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標
準草案

莊德明2010.03.11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Email:derming@gate.sinica.edu.tw
URL:http://www.sinica.edu.tw/~cdp



2

中文標準交換碼

CNS11643中文標準交換碼

CNS11643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

CNS11643-2中文字基礎部件及部件屬性

CNS11643-3中文字筆畫分類



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



4

CNS11643中文標準交換碼

CNS11643的編碼工作，始於民國69年間，歷經多次轉
折，直到75年才由中央標準局公佈，取名為「通用漢
字標準交換碼」（簡稱通用碼）。

通用碼原只收錄13,051個中文字（第1及第2字面），但
主計處電子處理資料中心於民國77年另外公佈了6,148
個使用者加字及編碼（於81年版編入第3字面）。

民國79年，中央標準局委託資訊工業策進會首度擴編
通用碼為48,027個中文字（第1至第7字面），於民國81
年公佈，同時更名為「中文標準交換碼」
(CSIC,ChineseStandardInterchangeCode)。
民國92年初，標準檢驗局委託財團法人中文數位化技
術推廣基金會再度擴編CNS11643。

參考：http://www.cns11643.gov.tw/cns11643/file/cns11643expand.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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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11643的編碼架構
81年版CNS11643為16字面，
93年版CNS11643擴增至80個字面。

CSIC的正規編碼為兩個位元組：

依ISO2022的規定，每一位元組的值為
33～126（16進制21～7E），故每一字面為
94X94＝8,836個字格（編碼位置）。

b1b2b3b4b5b6b7b8b9b10b11b12b13b14b15b16

字格位元組字列位元組



CNS11643
中文標準交換碼全字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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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字庫建置目的

建設我國的中文電腦應用環境。

解決個人電腦中文字數不足問題

解決自造字交換問題

解決機關、企業、團體內部同字不同碼
的問題

協助機關、企業、團體整合及管理個人
電腦上的中文字集

解決網頁上自造字顯示問題

參考：http://www.cns11643.gov.tw/AIDB/intro.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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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字庫系統功能

中文碼查詢：5.0版全字庫目前可供查詢的字共
87,047個中文字。

字型下載

中文碼轉換

共用(相同)造字集安裝

機關企業團體自造字集整合及管理

網頁上自造字顯示

內部網路複製全字庫

安裝BIG-5E字集

轉碼閘門

新增字申請



CNS11643-2
中文字基礎部件及部件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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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基礎部件及部件屬性

部件：由筆畫組成具有組配中文字功能之構字
單位。例如「言」、「牛」、「射」、「相」
等皆為構成中文字之部件。

基礎部件：依CNS11643-2規定不得再分析成其
他部件者，作為中文字結構分析最底層。例
如，組合成「射」字部件「身」和「寸」，以
及組合成「寶」字部件「」、「王」、
「缶」、「貝」，六者皆是基礎部件。

參考：CNS11643-2中文字基礎部件及部件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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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基礎部件及部件屬性(續)
主部件：部件主要字形或寫法。例如
「水」、「火」、「糸」為主部件。

附部件：主部件小幅度變化字形或寫
法。例如「」、「」、「」為附
部件。

中文字基礎部件表係以CNS11643第1及第2字
面13,051中文字逐一進行分析，歸納與統計後
所制定，總計385組，517個基礎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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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基礎部件及部件屬性(續)
中文字部件屬性表係將CNS11643第1及
第2字面的13,051個中文字逐一分析成由
基礎部件組成之部件屬性。

例如「謝」字的部件屬性為「言身
寸」、「福」字的部件屬性為「一口
田」、「瀝」字的部件屬性為「厂禾
禾止」。



CNS11643-3
中文字筆畫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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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筆畫分類

