4 /  ban1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472 pan4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473 pan4 (讀) ban3(語)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474 pan4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475 pan4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476 / ban3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477 pan4 ban3(俗)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478 pan4 /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

準音字彙》、《粵音正讀字彙》於「嬪」字只標 pan4 一音。《粵音韻彙》及《廣州話

標準音字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音下釋義曰：「【名】1.婦女的美稱。2.妃嬪,
舊時宮中的女官。【動】嫁。」其下收「嬪從」、「嬪御」、「嬪婦」、「嬪牆」四詞。「嬪

從」下釋義曰：「舊日的宮女。」「嬪御」下釋義曰：「舊日帝王的妾。」「嬪婦」下

釋義曰：「1.舊時女官。2.有德行的婦女。」「嬪牆」下釋義曰：「舊日宮中的妃嬪。」

《中文字典》pan4 音下釋義曰：「古稱皇宮裏的女官。」《中華新字典》pan4 音下釋

義曰：「古代皇宮裏的女官。」《廣州音字典》pan4 音下釋義曰：「封建時代皇宮裏

的女官。」《粵音正讀字彙》pan4 音下收「妃嬪」一詞。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標 ban3 一音，並無釋義。 
《粵語同音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則標 pan4、ban3 二音。

《粵語同音字典》pan4 音下曰：「又讀。妃嬪。」ban3 音下云：「習讀。妃嬪。」《李

氏中文字典》謂「嬪」讀音為 pan4，語音為 ban3，音下釋義曰：「宫女官名：妃嬪、

                                                                                                                                      
468 見《辭淵》頁 312。 
469 見《中文字典》頁 125。 
470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5 及 258。 
471 見《同音字彙》頁 7。 
472 見《中華新字典》頁 166。 
473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343。 
474 見《廣州音字典》頁 249。 
475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38。 
476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62。 
477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09。 
478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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嬪嬙。」《廣州話正音字典》pan4 音下釋義曰：「封建時代皇宮裏的女官。」 又注

明 ban3 為俗音。 

《同音字彙》則標 ban1、pan4 二音。ban1 音下曰：「(舊日的女官，「嬪」也讀「貧

(音 pan4)」)，嬪從 (宮女) ，嬪御(帝王的妾)。」 

案：「嬪」於《廣韻》屬上平聲十七真，音「符真切」，釋義云：「婦也。一曰妻

死曰嬪。」479以今粵音切之，「符真切」應音 fan4，但由於古無輕唇音，故「嬪」字

唸作 pan4 音。「嬪」、「擯」、「殯」俱以「賓」作為偏旁，「擯」、「殯」皆唸 ban3，「嬪」

受其影響而發展出 ban3 一音。 

II.35 索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索」字注音主要有三：sok8、saak8、saak9。謹將各書注

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480 sok8 saak8(讀音)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81 / saak8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482 sok8(又) saak8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83 sok8 saak8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84 sok8 /   saak9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485 sok8 saak8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486 sok8 saak8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487 sok8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488 sok8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489 sok8 saak8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490 sok8 saak8(又)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491 sok8 saak8   / 
                                                 
479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04。 
480 見《粵音韻彙》頁 8 及 40。 
481 見《辭淵》頁 1110。 
482 見《中文字典》頁 417。 
483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71 及 293。 
484 見《同音字彙》頁 198 及 215。 
485 見《中華新字典》頁 512。 
486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67。 
487 見《廣州音字典》頁 441。 
488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28。 
489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60。 
490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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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於「索」字只標 sok8 一音。《廣州音字典》

sok8 音下釋義曰：「1.(索子)大繩子：麻索。船索。鐵索橋。2.搜尋，尋求(［連］搜

索)：進行搜索。遍索不得。[索引]把書籍或報刊裏邊的要項摘出來，分類或按字形、

字音依次排列，標明頁數，以便查檢的表。3.討取，要：索錢。索價。索欠。4.盡，

亳無：索然無味。5.單獨：離群索居。『索性』徑直，乾脆：索性走了。」《廣州話

標準音字彙》只標音，並無釋義。 
《辭淵》則標 saak8 一音。《辭淵》於 saak8 音下釋義曰：「【名】粗繩。(例)繩索。

【動】1.搜求。(例)搜索。2.要求。(例)索取。【形副】1.離散的。(例)索居。2.蕭條。

(例)蕭索。」其下收「索引」、「索居」、「索取」、「索性」、「索寞」、「索索」、「索倫」、

「索解」、「索笑」、「索然」、「索訶」、「索隱」、「索虜」、「索索科」、「索福克麗士」

十五詞。「索引」下釋義曰：「書籍中的分類目錄,備檢查。」「索居」下釋義曰：「散

居而不能聚首。」「索取」下釋義曰：「索討。」「索性」下釋義曰：「直截了當的意

思。」「索寞」下釋義曰：「神色頹喪。」「索索」下釋義曰：「1.聲響。2.心不安的樣

子。」「索倫」下釋義曰：「(地)部落名,在黑龍江省。」「索解」下釋義曰：「不明白。」

「索笑」下釋義曰：「逗笑。」「索然」下釋義曰：「寂寞無味。」「索訶」下釋義曰：

「梵語,眾生所居的地方。」「索隱」下釋義曰：「書籍的注釋。」「索虜」下釋義曰：

「南北朝時, 南朝罵北方鮮卑匈奴各異族的話。」「索索科」下釋義曰：「受寒或受

驚時身體發顫的樣子。」「索福克麗士」下釋義曰：「(人)Sophocles 希臘悲劇作家。(公

元前四九五─四零五)」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則標 sok8、saak8
二音。《粵音韻彙》於 saak8 音下注曰：「讀音。」sok8 音下並無釋義。《中文字典》

saak8，又 sok8。釋義曰：「1.粗的繩子或粗的大鏈子：［例］麻索、船索、鐵索橋。

2.搜尋，找：［例］搜索、索解(尋求解釋)。3.討取：［例］索錢、索價、索欠。4.單
獨：［例］離羣索居。」《粵語同音字典》sok8 音下曰：「亦讀。搜尋：搜索，要求

