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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本字典旨在協助香港中學生理解和掌握新高中課程中國語文科的

十二篇文言範文及其他常見經典文言篇章，因此當中的字頭編排、粵普

注音、例句出處等，都具有本地特色，以助他們應付中學文憑考試中的

文言讀本問題。此書凡例，詳列如下：

一、字頭
本字典共收錄約 2,350 個漢字字頭，並以教育局轄下「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的《常用字字形表》（2007 年重排，2012 年附粵普字音）

為基礎，按筆畫數多寡（一至三十二畫）、部首次序（「一」至「龜」部）

及起筆筆畫（點［丶］、橫［一］、豎［丨］、撇［丿］）而編排，以配合本

地學生以部首和筆畫數為翻查字典方法的傳統。

二、粵普注音及破音字
1. 所有字頭均先列出粵語拼音，並以方括號［］標示其直音，如無直音，

則以「反切」或「九聲調音」代替；最後是漢語拼音。

2. 如字頭遇上常見的異體或其他寫法，則在其後以圓括號（）列出。

3. 粵語拼音乃以「香港語言學學會」於 1993 年所制定的《粵語拼音方案》

為依據；至於漢語拼音則以《漢語拼音方案》為準。

4. 如遇上多音字（破音字），則以漢字數字「一」、「二」、「三」…… 的次

序，先列出本義的讀音，然後根據引申義、比喻義或假借義與本義之

間的關係，按由近及遠的原則逐一將破音列出。

三、義項及多義字
1. 所有字頭均列出本義，大部分更附上《說文解字》的解說作為書證。

2. 如遇上多義字，則會根據本義與引申義、比喻義或假借義之間的關

係，按由近及遠的原則，以阿拉伯數字 ❶、❷、❸、❹、❺ …… 的次

序逐一列出。

3. 部分義項會列舉相關詞語或成語，作為延伸例子，有助學生更易掌握

難解義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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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例句
1. 義項的例句絕大多數來自新高中課程中文科的文言文範文，其次為昔

日中學會考及高級程度會考中文科及文學科的文言文範文、會考與高

考中閱讀理解部分的文言篇章，及本地與內地語文課程中常見的文言

文範文。

2. 除個別例句外，所有例句的出處，均會按次列明作者、書籍及篇章

名稱。

3. 在義項、例句或說明文字中重複出現的字頭，均以「～」代替。

4. 在例句中如遇上難解詞句，則會以圓括號（）列出相關讀音、說明或

其譯文。

五、附錄
本字典另設五篇附錄，講解在「字」、「詞性」、「句型」和「粵音」

四個範疇上的文言語法及常識，包括《文言多義字、破音字及通假字》、

《詞性活用》、《常見文言句式》、《廣州話聲、韻、調表》及《古代常見度

量衡單位換算表》，以加強學生對文言基礎知識的認知，並提升他們在應

付文憑試中文言閱讀理解的能力。

對於字頭的字形、讀音和義項、例句的出處、內文和句意，本書

已通過不同的典籍和途徑，作多番對比和求證，力求嚴謹，但仍難免出

現疏漏之處，惟請讀者見諒，並不吝賜教，使本字典更切合本地學生的

需要。

筆畫檢字表

一畫

一	 1

二畫

丁	 1

乃	 1

了	 2

二	 2

人	 2

入	 2

卜	 3

三畫

下	 3

上	 3

丈	 4

凡	 4

也	 4

亡	 4

兀	 4

刃	 5

口	 5

士	 5

大	 5

女	 6

子	 6

小	 6

工	 7

已	 7

干	 7

四畫

不	 8

中	 8

丹	 8

之	 8

予	 9

云	 9

互	 9

仁	 9

仄	 10

仆	 10

介	 10

元	 10

允	 10

內	 10

公	 11

凶	 11

分	 11

勿	 12

化	 12

友	 12

反	 12

及	 13

太	 13

天	 13

夫	 13

夭	 14

孔	 14

少	 14

尤	 15

屯	 15

弔	 15

引	 15

心	 16

戈	 16

戶	 16

支	 16

文	 17

斤	 17

方	 17

日	 17

曰	 18

止	 18

毋	 18

比	 18

水	 19

父	 19

牙	 19

王	 19

五畫

世	 19

且	 20

丘	 20

主	 20

乍	 20

乏	 21

乎	 21

付	 21

仕	 21

仗	 21

令	 21

仞	 22

以	 22

出	 22

刊	 23

加	 23

功	 23

包	 23

北	 23

半	 24

卮	 24

去	 24

可	 24

右	 25

召	 25

叩	 25

司	 25

叱	 25

台	 25

囚	 26

失	 26

巧	 26

左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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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丁 乃