筆畫：構成中文字字形之最小單位

筆形：筆畫之具體形狀，其主要特徵包
括書寫方向及形狀。

筆順：由中文字之組成筆畫依其書寫順
序排列而成筆畫或筆形序列。

筆畫分類：筆畫依其筆形主要特徵可區
分成橫、豎、撇、點、折五大類。

參考：CNS11643-3中文字筆畫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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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筆畫分類(續)
主筆形：五大類筆畫之代表性筆形。

附筆形：衍生自某一主筆形或依其主要
特徵可視為與某一主筆形同屬一類之其
他筆形。

筆畫併類表計收錄筆形為「橫」者2個、
「豎」者1個、「撇」者2個、「點」者4
個、「折」者26個，合計3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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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
標準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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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範圍

目的

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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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本標準可用來索引中文資訊系統的罕用
字，以便進行罕用字檢索，同時可和中
文標準交換碼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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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中文標準交換碼CNS 11643收錄的中文字已超
過八萬七千個，其中絕大多數為罕用字，而這
些罕用字通常為中文電腦系統的缺字。

目前中文電腦的使用者在碰到缺字時，可在使
用者造字區造字，再透過CNS 11643中文標準
交換碼進行交換。

然而這些缺字置於網路上之後，使用者必須找
到該字的CNS 11643字碼，才能進行檢索，這
對使用者而言，相當不方便。

制定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可讓使用者利用中
文字的部件組合來索引罕用字，以便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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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

現行中文字碼的制定，是將中文字視同西方語
言的拼音字母，而採用一字一碼，完全忽略中
文字是表意文字，是由有限的部件所組成。

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是根據中文字的結構特性
所制定，採用中文字部件的組合來索引字形，
合乎中文字的特性。

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的設計理念雖和現有的中
文字碼完全不同，但可和現有的任何中文字碼
系統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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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由(續)
中研院漢籍電子文獻及數位典藏國家型計畫均
採用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來解決中文字的缺字
問題。

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係由中研院資訊所文獻處
理實驗室研發，迄今已有十五年，並於今年採
用公眾授權的模式釋出。

CNS 11643目前已增訂「中文字基礎部件及部
件屬性」標準 (CNS 11643-2) 、「中文字筆畫
分類」 (CNS 11643-3)，此標準可納入CNS 
11643，並與CNS 11643相輔相成。



「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
標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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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適用範圍

用語釋義

符合性

中文字的構形索引原則

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

中文字構形索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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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範圍

本標準適用於索引中文資訊系統的罕用
字，以便進行罕用字檢索，並可與中文
標準交換碼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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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釋義－合成部件

合成部件：可由兩或多個基礎部件組合
而成的部件。

例如「廂」、「霜」、「湘」等字的部件
「相」，可由「木」和「目」兩個基礎部件
組成。

例如「勛」、「圓」、「隕」等字的部件
「員」可由「口」和「貝」兩個基礎部件組
成。

例如「相」與「員」兩字皆為合成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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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釋義－部件的層級

中文字係由一或多個部件依層次逐級組合而
成，能直接體現全字造字意圖的部件稱為一級
部件，一級部件以下為二級部件，以此類推。

例如「謝」字的一級部件為「言」、「射」，其中
「言」表義，「射」表音；「身」、「寸」為
「謝」的二級部件。

例如「寶」的一級部件為「」、「王」、
「缶」、「貝」，同時也是基礎部件，其中
「」、「王」、「貝」表義，「缶」表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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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性

利用中文字的構形來索引字形時，若稱
其部件組合規則符合本標準，則必須

使用以下所規定之構字符號。

依據以下所規定之構形索引序列使用原則。



中文字的構形索引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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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部件組合

中文字係由一或多個部件依層次逐級組
合而成，絕大多數的字形都可透過各級
部件的組合來索引。

例如「謝」字的各級部件組合「言射」、
「言身寸」都可用來索引「謝」字。

例如「寶」字的一級部件組合「王缶貝」
可用來索引「寶」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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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一：部件組合(續)
CNS11643第1及第2字面的13,051個字
中，有12,817個字都可透過各級部件的組
合來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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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相對位置