需索。」saak8 音下云：「繩索，搜索，索性，索引。」《中華新字典》sok8 音下釋

義曰：「1.大繩子或大鏈子：麻索。船索。絞索。鐵索橋。2.〈書〉寂寞，沒有意味：

索然無味。3.〈書〉單獨：離群索居。」sak8 音下釋義曰：「1.搜尋，尋求：進行搜

                                                                                                                                      
491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56 及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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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遍索不得。[索引]把書籍或報刊裏邊的要項摘出來，分類或按字形、字音依次

排列，標明頁數，以便查檢的表。2.討取，要：索錢。索價。索欠。」《李氏中文字

典》謂「索」有 saak8、sok8 二音，音下釋義曰：「(一)1.搜尋：搜索、遍索。2.索引：

將書報內容，摘取排列，標明頁數。3.索價：要價。(二)1.大繩子：麻索、鐵索橋。

2.全無：索然無味。3.單獨：離羣索居。4.蕭條：蕭索。(三)乾脆：索性。」《常用字

廣州話讀音表》sok8 音下並無釋義，注明搜尋義又讀 saak8。《廣州話正音字典》sok8
音下釋義曰：「(一)1.大繩子；大鏈子：繩索│鐵索橋。2.搓(繩)：索綯。(二)又音 saak8 
1.搜尋；尋找：搜索│求索。2.請求；求取：索救│索取。3.娶妻。4.須；要(近代白

話常用)：不索│須索。5.觸摸：摸索。6.孤單；寂寞：離群索居│索然無味。7.離
散：離索。8.盡：氣索│索性。」《粵音正讀字彙》saak8 音下收「搜索」、「索隱」

二詞。sok8 音下收「繩索」一詞。 

《同音字彙》則標 sok8、saak9 二音。saak9 音下曰：「索性，索引(將書籍內容另

編目錄以便檢索)，索錢，索價，搜索，探索。」sok8 音下曰：「索性，索取，索解，

索引(將書籍或報刊內容另編目錄，標明頁數以便檢查)，繩索，勒索，索然無味，

搜索枯腸，興致索然，離羣索居。」 
「索」字《廣韻》三見，入聲十九鐸下音「蘇各切」，說解云：「盡也。散也。又

繩索。亦姓，出燉煌。蘇各切，又所戟切。」492入聲二十陌下音「山戟切」，注曰：

「上同。」即與位於其上之「𡩡」字音義相同；「𡩡」下說解曰：「求也。山戟切，

又蘇各切。」493入聲二十一麥下音「山責切」，注曰：「上同。」即與位於其上之「𡩡」

字音義相同；「𡩡」下釋義曰：「求也。取也。好也。」494以今粵音切之，「蘇各切」

與 sok8 音相應，「所戟切」、「山戟切」即音 sik7，「山責切」則音 saak8。 

II.36 舌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舌」字注音主要有二：sit9、sit8。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495 sit9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496 sit9  /  

                                                 
492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507。 
493 同上，頁 510。 
494 同上，頁 515。 
495 見《粵音韻彙》頁 31。 
496 見《辭淵》頁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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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喬硯農《中文字典》497 sit9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498 sit9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499 /  sit 8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00 sit9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01 sit9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02 sit9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503 sit9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504 sit9(又)  sit 8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505 sit9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506 sit9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

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

彙》於「舌」字只標 sit9 一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音下釋義曰：

「【名】動物司味覺並助發音的器官，在口腔內。」其下收「舌人」、「舌苔」、「舌根」、

「舌骨」、「舌耕」、「舌戰」、「舌下腺」、「舌狀花」、「舌神經」、「舌敝脣焦」、「舌劍

脣鎗」十一詞。「舌人」下釋義曰：「當翻譯傳話的人。」「舌苔」下釋義曰：「病人

舌上所起的垢膩。」「舌根」下釋義曰：「舌近喉的部分。」「舌骨」下釋義曰：「(生

理)附於舌根的小骨，以韌帶和喉頭相連。」「舌耕」下釋義曰：「教書自活的人。」

「舌戰」下釋義曰：「激烈的辨論。」「舌下腺」下釋義曰：「(生理)唾腺的下部。」

「舌狀花」下釋義曰：「(植)花冠由數瓣連合而成，上部如筒形，上部分裂如舌形，

如蒲公英等。」「舌神經」下釋義曰：「(生理)分布於舌上的神經,和腦相連。」「舌敝

脣焦」下釋義曰：「費盡脣舌。」「舌劍脣鎗」下釋義曰：「言語爭論兇猛。」《中文

字典》sit9 音下釋義曰：「1.[舌頭]動物嘴裏辨別滋味和幫助發音的器官。2.言語：［例］

饒舌、舌戰羣儒。3.器具上像舌頭的部分：［例］鈴舌、舌門兒(唧筒，抽氣筒內掩

                                                 
497 見《中文字典》頁 459。 
498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82。 
499 見《同音字彙》頁 213。 
500 見《中華新字典》頁 569。 
501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13。 
502 見《廣州音字典》頁 430。 
503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42。 
504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75。 
505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565。 
506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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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孔口的活門兒。)」《粵語同音字典》sit9 音下曰：「脷也。口舌。」《中華新字典》

sit9 音下釋義曰：「1.人和動物嘴裏辨別滋味、幫助咀嚼和發音的器官：舌頭。舌尖。

2.像舌頭的東西：火舌(大的火苗)。帽舌。3.比喻說話：學舌。笨口拙舌。長舌婦。

4.鈴或鐸中的錘。」《李氏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𠯑1.口舌：是非。2.舌鋒：尖

銳話。」《廣州音字典》sit9 音下釋義曰：「1.(舌頭)動物嘴裏辨別滋味、幫助咀嚼和

發音的器官。[舌鋒]［轉］尖銳流利的話。2.鈴或鐸中的錘。」《廣州話標準音字彙》

只標音，並無釋義。《廣州話正音字典》sit9 音下釋義曰：「1.人和動物口腔中能靈活

伸縮活動的器官，可辨別滋味、幫助咀嚼和發音等：舌頭│巧舌如簧。2.像舌的物

體：帽舌│火舌。3.鈴等中間的小錘。4.言語；有關言語的：舌戰│駟不及舌。」《粵

音正讀字彙》sit9 音下收「脣舌」一詞。 
《同音字彙》則只標 sit8 一音，音下曰：「舌頭，舌戰，長舌，口舌招尤，唇槍

舌劍。」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標 sit9、sit8 二音。sit8 音下並無釋義，sit9 音下注明