一
畫
至
二
畫

一畫

一		粵 jat1〔壹〕普 yī

❶數詞，表示單個。孟軻《孟子．

告子上》：「〜簞食，〜豆羹，得

之則生，弗得則死。」❷一樣，同

樣，有成語「千篇〜律」。柳宗元

《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

「外與天際，四望如〜。」❸同一。

諸葛亮《出師表》：「宮中府中，俱

為〜體。」❹專一。荀況《荀子．

勸學》：「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

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

〜也。」❺副詞，都，一概。司

馬遷《史記．曹相國世家》：「參代

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

遵蕭何約束。」（參：曹參。何：

蕭何。）❻統一，有成語「〜統

天下」。杜牧《阿房宮賦》：「六王

畢，四海〜。」❼副詞，一旦。謝

肇淛《五雜俎．物部三》：「〜過禍

敗，求藜藿充飢而不可得。」（過：

經歷。藜藿：野菜。）❽副詞，

乃，竟然。司馬遷《史記．滑稽列

傳》：「寡人之過〜至此乎！」❾副

詞，或者，有時。孫武《孫子．謀

攻》：「不知彼而知己，〜勝〜負。」

二畫

丁		粵 ding1〔叮〕普 dīnɡ

❶成年人。歐陽修《新唐書．志第

四十一》：「天寶三載，更民十八以

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❷
人，人口，有詞語「人〜單薄」。

李延壽《南史．列傳第二十三．何

承天》：「計〜課仗，勿使有闕。」

劉禹錫《陋室銘》：「談笑有鴻儒，

往來無白〜。」（白〜：不識字的

人。）❸從事某種職業的人。莊周

《莊子．養生主》：「庖〜為文惠君

解牛。」（庖：廚房。）❹遭逢，

有詞語「〜父憂」。劉向《楚辭．

九歎．惜賢》：「〜時逢殃可奈何

兮。」❺天干的第四位，見第 7 頁

「干」字條。曹雪芹《紅樓夢．第

四十三回》：「我也『〜是〜，卯是

卯』的，你也别抱怨。」

乃		粵 naai5〔奶〕普 nǎi

❶人稱代詞，你，你的。陸游《示

兒》：「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

忘告〜翁。」歸有光《歸氏二孝子

傳》：「毋徒手，傷〜力也。」❷人

稱代詞，他的，他們的。司馬冀

甫《廣東軍務記》：「鄉民仍鳴鑼傳

遞，備〜器械，持〜糗糧。」（糗

糧：乾糧。）❸連詞，於是。范仲

淹《岳陽樓記》：「〜重修岳陽樓。」

❹副詞，然後，才。司馬遷《史

zhǔ	 主	 20

zhǔ	 渚	 173

zhǔ	 屬	 409

zhǔ	 矚	 426

zhù	 住	 47

zhù	 注	 79

zhù	 著	 215

zhú	 筑	 210

zhù	 註	 217

zhù	 駐	 327

zhù	 築	 340

zhù	 鑄	 417

zhuān	專	 158

zhuǎn	轉	 384

zhuàn	傳	 229

zhuàn	篆	 314

zhuàn	賺	 368

zhuàn	轉	 384

zhuānɡ	莊	 181

zhuāng	裝	 253

zhuànɡ	壯	 52

zhuànɡ	狀	 82

zhuī	 追	 146

zhuī	 錐	 349

zhuì	 惴	 197

zhuì	 隊	 225

zhuì	 墜	 300

zhuì	 綴	 283

zhuì	 贅	 384

zhūn	 屯	 15

zhǔn	 準	 242

zhuō	 捉	 128

zhuó	 斫	 99

zhuó	 酌	 147

zhuó	 著	 215

zhuó	 著	 216

zhuó	 濁	 337

zhuó	 濯	 358

zhuó	 繳	 392

zī	 茲	 142

zī	 咨	 91

zī	 滋	 242

zī	 趑	 258

zī	 貲	 257

zī	 資	 257

zī	 輜	 323

zī	 趦	 346

zī	 諮	 344

zǐ	 子	 6

zǐ	 梓	 170

zǐ	 滓	 241

zì	 自	 46

zì	 字	 39

zì	 恣	 125

zì	 眥	 177

zōnɡ	 宗	 71

zōnɡ	 綜	 283

zōng	 蹤	 384

zǒng	 總	 362

zònɡ	 從	 163

zòng	 縱	 363

zōu	 諏	 318

zǒu	 走	 61

zòu	 奏	 92

zú	 足	 61

zú	 卒	 66

zú	 族	 169

zú	 鏃	 397

zǔ	 阻	 86

zǔ	 俎	 89

zǔ	 祖	 106

zǔ	 詛	 218

zuān	 鑽	 427

zuǎn	 纂	 404

zuàn	 賺	 368

zuì	 最	 191

zuì	 罪	 249

zuì	 醉	 325

zūn	 尊	 194

zūn	 尊	 195

zūn	 遵	 347

zuǒ	 左	 26

zuǒ	 佐	 48

zuò	 作	 48

zuò	 坐	 52

zuò	 祚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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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畫