少數中文字的差異僅在於部件相對位置不同，
此類字形的構形索引，除部件本身外，還須描
述部件的相對位置。

此類字形通常僅有兩個一級部件，而部件的相
對位置可簡化成左右、上下及內外三類。

例如「暉」、「暈」二字的差別只在部件「日」、
「軍」的相對位置為左右或上下；「旭」、
「旮」、「旯」、三字的差別只在部件「日」、
「九」的相對位置為內外或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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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相對位置(續)
CNS11643第1及第2字面的13,051個字中，有
115組、234個字的構形索引必須描述部件的相
對位置，這些字如後。

加另叻、翌翊翋、架枷柺、旭旯旮

呆杏、鶘鶦、障鄣、娶娵、查柦、棷棸、郰陬、峗
峞、唼婄、嗺嶉、峈峉、賀勛、吝呅、峆峇、咠
咡、員唄、唯售、陪部、鄖隕、漥窪、墓塻、塵
塶、幕幙、暮暯、婇桵、否吥、棼椕、邴陃、鄃
隃、吟含、岑岒、垢垕、渮菏、阮邧、埡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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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二：相對位置(續)
栨栥、郟陜、喒晷、訿訾、坋坌、呲呰、只叭、槸
槷、烘烡、輁輂、諆諅、邟阬、召叨、拐招、岌
岋、可叮、邸阺、賅賌、委姀、蕅澫、宴晏、案
桉、哲哳、啦掊、摧嶊、暈暉、主玊、景晾、啼
啻、邡防、保咻、都陼、脣脤、陴郫、省眇、篎
箵、渺渻、邾陎、晌晑、易昒、蜒蜑、幸坪、咰
昫、郁陏、藹譪、郵陲、集椎、盲盳、耑峏、妃
妀、帛帕、旱旰、槻槼、旻旼、炅炚、昶昹、蜥
蜤、杳杲、楙楺、衍洐、櫑櫐、李杍、棐棑、毗
毘、泵砅、皇珀、礧礨、窵鴥、麋麊、蜄蜃、蠬
蠪、棘棗、鏖鏕、藲櫙、某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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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三：重複部件

少數中文字是由單一部件重複組合而
成，這些部件的組合方式通常為由左至
右，由上至下，或呈三角狀、四角狀排
列。

例如「林」字由單一部件「木」由左至右排
列，「棗」字由單一部件「朿」由上至下排
列，「轟」字由單一部件「車」呈三角狀排
列，「燚」字由單一部件「火」呈四角狀排
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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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三：重複部件(續)
CNS11643第1及第2字面的13,051個字中，有67
個字係由單一部件重疊組合而成，這些字如
下。

比、朋、林、玨、弱、玆、棘、兢、赫、競、奻、
孖、屾、幵、艸、昍、沝、甡、砳、秝、兟、皕、
聑、臸、覞、豩、賏、虤、雔、囍

爻、圭、多、炎、哥、芻、棗、戔

品、姦、晶、森、磊、聶、蟲、轟、矗、劦、垚、
芔、惢、掱、毳、淼、焱、猋、畾、皛、贔、鑫、
雥、灥、馫、驫、麤、龘

茻、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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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四：前後部件的相對位置

大多數中文字部件的相對位置，常可由前後部
件的性質判斷得知。

例如部件「言」和其他部件組合字形時，部件的相
對位置通常為左右，而「言」在左方，因此
「言」、「射」組合成「謝」。

例如部件「雨」和其他部件組合字形時，部件的相
對位置通常為上下，而「雨」在上方，因此
「雨」、「相」組合成「霜」。

例如部件「囗」和其他部件組合字形時，部件的相
對位置通常為內外，而「囗」在外，因此「囗」、
「員」組合成「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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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五：基礎部件不得再拆分

基礎部件為構形索引的最小單位，不得
再拆分成其他基礎部件來索引字形。

例如部件「貝」為CNS 11643-2規定之基礎
部件，不得再拆分成「目」、「」，因
此「目」無法用以索引「貝」字，「
王缶目」無法用以索引「寶」字。



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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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