為又音。 
案：「舌」於《廣韻》屬入聲十七薛，音「食列切」，說解曰：「口中舌也。《山海

經》云：『長舌山有獸，名長舌，狀如禺而，四耳，出則郡多水。』又姓，《左傳》：

『越大夫舌庸也。』食列切。」507以今粵音切之，「食列切」與 sit9 音相應。《同音

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所標 sit8 音，則為現在一般人之讀音。《李氏中文

字典》指「𠯑」等於「口舌」之「舌」，非是。《廣韻》入聲十五鎋下有一字與「舌」

字字形相同，音「下刮切」，其釋義云：「塞口。《說文》作『𠯑』，話、栝之類从此。」
508「𠯑」字於《說文》屬二篇上口部，說解曰：「塞口也。从口，氏省聲。𤯁古文从

甘。」509可見「𠯑」字並非「口舌」之「舌」的異體字。 

II.37 塑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塑」字注音主要有二：sou3、sok8。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

下： 

                                                 
507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497。 
508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490。 
509 見《說文解字注》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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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錫凌《粵音韻彙》510 sou3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511 sou3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512 sou3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513 sou3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514 sou3 sok8 (俗音)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15 sou3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16 sou3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17 sou3 sok8 (俗)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518 sou3 sok8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519 sou3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520 sou3 sok8 (俗)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521 sou3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

文字典》、《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粵音正讀字彙》於「塑」字只標 sou3 一音。《粵

音韻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均只標音，不釋義。《辭淵》音下釋義曰：「【動】

用土做成模型。(例)塑像。」《中文字典》sou3 釋義曰：「拿泥土等做成人物的形像：

［例］塑像、木雕泥塑。」《粵語同音字典》sou3 音下曰：「用泥作像。」《中華新

字典》sou3 音下釋義曰：「1.用泥土等做成人物的形象：塑像。泥塑木雕。2. [塑料]：

具有可塑性的高分子化合物的統稱，種類很多，用途很廣。」《李氏中文字典》音下

釋義曰：「=塐 1.塑膠、塑料：高分子化合物統稱，用途很廣。2.塑像：用泥土等做

成人像。」《粵音正讀字彙》sou3 音下收「塑造」、「雕塑」二詞。 
《同音字彙》、《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廣州話正音字典》則標

sou3、sok8 二音。《同音字彙》音下曰：「(俗音讀「索」)，塑像，塑膠。」《廣州音

                                                 
510 見《粵音韻彙》頁 34。 
511 見《辭淵》頁 251。 
512 見《中文字典》頁 104。 
513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294。 
514 見《同音字彙》頁 217。 
515 見《中華新字典》頁 142。 
516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48。 
517 見《廣州音字典》頁 163。 
518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32。 
519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54。 
520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66。 
521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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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sou3 音下釋義曰：「用泥土等做成人物的形象：塑像。泥塑木雕。[塑料]：具

有可塑性的高分子化合物的統稱，種類很多，用途很廣。」注明 sok8 為俗音。《廣

州話標準音字彙》只標音，並無釋義。《廣州話正音字典》sou3 音下釋義曰：「用泥

土等做成人物的形象：塑像│泥塑木雕。」注明 sok8 為俗音。 

案：「塑」於《廣韻》屬去聲十一暮，音「桑故切」，釋義云：「塑像也。出周公

夢書。」522以今粵音切之，「桑故切」與 sou3 音相應。「塑」以「朔」為聲符，「朔」

音 sok8，於是後來發展出 sok8 一音。 

II.38 渲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渲」字注音主要有三：syn3、hyn1、syn1。謹將各書注音

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523 syn3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524 syn3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525 syn3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526 syn3 hyn1  syn1 
5. 余秉昭《同音字彙》527 syn3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28 syn3 hyn1(又)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29 syn3 /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30 syn3(又) /  syn1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531 syn3(又) /  syn1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532 / hyn1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533 syn3 hyn1(又)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534 syn3 /  / 

                                                 
522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69。 
523 見《粵音韻彙》頁 52。 
524 見《辭淵》頁 829。 
525 見《中文字典》頁 303。 
526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145 及 297。 
527 見《同音字彙》頁 223。 
528 見《中華新字典》頁 374。 
529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15。 
530 見《廣州音字典》頁 99。 
531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91。 
532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21。 
533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12。 
534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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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李氏中文字典》、《粵音正讀

字彙》於「渲」字只標 syn3 一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syn3 音下

釋義曰：「【動】把水墨淋在紙上。(例)渲染。」其下收「渲染」一詞。「渲染」下釋

義曰：「繪畫上用淡墨的方法。」《中文字典》syn3 釋義曰：「1.把水、墨淋在紙上加

以擦勻的畫法：［例］渲彩。2. [渲染]：(1)用顏料染成各種彩色。(2)比喻文章或某一

件事誇大來說，過度的描寫。」《同音字彙》音下曰：「(書法之一種，擦以墨水，再

三淋之)，渲染(1.用顏料染成各種顏色。2.過度的描寫)。」《李氏中文字典》音下釋

義曰：「1.畫法之一。2.渲染：(甲)塗色。(乙)誇大。」《粵音正讀字彙》syn3 音下云：

「[渲染]1.國畫的一種畫法。2.比喻誇大的形容。」 
《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則標 hyn1 一音，並無釋義。 
《中華新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則標 syn3、hyn1 二音。《中華新字典》syn3

音下釋義曰：「把水、墨淋在紙上再擦勻的畫法。[渲染](1)用顏料染成各種彩色。(2)
誇大地形容。」注明 hyn1 為又音。《廣州話正音字典》syn3 音下釋義曰：「[渲染]1.
中國畫的一種畫法，用水墨或顏色塗抹畫面，再擦得濃淡適宜。2.比喻誇大地形容：