二
畫
至
三
畫

卜 下 上了 二 人 入

卜		粵 buk1〔冰谷切〕普 bǔ

❶占卜。古人灼燒龜甲或牛骨，辨

視其裂紋以推斷事情的吉凶。許

慎《說文解字》：「〜，灼剝龜也，

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從橫

也。」（從：通「縱」，直。）司馬

遷《史記．陳涉世家》：「〜者知其

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

然足下〜之鬼乎！』」❷掌管問卜

之事的人。屈原《楚辭．卜居》：

「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

〜鄭詹尹。」（太〜：古代卜筮官

之首長。）

三畫

下		粵 haa6〔夏〕普 xià

❶低處，底下，與「上」相對。許

慎《說文解字》：「〜，底也。」司

馬遷《史記．滑稽列傳》：「楚莊王

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

華屋之〜。」❷低，低下。莊周《莊

子．逍遙遊》：「東西跳梁，不避高

〜。」❸降下，落下，降落。左丘

明《左傳．莊公十年》：「〜，視其

轍。」（這裏指曹劌下戰車。）❹
下達，下令。《史記．滑稽列傳》：

「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

死。』」❺下屬，部下。司馬光《資

治通鑑．漢紀．孝獻皇帝庚》：「權

大悅，與其羣〜謀之。」❻謙下。

《史記．魏公子列傳》：「公子為人

仁而〜士。」（公子：指信陵君魏

無忌。）❼低於，少於。晁錯《守

邊勸農疏》：「要害之處，通川之

道，調立城邑，毋〜千家。」❽攻

下。《史記．高祖本紀》：「楚軍去

而攻定陶，定陶未〜。」（去：離

開。）❾生下，產下。朱晃《令諸

州撲蝗詔》：「去年有蝗蟲〜子處。」

上		一  粵 soeng6〔尚〕普 shànɡ

❶高處，上面，與「下」相對。許

慎《說文解字》：「〜，高也。」王

維《山居秋暝》：「明月松間照，清

泉石〜流。」❷上好，高級的。司

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

拜相如為〜大夫。」❸崇尚。荀

況《荀子．非十二子》：「〜功用、

大儉約而僈差等。」（崇尚功利實

用、重視節儉，卻又漠視等級之

差別。）❹在上者，特指君主、皇

帝。《孝經．士》：「忠順不失，以

事其〜。」（事：侍奉。）陸以湉

《冷廬雜識．卷七．陳忠愍公》：

「〜以非公莫能膺海疆重任，破格

授廈門提督。」（〜：指清宣宗道

光皇帝。公：指陳化成。）❺之前

的，次序在前的。《荀子．非相》：

「舍後王而道〜古，譬之是猶舍己

之君而事人之君也。」

二  粵 soeng5〔市兩切〕普 shànɡ
❶登上，由地處到高處。柳宗元

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今大王亦

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敢

上璧。」❺副詞，反倒，反而。班

固《漢書．荊燕吳傳》：「不改過自

新，〜益驕恣。」❻副詞，竟然。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今君

〜亡趙走燕。」❼是，就是。《史

記．高祖本紀》：「呂公女〜呂后

也，生孝惠帝。」

了		粵 liu5〔里鳥切〕普 liǎo

❶了解，明白，懂得。陸游《醉

歌》：「心雖〜是非，口不給唯諾。」

（唯諾：應對。）❷了結，完結，

有成語「不〜〜之」。李清照《聲

聲慢》：「這次第，怎一個愁字〜

得？」❸副詞，都，全，有成語

「〜無新意」。司馬光《資治通鑑．

晉紀．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謝

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

圍棋，攝書置牀上，〜無喜色。」

（秦：指五胡十六國時代前秦。）

二		粵 ji6〔義〕普 èr

❶數詞，表示兩個。孟軻《孟子．

告子上》：「〜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義者也。」❷第二。杜牧《贈

別》：「豆蔻梢頭〜月初。」❸不

一樣，兩樣。左丘明《左傳．昭公

二十一年》：「其子有〜心，故廢

之。」❹改變。脫脫《宋史．列傳

第一百七十七．文天祥》：「國亡不

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

其死而〜其心乎？」（〜其心：變

心，異心。）

人		粵 jan4〔仁〕普 rén

❶人，人類。許慎《說文解字》：

「〜，天地之性最貴者也。」《論

語．里仁》：「富與貴，是〜之所

欲也。」❷每個人。范曄《後漢

書．吳蓋陳臧列傳》：「若能同心

一力，〜自為戰，大功可立。」❸
別人，他人。謝肇淛《五雜俎．物

部三》：「吾生平未嘗以飲食呵責

〜。」❹人品，品性，有成語「文

如其〜」。孟軻《孟子．萬章下》：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可

乎？」

入		粵 jap6〔二十切〕普 rù

❶進入。許慎《說文解字》：「〜，

内也。」（內：通「納」，內進。）

諸葛亮《出師表》：「深〜不毛。」

❷到。司馬光《訓儉示康》：「由

儉〜奢易，由奢〜儉難。」❸歸

入。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

傳》：「城〜趙而璧留秦；城不〜，

臣請完璧歸趙。」❹收入。《史記．

孟嘗君列傳》：「邑〜不足以奉客。」

（邑：封地。奉：奉養。）❺繳納。

晁錯《論貴粟疏》：「邊食足以支五

歲，可令〜粟郡縣矣。」（邊境地

區的糧食足夠五年食用的話，就可

以下令把糧食繳納給郡縣了。）❻
寫入，寫進。顧炎武《日知錄．文

章繁簡》：「使〜《新唐書》，於『齊

人』，則必曰：『其妻疑而瞷之』。」

❼入聲，古漢語四種聲調（平、

上、去、入）之一，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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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畫

三
畫

刃 口 士 大丈 凡 也 亡 兀

《永州八記．始得西山宴遊記》：

「日與其徒〜高山。」❷獻上。《史

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臣乃敢〜

璧。」

三  粵 soeng5〔市兩切〕普 shǎng
上聲，古漢語四種聲調（平、上、

去、入）之一，簡稱「～」。

丈		粵 zoeng6〔橡〕普 zhànɡ

❶古代長度單位，十尺為一～。許

慎《說文解字》：「〜，十尺也。」

墨翟《墨子．旗幟》：「亭尉各為

幟，竿長二〜五。」❷測量。張廷

玉《明史．志第七十七》：「王府官

及諸閹〜地徵稅。」（閹：宦官。）

凡		粵 faan4〔煩〕普 fán

❶凡是，所有，一切。許慎《說文

解字》：「〜，最括也。」孟軻《孟

子．告子上》：「則〜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❷副詞，共計，總

共。歸有光《項脊軒志》：「軒〜四

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❸
平凡，平常。司馬光《資治通鑑．

漢紀．孝獻皇帝庚》：「巨是〜人，

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託

乎！」（巨：吳巨，東漢末劉表的

部屬。行將：快要。）

也		粵 jaa5〔爾雅切〕普 yě

❶語氣助詞，表示判斷或肯定。韓

愈《師說》：「師者，所以傳道、授

業、解惑〜。」❷語氣助詞，多

與「何」等疑問代詞連用，表示疑

問。孟軻《孟子．告子上》：「則凡

可以得生者，何不用〜？」❸結構

助詞，多用於句中，表示停頓，以

引起下文。姚瑩《捕鼠說》：「其得

鼠〜不亦難哉？」❹結構助詞，用

在並列分句之後，表示停頓和上下

文的互相關連。司馬遷《史記．屈

原賈生列傳》：「屈平疾王聽之不

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

〜，方正之不容〜，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

亡		一  粵 mong4〔忙〕普 wánɡ

❶逃亡。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

如列傳》：「竊計欲〜走燕。」❷死

亡。歸有光《歸氏二孝子傳》：「〜

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❸喪

失，失去。姚瑩《捕鼠說》：「三者

備而貓之志得，其質〜矣。」（質：

本能。）❹滅亡。諸葛亮《出師

表》：「此誠危急存〜之秋也。」

二  粵 mong4〔忙〕普 wàng
通「忘」，忘記，這個意思後來被

寫成「忘」。王充《論衡．語增》：

「為長夜之飲，〜其甲子。」（甲

子：年歲。）

三  粵 mou4〔毛〕普 wú
通「無」，沒有，這個意思後來被

寫成「無」。晁錯《論貴粟疏》：「〜

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阡陌：

指農田。）

兀		粵 ngat6〔屹〕普 wù

❶高聳，高大之貌，有詞語「突

兀」。許慎《說文解字》：「〜，高

而上平也。」杜甫《茅屋為秋風所

破歌》：「何時眼前突〜見此屋？」