小事情不必極力渲染。」注明 hyn1 為又音。 

《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則標 syn3、syn1 二音。《廣州音字典》syn1
音下釋義曰：「把水、墨淋在紙上再擦勻的畫法。[渲染]用顏料染成各種彩色。［喻］

誇大地形容。」注明 syn3 為又音。《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只標音，並無釋義。 
《粵語同音字典》則收 syn3、hyn1、syn1 三音。syn3 音下曰：「染刷，畫法。」

hyn1 音下云：「語音。畫法：渲染。」syn1 音下云：「又讀。畫法：淋水墨頻擦之，

使濃淡。」 

案：「渲」於《廣韻》屬去聲三十三線，音「息絹切」，釋義云：「小水。」535以

今粵音切之，「息絹切」與 syn3 音相應。「渲」以「宣」作為偏旁，有些人見邊讀邊，

故讀「渲」為 syn1 音。《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中華新字典》、《廣州話正音字典》、

《粵語同音字典》所標示之 hyn1 音，則應受同樣以「宣」為偏旁音 hyn1 之「喧」

字所影響。 

                                                 
535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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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39 湍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湍」字注音主要有五：toen1、tsyn2、dzyn1、dzyn2、tyn1。

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536  toen1 / /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537  toen1 / /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538  toen1 / /  /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539  toen1 tsyn2(罕

讀) 
dyn1(語
音) 

 /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540  toen1 / /  /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41  toen1 / /  /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42  toen1(讀) / /  dzyn2(語)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43  toen1 / /  /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

音字彙》544 
 toen1 tsyn2(俗) /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

讀音表》545 
 toen1 tsyn2(俗) /  /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546 toen1 tsyn2(俗) /  /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

彙》547 
 / / /  /  tyn1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廣州音字典》

於「湍」字只標 toen1 一音。《粵音韻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音下釋義曰：「【形】

水流得很快。(例)急湍。」其下收「湍急」、「湍決」、「湍流」三詞。「湍急」下釋義

曰：「水勢急而快。」「湍決」下釋義曰：「水勢猛烈，足以決堤。」「湍流」下釋義

                                                 
536 見《粵音韻彙》頁 42。 
537 見《辭淵》頁 832。 
538 見《中文字典》頁 301。 
539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74、309、370 及 371。 
540 見《同音字彙》頁 233。 
541 見《中華新字典》頁 372。 
542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26。 
543 見《廣州音字典》頁 100。 
544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90。 
545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122。 
546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114。 
547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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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急流。」《中文字典》toen1 音下釋義曰：「急湍而旋轉的水：［例］急湍、湍瀨、

湍流。」《同音字彙》音下曰：「湍急(水流很急)，湍流，湍水，湍瀉。」《中華新字

典》toen1 音下釋義曰：「1.〈書〉急流的水：急湍。2. 湍急：湍流。」《廣州音字典》

音下釋義曰：「急流的水。」 

《粵音正讀字彙》只標 tyn1 一音，音下云：「[湍急]水勢急。2.[湍流]急流。」 
《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標 toen1、

tsyn2 二音。《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於 toen1 音下均無釋

義，注明 tsyn2 為俗讀。《廣州話正音字典》toen1 音下釋義曰：「1.水流得急：湍急。

2.急流：飛湍。」注明 tsyn2 為俗音。 
《李氏中文字典》則標 toen1、dzyn2 二音，dzyn2 為「湍」之語音，toen1 乃讀

音，音下釋義曰：「1.急流之水。2.湍急：水勢速。3.湍瀨：水淺流急處。」 
《粵語同音字典》則 toen1、tsyn2、dzyn1 三音全收。toen1 音下曰：「水流，急

速。」dzyn2 音下云：「語音。急流。」dzyn1 音下曰：「又讀。水名。見《字解初基》。」

tsyn2 音下云：「罕讀。急流。」 

「湍」字《廣韻》兩見，上平聲二十六桓下音「他端切」，解說云：「急瀨也。他

端切，又音專。」548下平聲二仙下音「職緣切」，注曰：「水名，在鄧州。又音煓。」
549以今粵音切之，「他端切」與 tyn1 音相應，「職緣切」則與 dzyn1 音相應。《廣州

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粵語同音字典》所

標示之 tsyn2 音，則應受同樣以「耑」為偏旁音 tsyn2 之「喘」字所影響。 

II.40 峙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峙」字注音主要有三：si6、tsi5、dzi6。謹將各書注音羅

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550 si6 /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551 si6 /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552 si6 /  / 

                                                 
548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24。 
549 同上，頁 142。 
550 見《粵音韻彙》頁 23。 
551 見《辭淵》頁 383。 
552 見《中文字典》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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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553 si6 tsi5(又)  dzi6(罕讀) 
5. 余秉昭《同音字彙》554 si6 /  dzi6(又)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55 si6 tsi5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56 si6 tsi5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57 si6 tsi5(又)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558 si6 /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559 si6 tsi5(又)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560 si6 tsi5(又)  /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561 / tsi5  dzi6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於「峙」字只標 si6
一音。《粵音韻彙》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只標音，不釋義。《辭淵》「峙」下釋義

曰：：「【形】1.聳立。(例)峙立。2.堆積。(例)峙積。」《中文字典》si6 音下釋義曰：

「1.聳立：［例］峙立、兩山對峙。2.儲備：峙積、峙乃糗糧。」 
《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

州話正音字典》則標 si6、tsi5 二音。《中華新字典》tsi5 音下釋義曰：「〈書〉直立，

聳立：兩峯雙峙。」si6 音下釋義曰：「[繁峙]地名，在山西。」《李氏中文字典》tsi5
音下釋義曰：「聳立：兩峯雙峙。」si6 音下釋義曰：「山西省峙縣。」《廣州音字典》

si6 音下釋義曰：「(一)直立，聳立：兩峯雙峙。(二) [繁峙]縣名，在山西省。」注明

tsi5 為又音。《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於 si6 音下並無釋義，注明 tsi5 為又音。《廣州

話正音字典》si6 音下釋義曰：「1.屹立：對峙。2.地名，在山西繁峙縣。」注明 tsi5
為又音。 

《同音字彙》標 si6、dzi6 二音。si6 音下曰：「(又讀「寺」)峙立，兩山對峙。」 

《粵音正讀字彙》則標 tsi5、dzi6 二音。於 dzi6 音、 tsi5 音下均收「對峙」、「鼎

峙」二詞。 
《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則 si6、tsi5、dzi6 三音全收。si6 音下曰：「屹立。

                                                 
553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39、280 及 350。 
554 見《同音字彙》頁 208。 
555 見《中華新字典》頁 188。 
556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129。 
557 見《廣州音字典》頁 223。 
558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44。 
559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68。 
560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275。 
561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156 及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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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備。繁峙縣，在山西。」tsi5 音下云：「又讀。屹立堆積。作者現據有力之字書，

從數字上看是音對似音之比，約為八對九。」dzi6 音下云：「罕讀。堆積，兩山對立

也。見《初學字辨》。」 

案：「峙」於《廣韻》屬上聲六止，音「直里切」，釋義云：「具也。又峻峙。」
562與「直里切」相對之粵音為 tsi5。《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

《廣州話正音字典》均指讀山西繁峙縣此一地名時，「峙」應唸作 si6，這可能是由

於普通話在此唸作 shì 音的緣故，因「峙」、「是」二字普通話均唸 shì 音，而「是」

粵讀作 si6，故將「峙」唸為 si6。dzi6 音則可能受音 dzi6 之聲符「寺」所影響。 

II.41 創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創」字注音主要有二：tsong1、tsong3。謹將各書注音羅

列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563 tsong1  tsong3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564 /  tsong3  
3. 喬硯農《中文字典》565 tsong1  tsong3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566 tsong1  tsong3   
5. 余秉昭《同音字彙》567 tsong1  tsong3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68 tsong1  tsong3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69 tsong1  tsong3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70 tsong1  tsong3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571 tsong1  tsong3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572 tsong1  tsong3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573 tsong1  tsong3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574 tsong1  tsong3  

                                                 
562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253。 
563 見《粵音韻彙》頁 39。 
564 見《辭淵》頁 114。 
565 見《中文字典》頁 49。 
566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49 及 50。 
567 見《同音字彙》頁 248。 
568 見《中華新字典》頁 65。 
569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60。 
570 見《廣州音字典》頁 41。 
571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14。 
572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32。 
573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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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淵》於「創」字只標 tsong3 一音。「創」下釋義云：「【動】1.開始。(例)創始。

2.製造。(例)創作。3.懲罰。(例)加以重創。【名】1.傷害。(例)創傷。2.瘡同。」其下

收「創立」、「創見」、「創作」、「創始」、「創造」、「創痍」、「創設」、「創業」、「創辦」、

「創舉」、「創制權」、「創世記」、「創鉅痛深」、「創意造言」、「創業垂統」十五詞。「創

立」下釋義曰：「開始設立。」「創見」下釋義曰：「初次發現的事。」「創作」下釋

義曰：「自己創造的作品。」「創始」下釋義曰：「計畫開始。」「創造」下釋義曰：「開

始製造。」「創痍」下釋義曰：「傷痕。(例)創痍滿目。」「創設」下釋義曰：「與『創

立』同。」「創業」下釋義曰：「開辦新事業。」「創辦」下釋義曰：「最初開辦。」

「創舉」下釋義曰：「從未有過的舉動。」「創制權」下釋義曰：「(政)人民提出議案

的特權。」「創世記」下釋義曰：「(宗)舊約聖經的第一卷，記天地開闢和人類始祖

的事。」「創鉅痛深」下釋義曰：「損失很重。」「創意造言」下釋義曰：「自己創作

的意義和文詞。」「創業垂統」下釋義曰：「創造事業，傳給後人。」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李

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

州話正音字典》、《粵音正讀字彙》則標 tsong1、tsong3 二音。《粵音韻彙》於 tsong1
音下收「創痍」一詞，tsong3 音下注曰：「同『瘡』」。《中文字典》tsong3 音下釋義

曰：「1.開始，開始造：［例］創舉、創新紀錄。2.懲罰：懲創罪過。」tsong1 音下釋

義曰：「刀傷，傷害：［例］予以重創、身披七十創。」《粵語同音字典》tsong1 音下

曰：「同『瘡』。創痍：傷害。」tsong3 音下云：「開始。懲罰。」《同音字彙》tsong1
音下曰：「創傷，巨創，受創。」tsong3 音下曰：「創造，創立，創辦，創作。」《中

華新字典》tsong3 音下釋義曰：「開始，開始做：創舉。創造。創作。首創。」tsong1
音下釋義曰：「傷：創傷。刀傷。予以重創。」《李氏中文字典》tsong3 音下釋義曰：

「(一)1.悲傷：悽愴、愴然淚下。2.愴怳：失竟貌。(二) =剙=剏=刅。開始：創作、

創舉、首創。」tsong1 音下釋義曰：「傷：創傷、予以重創。」《廣州音字典》tsong3
音下釋義曰：「開始，開始做：創舉。創造。創作。首創。」tsong1 音下釋義曰：「傷

(［連］創傷)：刀傷。予以重創。」《廣州話標準音字彙》tsong3 音下收「創造」一

詞，tsong1 音下收「創傷」一詞。《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只標音，不釋義。《廣州

話正音字典》tsong3 音下釋義曰：「開始進行；初次做某事：創建│創新。」tsong1

                                                                                                                                      
574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281 及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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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下釋義曰：「受傷；遭受損失：創傷│創痛。」《粵音正讀字彙》tsong1 音下收「創

傷」、「重創」二詞，tsong3 音下收「創作」、「草創」二詞。 
「創」字《廣韻》兩見，下平聲十陽下音「初良切」，解說云：「《說文》曰：『傷

也。』《禮》曰：『頭有創則沐。』今作瘡。初良切，又初亮切。」575去聲四十一漾

下音「初亮切」，注曰：「上同。又初良切。」即與位於其上之「刱」字音義相同；「刱」

下解說曰：「初也。《說文》曰：『造法。』刱，業也。初亮切。」576以今粵音切之，

「初良切」與 tsong1 音相應，「初亮切」則與 tsong3 音相應。 

II.42 揣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揣」字注音主要有二：tsoey2、tsyn2。謹將各書注音羅列