❷光禿。杜牧《阿房宮賦》：「蜀山

〜，阿房出。」❸茫然無知的樣

子。李白《月下獨酌》（其三）：「醉

後失天地，〜然就孤枕。」❹元曲

中的發語詞，無實際意義。馬致遠

《漢宮秋．第一折》：「〜那彈琵琶

的是那位娘娘？」

刃		粵 jan6〔孕〕普 rèn

❶刀刃，刀鋒，刀口。許慎《說文

解字》：「〜，刀堅也。」莊周《莊

子．養生主》：「而刀〜若新發於

硎。」（發：磨。硎【粵 jing4〔刑〕
普 xíng】：磨刀石。）❷泛指刀。

孟軻《孟子．梁惠王上》：「填然鼓

之，兵〜既接。」❸用刀殺，有詞

語「手～」。司馬遷《史記．廉頗

藺相如列傳》：「左右欲〜相如，相

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口		粵 hau2〔很醜切〕普 kǒu

❶口部，嘴巴。許慎《說文解字》：

「〜，人所以言、食也。」司馬遷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藺相

如徒以〜舌為勞。」❷人口。孟

軻《孟子．梁惠王上》：「百畝之

田，勿奪其時，數〜之家可以無飢

矣。」❸關口，關隘。《史記．淮

陰侯列傳》：「趙王、成安君陳餘

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號稱

二十萬。」（井陘〜：太行山險要

關隘之一。）

士		粵 si6〔事〕普 shì

❶通「事」，事情，這個意思後來

被寫成「事」。許慎《說文解字》：

「〜，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

《論語．述而》：「富而可求也，雖

執鞭之〜，吾亦為之。」（為了求

得財富，即使是駕車策馬的事，

我也會去做。）❷男士，男子的美

稱。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

傳》：「臣竊以為其人勇〜，有智

謀，宜可使。」❸古代等級最低的

貴族。《穀梁傳．僖公十五年》：

「因此以見天子至於〜，皆有廟。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二。」❹有睿智、才幹或技藝的人

之美稱。呂不韋《呂氏春秋．季冬

紀．士節》：「嬰之亡豈不宜哉？亦

不知〜甚矣。」（嬰：晏嬰。亡：

逃亡。）❺士人，讀書人，古時

「四民」（士農工商）之一。司馬

光《訓儉示康》：「〜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❻士

兵。陸以湉《冷廬雜識．卷七．陳

忠愍公》：「優待〜卒，犒之厚。」

（犒【粵 hou3〔耗〕普 kào】：慰勞。）

❼掌管刑獄的官員。孟軻《孟子．

告子下》：「管夷吾舉於〜。」（舉：

舉薦。）

大		一  粵 daai6〔獨賣切〕普 dà

❶大，與「小」相對。段玉裁《說

文解字注》：「天〜。地〜。人亦

〜焉 …… 〜文則首手足皆具。而

可以參天地。」莊周《莊子．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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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已 干女 子 小