如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577 tsoey2  tsyn2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578 tsoey2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579 tsoey2  tsyn2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580 tsoey2  tsyn2   
5. 余秉昭《同音字彙》581 /  tsyn2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82 tsoey2  tsyn2(又)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83 tsoey2(讀)  tsyn2(語)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84 tsoey2  tsyn2(俗)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585 tsoey2  tsyn2(話)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586 tsoey2(又)  tsyn2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587 tsoey2  tsyn2(白)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588 tsoey2  /  

                                                 
575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175。 
576 同上，頁 426。 
577 見《粵音韻彙》頁 42 及 52。 
578 見《辭淵》頁 557。 
579 見《中文字典》頁 212。 
580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47 及 54。 
581 見《同音字彙》頁 254。 
582 見《中華新字典》頁 265。 
583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226。 
584 見《廣州音字典》頁 150。 
585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64。 
586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92。 
587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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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淵》、《粵音正讀字彙》於「揣」字只標 tsoey2 一音。《辭淵》「揣」下釋義

曰：「【動】1.猜想。(例)揣度。2.試探。(例)善揣人意。3. 與『摧』同。」其下收「揣

度」、「揣骨」、「揣測」、「揣摩」四詞。「揣度」下釋義曰：「量度高低。」「揣骨」下

釋義曰：「相術的一種，按人骨格而定窮通壽夭。」「揣測」下釋義曰：「揣度。」「揣

摩」下釋義曰：「1.揣度人的意思。2.玩索文字而加以摹擬。」《粵音正讀字彙》tsoey2
音下收「揣摩」、「揣測」二詞。 

《同音字彙》則標 tsyn2 一音，音下曰：「揣摩，揣測。」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

《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

則 tsoey2、tsyn2 二音全收。《粵音韻彙》tsoey2 音下並無釋義，tsyn2 音下注曰：「語

音。」《中文字典》tsoey2 音下釋義曰：「估量，忖度：［例］揣度、揣測、不揣冒昧。」

注明 tsyn2 為又音。《粵語同音字典》tsoey2 音下曰：「讀音。揣摩：忖度。」tsyn2
音下云：「語音。揣摩。」《中華新字典》tsoey2 音下釋義曰：「(一)估量，忖度：我

揣測他不來。不揣淺陋。[揣摩](1)研究，仔細琢磨：仔細揣摩寫作的方法。(2)估量，

推測：我揣摩你也能做。(二)藏在衣服裏：揣手。揣在懷裏。(三)[掙揣]掙扎。」注

明 tsyn2 為又讀。《李氏中文字典》謂「揣」讀音為 tsoey2。語音為 tsyn2，音下釋義

曰：「(一)1.忖度：不揣淺陋。2.揣摩：(甲)研究。(乙)推測。(二)藏在衣內：揣手、

揣在懷中。(三)=䦷。掙揣：掙扎，用力支撑或擺脱。」《廣州音字典》tsoey2 音下

釋義曰：「(一)估量，忖度：我揣測他不來。不揣淺陋。[揣摩]1.研究，仔細琢磨：

仔細揣摩寫作的方法。2.估量，推測：我揣摩你也能做。(二)藏在衣服裏：揣手。揣

在懷裏。(三)[掙揣]掙扎。」注明 tsyn2 為俗音。《廣州話標準音字彙》tsoey2 音下並

無釋義，tsyn2 注明為話音。《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只標音，不釋義，注明 tsoey2
為又讀。《廣州話正音字典》注明 tsoey2 為讀書音，tsyn2 為口語音，音下釋義曰：「1.
藏在衣服裏：把手揣在衣袖裏│把錢揣在懷裏。2.(1)估量；忖度：揣測│揣度│揣

摩│不揣冒昧。(2)姓。3.[掙揣]掙扎。」 

「揣」字，《廣韻》音「初委」、「丁果」二切。「初委切」屬上聲四紙，注曰：「度

也。試也。量也。除也。初委切，又丁果切。」589至於「丁果切」一音，則屬上聲

                                                                                                                                      
588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304。 
589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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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果，注曰：「搖也。又初委切。」590以今音切之，「初委切」與 tsoey2 音相應。

《粵音韻彙》、《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李氏

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

話正音字典》所標示之 tsyn2 音，則應受同樣以「耑」為偏旁而音 tsyn2 之「喘」字

所影響而產生。 

II.43 慧 

粵語注音工具書中，「慧」字注音主要有二：wai6、wai3。謹將各書注音羅列如

下： 

1. 黃錫凌《粵音韻彙》591 wai6 /  
2. 施庸盦、茅瑩甫《辭淵》592 wai6 /  
3. 喬硯農《中文字典》593 wai6 /  
4. 馮田獵《粵語同音字典》594 wai6 /   
5. 余秉昭《同音字彙》595 wai6 /   
6. 中華書局《中華新字典》596 wai6 /  
7. 李卓敏《李氏中文字典》597 wai6 /  
8. 饒秉才《廣州音字典》598 wai6 /   
9. 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599 wai6 /  

10. 語文教育學院《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600 wai6 /   
11. 詹伯慧《廣州話正音字典》601 wai6 wai3 (又)   
12. 何文匯、朱國藩《粵音正讀字彙》602 wai6 /  

《粵音韻彙》、《辭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

                                                 
590 同上，頁 305。 
591 見《粵音韻彙》頁 11。 
592 見《辭淵》頁 491。 
593 見《中文字典》頁 187。 
594 見《粵語同音字典》頁 319。 
595 見《同音字彙》頁 260。 
596 見《中華新字典》頁 234。 
597 見《李氏中文字典》頁 300。 
598 見《廣州音字典》頁 278。 
599 見《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頁 57。 
600 見《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頁 83。 
601 見《廣州話正音字典》頁 352。 
602 見《粵音正讀字彙》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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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李氏中文字典》、《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

表》、《粵音正讀字彙》於「慧」字均只標 wai6 一音。《粵音韻彙》、《廣州話標準音

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俱只標音，不釋義。《辭淵》「慧」下釋義曰：「【名】

聰明。(例)巧慧。」其下收「慧山」、「慧心」、「慧性」、「慧根」、「慧眼」、「慧給」、

「慧劍」、「慧黠」八詞。「慧山」下釋義曰：「(地)在江蘇省無錫縣西，又名惠山。」

「慧心」下釋義曰：「聰惠的心思。」「慧性」下釋義曰：「慧心。」「慧根」下釋義

曰：「佛家語，指智慧的根性。」「慧眼」下釋義曰：「佛家語，謂能見一切實相的眼。」

「慧給」下釋義曰：「聰慧而有口才。」「慧劍」下釋義曰：「佛家語，能以智慧斬斷

煩惱，有如利劍。」「慧黠」下釋義曰：「聰明巧黠。」《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聰

明，智巧：［例］智慧、聰慧、生有慧資。」《粵語同音字典》wai6 音下曰：「賢智

明哲，銳敏聰明。」《同音字彙》音下云：「(智敏)，慧給，慧心，慧根，慧黠，慧

眼。」《中華新字典》「慧」下釋義曰：「聰明，有才智：智慧。聰慧。慧心。」《李

氏中文字典》音下釋義曰：「1.有才智：智慧。2.慧心：佛教指心中開朗。」《廣州音

字典》wai6 音下釋義云：「聰明，有才智(［連］智慧)：發揮工人的智慧。」《粵音

正讀字彙》wai6 音下收「慧黠」、「智慧」、「拾人牙慧」三詞。 
《廣州話正音字典》則標 wai6、wai3 二音，wai6 音下釋義曰：「聰明：智慧│

聰慧│慧眼識英雄。」注明 wai3 為又音。 

案：「慧」於《廣韻》屬去聲十二霽，音「胡桂切」，解說云：「解也。胡桂切。」
603以今粵音切之，「胡桂切」與 wai6 音相應。《廣州話正音字典》所標 wai3 音為俗

讀，今人多用於「智慧」一詞。 

III 結論 

III.1 粵讀之成因 

本論文討論了四十三個《粵音正讀字彙》所載日常錯讀字於《粵音韻彙》、《辭

淵》、《中文字典》、《粵語同音字典》、《同音字彙》、《中華新字典》、《李氏中文字典》、

《廣州音字典》、《廣州話標準音字彙》、《常用字廣州話讀音表》、《廣州話正音字典》

所出現之異讀情況，發現一字之所以多音，是因為除了受傳統反切影響外，讀音還

受一些其他因素影響，習非成是，從切從眾，往往莫衷一是。現歸納所找出讀音之

                                                 
603 見《新校正切宋本廣韻》頁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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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及成因如下： 

(1) 依據傳統反切 

綜觀各工具書所標示之讀音，多與《廣韻》切音相對應。茲表列本論文所研究

各字注音與切音相對應者如下：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 藉 「慈夜切」

「秦昔切」

「慈亦切」

dze6 
dzik9 
dzik9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 浹 「子協切」 dzip8 
 

被切字 切音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 捷 「疾葉切」 dzip9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4. 昨 「在各切」 dzok9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5. 綜 「子宋切」 dzung3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6. 泛 「孚梵切」 
「方勇切」 

faan3 
fung2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7. 覆 「敷救切」 
「扶富切」 
「芳福切」 
「敷六切」 

fu3 
fau6 
fuk7 
fu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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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8. 革 「古核切」 gaak8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9. 糾 「居黝切」 gau2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0. 紀 「居理切」 gei2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1. 勁 「居正切」 ging3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2. 競 「渠敬切」 ging6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3. 桿 「古案切」 gon3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4. 均 「居勻切」 
「王問切」 

gwan1 
wan6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5. 坎 「苦感切」 ham2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6. 坷 「枯我切」 

「口箇切」 
ho2 
ho3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7. 刊 「苦寒切」 h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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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8. 券 「去願切」 hyn3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19. 任 「如林切」 

「汝鴆切」 
jam4 
jam6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0. 熠 「羊入切」 jap9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1. 誼 「宜寄切」 ji6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2. 簷 「余廉切」 jim4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3. 夭 「於喬切」 

「於兆切」 
「乙矯切」 
「於矯切」 
「烏晧切」 

jiu1 
jiu2 
jiu2 
jiu2 
ou2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4. 躍 
 

「以灼切」 
「他歷切」 

joek9 
tik7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5. 予 「以諸切」 
「弋諸切」 
「餘佇切」  

jy4 
jy4 
jy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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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6. 與 
 

「以諸切」 
「餘佇切」 
「余譽切」 
「羊洳切」 

jy4 
jy5 
jy6 
jy6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7. 戾 
 

「郎計切」 
「力計切」 
「練結切」  

lai6 
lai6 
lit9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8. 捩 「郎計切」 
「練結切」 

lai6 
lit9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29. 冥 「莫經切」 ming4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0. 銘 「莫經切」 ming4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1. 嫵 「文甫切」 mou5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2. 遨 「五勞切」 ngou4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3. 抨 「普耕切」 paang1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4. 嬪 「符真切」 pa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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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5. 索 
 

「蘇各切」 
「所戟切」 
「山戟切」 
「山責切」 

sok8 
sik7 
sik7 
saak8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6. 舌 「食列切」 sit9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7. 塑 「桑故切」 sou3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8. 渲 「息絹切」 syn3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39. 湍 
 

「他端切」 
「職緣切」「 

tyn1 
dzyn1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40. 峙 「直里切」 tsi5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41. 創 
 

「初良切」 
「初亮切」 

tsong1 
tsong3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42. 揣 「初委切」 tsoey2 
 

被切字 切語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43. 慧 「胡桂切」 wai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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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聲旁影響 

漢字歷史悠久，而語音隨着時間推移而不斷變化，到了今天，形聲字往往跟其

聲旁讀音不一致，不少讀音，便是因有邊讀邊，或受聲旁相同的字所影響而產生的。

茲列受聲旁影響而產生之讀音如下：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2.浹 dzip8 gaap8 

根據切語，「浹」應音 dzip8，現讀為 gaap8，應是受聲旁「夾」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4.昨 dzok9 dzok8 