遊》：「鯤之〜，不知其幾千里也。」

❷副詞，表示程度很深。《莊子．

逍遙遊》：「冬與越人水戰，〜敗

越人。」❸偉大。孟軻《孟子．梁

惠王下》：「昔者〜王居邠，狄人

侵之。」（狄：古時北方外族。）

❹重視，尊崇。荀況《荀子．天

論》：「〜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

之？」（尊崇上天，怎比得上把它

當作普通物件來收納和控制它？）

❺誇大。《禮記．表記》：「是故君

子不自〜其事，不自尚其功。」

二  粵 taai3〔泰〕普 tài
最大的，至高無上的，通「太」、

「泰」。左丘明《左傳．莊公二十二

年》：「陳人殺其〜子御寇。」（〜

子：太子。）

女		一  粵 neoi5〔餒〕普 nǚ

❶女性，女子，與「男」相對。許

慎《說文解字》：「〜，婦人也。」

王維《山居秋暝》：「竹喧歸浣〜，

蓮動下漁舟。」❷女兒，與「子」

相對。杜甫《兵車行》：「信知生男

惡，反是生〜好。」

二  粵 neoi6〔怒累切〕普 nǚ
將女兒嫁給別人為妻或為婢。左丘

明《國語．越語上》：「請勾踐女〜

於王。」（請允許越王勾踐將女兒

嫁給吳王夫差。）

三  粵 jyu5〔乳〕普 rǔ
通「汝」，人稱代詞，你，你們，

這個意思後來被寫成「汝」。孟軻

《孟子．滕文公下》：「往之〜家。」

（到了你的夫家。）

子		粵 zi2〔紫〕普 zǐ

❶嬰兒。許慎《說文解字》：「〜，

十一月，陽氣動，萬物 ，人以為

偁。」荀況《荀子．勸學》：「干、

越、夷、貉之〜，生而同聲，長

而異俗。」（干、越、夷、貉：古

代外族名稱。）❷兒子和女兒的泛

稱。杜甫《兵車行》：「爺娘妻〜走

相送。」❸泛指後代。蘇洵《六國

論》：「〜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

人，如棄草芥。」❹照顧。《禮記．

禮運》：「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

其子。」❺植物種子或動物的卵。

杜牧《歎花》：「綠葉成陰〜滿枝。」

徐光啟《治蝗疏》：「用尾栽入土中

下〜。」（蝗蟲將尾部插入泥土中

產卵。）❻人。李翱《命解》：「二

～出。」❼人稱代詞，你，您。俞

長城《全鏡文》：「〜何見之謬也！」

❽古代對男子尊稱，多用在姓氏之

後，如：孔子、孟子、韓非子。❾
十二地支的第一位，又十二時辰之

首，即現在深夜十一時至翌日凌晨

一時。

小		粵 siu2〔死曉切〕普 xiǎo

❶細小，細微，與「大」相對。許

慎《說文解字》：「〜，物之微也。」

諸葛亮《出師表》：「事無大〜，悉

以咨之。」❷低級的，低等的。

韓愈《師說》：「〜學而大遺。」❸
小看，輕視。孟軻《孟子．盡心

上》：「登泰山而〜天下。」❹副

詞，稍為。戴名世《南山集．鳥

說》：「〜撼之〜鳴，大撼之即大

鳴。」

工		粵 gung1〔公〕普 ɡōnɡ

❶工整，精巧，巧妙。許慎《說文

解字》：「〜，巧飾也。象人有規榘

也。」（規榘：通「規矩」，圓規

和矩尺。）姜夔《揚州慢》：「縱荳

蔻詞〜，青樓夢好，難賦深情。」

❷工藝，技巧，有成語「巧奪天

〜」。李白《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余

造真籙臨別留贈》：「為我草真籙，

天人慚妙〜。」（草：以草書抄寫。

籙：道教中的符書。）❸工於，

擅長。宋濂《杜環小傳》：「環尤好

學，〜書，重然諾，好周人急。」

（周：救助。）❹工匠，有專門技

術或從事勞動生產的人，古時「四

民」（士農工商）之一。司馬遷《史

記．孔子世家》：「良〜能巧而不能

為順。」韓愈《師說》：「巫醫、樂

師、百〜之人，不恥相師。」

已		粵 ji5〔以〕普 yǐ

❶停止，有詞語「不～」。荀況《荀

子．勸學》：「學不可以〜。」❷完

畢。孫武《孫子．謀攻》：「距闉，

又三月而後〜。」（距闉【粵 jan1
〔因〕普 yīn】：靠近敵城而築的土

丘，藉以觀察城內虛實，並可登

城。）❸副詞，已經。諸葛亮《出

師表》：「今南方〜定，甲兵〜足。」

❹隨後，隨即，旋即。歸有光《歸

氏二孝子傳》：「繡字華伯，孝子

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又坐市

舍中賣麻。」❺副詞，太，過於。

孟軻《孟子．離婁下》：「仲尼不為

〜甚者。」（孔子不做過分的事。）

❻治療。柳宗元《捕蛇者說》：「可

以〜大風、攣踠、瘻癘。」（攣踠

【粵 jyun2〔丸〕普 wǎn】：痙攣。瘻

癘【粵 lau6	 lai6〔漏麗〕普 lòu	 lì】：

疫 。 ）❼介 詞 ， 同「 以 」， 與

「南」、「北」、「上」、「下」、「前」、

「後」等方位名詞連用，表示時間

和方位的界限，這個意思後來被

寫成「以」。沈括《夢溪筆談．活

板》：「五代時始印五經，〜後典籍

皆為板本。」❽通「矣」，語氣助

詞，相當於「了」，這個意思後來

被寫成「矣」。李翱《命解》：「其

亦可知也～。」（大概也可以知道

了。）

干		粵 gon1〔肝〕普 ɡān

❶干犯，衝上，冒犯，有成語「豪

氣干雲」。許慎《說文解字》：「〜，

犯也。」杜甫《兵車行》：「哭聲直

上〜雲霄。」❷干預，干涉。房玄

齡《晉書．列傳第十三．王衍》：

「好〜預人事。」❸干求，求取。

司馬光《訓儉示康》：「亦不敢服垢

弊以矯俗〜名。」（垢弊：骯髒、

破舊。矯：違背。）❹盾牌。韓

非《韓非子．五蠹》：「執〜戚舞，

有苗乃服。」（執：進行。戚：古

代一種兵器。有苗：古代南方外

族。）❺岸，河邊。《詩經．魏風．

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

兮。」❻「天干」簡稱，即：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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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云 互 仁不 中 丹 之