根據切語，「昨」應音 dzok9，現讀為 dzok8，應是受同以「乍」為聲旁而音 dzok8
之「作」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5.綜 dzung3 dzung1 

根據切語，「綜」應音 dzung3，現讀為 dzung1，應是受聲旁「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16.坷 ho2 ho1 

根據切語，「坷」應音 ho2，現讀為 ho1，應是受同以「可」為聲旁而音 ho1 之

「呵」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18.券 hyn3 gyn3 

根據切語，「券」應音 hyn3，現讀為 gyn3，應是受同以「𠔉」為聲旁而音 gyn3
之「眷」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21.誼 ji6 ji4 

根據切語，「誼」應音 ji6，現讀為 ji4，應是受聲旁「宜」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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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22.簷 jim4 sim4 

根據切語，「簷」應音 jim4，現讀為 sim4，應是受同以「詹」為聲旁而音 sim4
之「蟾」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27.戾 lai6、lit9 loey6 

根據切語，「戾」應音 lai6 或 lit9，現讀為 loey6，應是受同以「戾」為聲旁而音

loey6 之「淚」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28.捩 lai6、lit9 loey6 

根據切語，「捩」應音 lai6 或 lit9，現讀為 loey6，應是受同以「戾」為聲旁而音

loey6 之「淚」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0.銘 ming4 ming5 

根據切語，「銘」應音 ming4，現讀為 ming5，應是受同以「名」為聲旁而音

ming5 之「茗」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1.嫵 mou5 mou4 

根據切語，「嫵」應音 mou5，現讀為 mou4，應是受聲旁「無」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2.遨 ngou4 ngou6 

根據切語，「遨」應音 ngou4，現讀為 ngou6，應是受同以「敖」為聲旁而音 ngou6
之「傲」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3.抨 pang1、paang1 ping4 



《能仁學報》第十一期 580 

根據切語，「抨」應音 pang1 或 paang1，現讀為 ping4，應是受聲旁「平」所影

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4.嬪 pan4 ban3 

根據切語，「嬪」應音 pan4，現讀為 ban3，應是受同以「賓」為聲旁而音 ping4
之「擯」、「殯」二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7.塑 sou3 sok8 

根據切語，「塑」應音 sou3，現讀為 sok8，應是受聲旁「朔」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8.渲 syn3 hyn1 

根據切語，「渲」應音 syn3，現或讀為 hyn1，應是受同以「宣」為聲旁而音 hyn1
之「喧」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8.渲 syn3 syn1 

根據切語，「渲」應音 syn3，現或讀為 syn1，應是受聲旁「宣」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39.湍 tyn1 tsyn2 

根據切語，「湍」應音 tyn1，現讀為 tsyn2，應是受同以「耑」為聲旁而音 tsyn2
之「喘」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40.峙 dzi6 tsi5 

根據切語，「峙」應音 dzi6，現或讀為 tsi5，應是受同以「寺」為聲旁而音 tsi5
之「恃」字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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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40.峙 dzi6 si6 

根據切語，「峙」應音 dzi6，現或讀為 si6，應是受同以「寺」為聲旁而音 si6
之「侍」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聲旁相同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42.揣 tsoey2 tsyn2 

根據切語，「揣」應音 tsoey2，現讀為 tsyn2，應是受同以「耑」為聲旁而音 tsyn2
之「喘」字所影響。 

(3) 受通假影響 

本文所討論的四十三個字中，藉、泛、紀三字分別與借、覂、記相通。茲列受

通假影響而產生之讀音如下：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通假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1.藉  dze6、dzik9  dze3 

「藉」與「借」均有假借之意，古代多用「藉」為「借」，如藉令，即假令。「藉」

讀作 dze3，應是受音 dze3 之「借」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通假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6.泛 faan3  fung2 

「泛」與「覂」皆有馬車翻倒之意，如泛駕、覆泛，即指馬逸不循軌轍。「泛」

讀作 fung2，應是受音 fung2 之「覂」字所影響。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受通假字影響而產生之讀音 

10.紀  gei2  gei3 

「紀」與「記」均有記錄、記載之意，如紀念、紀年、紀元、紀傳。「紀」讀作

gei3，應是受音 gei3 之「記」字所影響。 

(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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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列為本文討論的四十三個字中，未能確切找出依據或成因之讀音。 

 與切語相對應之粵音 一般人的讀音

6.泛 faan3 faan6 
8.革 gaak3 gaap3 

11.勁 ging3 ging6 
12.競 ging6 ging3 
13.桿 gon3 gon1、gon2 
14.均 wan6 wan5、wan2 
17.刊 hon1 hon2 
20.熠 jap9 jap7 
20.熠 jap9 saap9 
24.躍 joek9 joek8 
27.戾 lai6、lit9 lai2 
29.冥 ming4 ming5 
36.舌 sit9 sit8 
43.慧 wai6 wai3 

III.2 結語 

由此可見，粵讀除了受傳統反切影響外，很多時還會受聲旁影響，也會受通假

影響。當然，也有不少讀音未能確切找出其依據或成因。 
直至今天，粵音仍然沒有統一的規範。工具書的編者，或隨傳統反切注音，或

跟從社會上一般人之讀音注音，又或兩音並收，並無統一的做法。 
如要規範粵語讀音，有關當局須盡快集合研究粵音的專家學者，同時參考粵方

言使用者之意見，編撰一本大眾公認，語音標準化的廣州話工具書，使語文教育工

作者能以此作為教學依據，社會大眾亦可掃除溝通上之障礙，避免因讀音不同而產

生不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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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Variant Readings of Chinese Characters 
Labeled as Commonly Mispronounced in the 

Yueyin zhengdu zihui 

CHENG Siu L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as a basis the 43 commonly mispronounced characters listed at the 

end of the Yueyin zhengdu zihui 粵音正讀字彙, and compares their readings indicated in 
11 representative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references. Their differences are then 
examined in the hope that language teachers may have a concrete basis on which the 
students’ pronunciation is to be corrected. 

Keywords 
Cantonese pronunciation, Chinese Dictionary, Yueyin zhengdu zi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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