乙、丙、丁、戊、己、庚、辛、壬

及癸，用來表示次序，與「地支」

配合以計算時日，見第 16 頁「支」

字條。

四畫

不		一  粵 bat1〔畢〕普 bù

❶副 詞 ， 表 示 否 定 。《 論 語 ． 學

而》：「君子〜重則〜威，學則〜

固。」❷助詞，用於句中，以調

整音節，無義。《詩經．小雅．車

攻》：「徒御〜驚，大庖〜盈。」

（徒御：拉車、御馬的人。驚，通

「警」，機警。毛亨《毛詩》傳：「〜

驚，驚也；〜盈，盈也。」）

二  粵 fau2〔否〕普 fǒu
❶通「否」，語氣助詞，表示疑問，

這個意思後來被寫成「否」。司馬

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秦

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

〜？」❷通「否」，副詞，表示否

定，這個意思後來被寫成「否」。

《史記．項羽本紀》：「〜者，若屬

皆且為所虜。」（否則，你們都將

被他所俘虜。）

中		一  粵 zung1〔終〕普 zhōnɡ

❶中間，裏面，與「外」相對。許

慎《說文解字》：「〜，内也。」謝

肇淛《五雜俎．物部三》：「物無精

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於

胸〜。」❷中途，一半，中間，有

成語「如日方〜」。諸葛亮《出師

表》：「先帝創業未半，而〜道崩

殂。」❸中等，不高不下。劉向《戰

國策．齊策一》：「上書諫寡人者，

受〜賞。」

二  粵 zung3〔眾〕普 zhònɡ
❶適合，符合。荀況《荀子．勸

學》：「木直〜繩，輮以為輪，其

曲〜規。」❷射中，打中目標。歐

陽修《醉翁亭記》：「射者〜，弈者

勝。」（射：古時遊戲「投壺」，把

箭投向壺中，投中多的為勝。弈：

下棋。）❸中傷。高啟《書博雞者

事》：「臧怒，欲〜守法。」（守法：

指袁州太守。）

丹		粵 daan1〔鄲〕普 dān

❶朱砂。許慎《說文解字》：「〜，

巴 越 之 赤 石 也 。 」（ 巴 ： 巴 蜀 。

越：吳越。）歸有光《項脊軒志》：

「蜀清守〜穴，利甲天下。」（穴：

礦。）❷紅色，有詞語「〜青」。

姚鼐《登泰山記》：「日上，正赤如

〜。」❸忠誠，忠貞。文天祥《過

零丁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

取〜心照汗青。」❹古代方士用丹

砂煉製的丹藥。江淹《别賦》：「守

〜灶而不顧。」（〜灶：煉丹的火

爐。）

之		粵 zi1〔枝〕普 zhī

❶前往。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出也。引申之義為往。」魏

禧《吾廬記》：「獨身無所事事而

～ 瓊 海 。 」（ 瓊 海 ： 即 今 之 海 南

島。）❷人稱代詞，他、她、牠、

它（們）。左丘明《左傳．莊公十

年》：「公與〜乘。」（魯莊公與他

【曹劌】一同乘坐戰車。）陸以湉

《冷廬雜識．卷七．陳忠愍公》：

「以大義喻〜。」（以大道理勸喻

他們【士兵們】。）❸人稱代詞，

我。司馬遷《史記．廉頗藺相如列

傳》：「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至

此也。」❹指示代詞，這，此。《詩

經．周南．桃夭》：「〜子于歸。」

（這個女子出嫁了。）❺結構助詞，

表示領有關係，相當於「的」。韓

愈《師說》：「古〜學者必有師。」

❻結構助詞，加插在主語和謂語中

間，以取消句子的獨立性，作為句

子中的一個成分。《師說》：「師道

〜不傳也久矣。」

予		一  粵 jyu4〔餘〕普 yú

通「 余 」， 人 稱 代 詞 ， 指 我 ， 我

的。韓愈《師說》：「學於〜，〜

嘉其能行古道。」姜夔《揚州慢．

序》：「〜懷愴然。」（〜懷：我的

心情。）

二  粵 jyu5〔乳〕普 yǔ
❶通「與」，給予，授予。蘇洵《六

國論》：「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

人，如棄草芥。」❷通「與」，讚

許。荀況《荀子．勸學》：「匪交匪

舒，天子所〜。」（不急不慢，天

子所讚許。）

云		粵 wan4〔雲〕普 yún

❶說，有成語「人〜亦〜」。諸葛

亮《出師表》：「今當遠離，臨表

涕零，不知所〜。」❷有。荀況

《荀子．法行》：「事已敗矣，乃重

大息，其〜益乎？」❸如此，這

樣。韓愈《師說》：「士大夫之族，

曰師、曰弟子〜者，則羣聚而笑

之。」❹語氣助詞，用在句首，

無實義。《詩經．邶風．簡兮》：

「〜誰之思，西方美人。」❺語氣

助詞，用於句中，無實義。左丘

明《左傳．成公十二年》：「日〜莫

矣。」（莫：通「暮」，太陽下山。）

❻語氣助詞，用於句末，無實義。

司馬光《訓儉示康》：「當以訓汝子

孫，使知前輩之風俗〜。」

互		粵 wu6〔戶〕普 hù

❶副詞，輪流，交替。蘇洵《六國

論》：「六國〜喪，率賂秦耶？」❷
副詞，互相，彼此。范仲淹《岳陽

樓記》：「漁歌〜答，此樂何極。」

仁		粵 jan4〔人〕普 rén

❶仁愛，親善，寬厚。許慎《說文

解字》：「〜，親也。」《論語．衞

靈公》：「無求生以害〜，有殺身以

成〜。」❷仁政。孟軻《孟子．梁

惠王下》：「文王發政施〜。」❸果

仁。顏之推《顏氏家訓．養生》：

「鄴中朝士有單服杏〜、枸杞、黃

精、朮、車前，得益者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