中文字構形索引序列可用於索引字形，
它係由部件及構字符號組成。

構字符號分為形標及定位符號兩種，定
位符號可用於描述部件的相對位置，形
標則不涉及部件的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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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字符號

形標為字形的標示，由構字符號「」及
「」構成，其中「」為字形標示的起
點，「」表示結束，用以索引字形的部件
則包夾其中。

例如構形索引序列「王缶貝」可用以索引
「寶」字。

定位符號分成連接符號及重疊符號兩類，連接
符號主要用以描述不同部件的組合情形，重疊
符號僅用以描述單一部件之重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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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接符號

連接符號有三個，「」為橫連，用來
描述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左至右；
「」為直連，用來描述部件的組合順
序為由上至下；「」為包含，用來描
述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外至內。在構形
索引序列中，連接符號應放在部件的中
間。

例如構形索引序列「言射」可用以索引
「謝」字；「雨相」可用以索引「霜」
字；「囗員」可用以索引「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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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接符號的併用

在構形索引序列中，不同的連接符號不
可併用，而相同的連接符號可連續使
用。

例如「寶」字的構形索引序列不可寫成
「王缶貝」，應寫成「王缶貝
」。

例如「謝」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言
射」或「言身寸」。

例如「謈」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日
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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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標內的部件順序

採用形標的構形索引序列，雖然形標內的部件
順序基本上不影響字形的索引，但仍應制定部
件排序之原則。目前採用之排序原則為部件間
的連接順序：先假設不同的連接符號可併用，
再抽離連接符號，留下的部件順序即是。

例如先假設「寶」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
王缶貝」，抽離連接符號後，構形索引序列應
寫成「王缶貝」。

例如假設「歠」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酉
欠」，抽離連接符號後，構形索引序列應寫成
「酉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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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符號

重疊符號有八個，常用的有「」、「」、
「」、「」四個，其中「」用來描述兩個相同
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用來描述兩個相
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用來描述三個
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三角狀排列，「」用來描述
四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四角狀排列。

另外四個不常用的重疊符號為「」、「」、
「」、「」，其中「」用來描述三個相同部件
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用來描述三個相同部
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用來描述四個相同
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用來描述四個相
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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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符號(續)
在構形索引序列中，重疊符號應放在部
件的前面。

例如構形索引序列「木」可用以索引
「林」字，「朿」可用以索引「棗」
字，「車」可用以索引「轟」字，「
火」可用以索引「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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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字符號的併用

在構形索引序列中，形標和連接符號不
可併用。

例如「謝」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言
射」、「言身寸」或「言射」、
「言身寸」，但不可寫成「言射
」或「言身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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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字符號的併用(續)
在構形索引序列中，重疊符號可和形標
或連接符號併用。

例如「堯」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垚
兀」，也可寫成「土兀」。

例如「歠」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
酉欠」，也可寫成「又又又又酉欠」
或「又酉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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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部件的構形索引序列

由於一個字可透過各級部件的組合來索引，所
以同一個字也可能有數種不同的構形索引序
列，但僅有一級部件所組合的索引序列最貼近
造字意圖。

例如「謝」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言射」或
「言身寸」，其中「言」、「射」為一級部
件，而「身」、「寸」為二級部件，因此「言
射」最貼近「謝」字的造字意圖。

例如「靂」字的構形索引序列可寫成「雨歷」、
「雨厤止」、「雨厂秝止」、或「雨厂
禾禾止」，其中「雨」、「歷」為一級部件，
「厤」、「止為二級部件，「厂」、「秝」為三級
部件，而「禾」為四級部件，因此「雨歷」最貼
近「靂」的造字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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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構形索引表

中文字構形索引表係依據構形索引序列
使用原則，將CNS 11643第4、5、6、7、
10、11、14字面所收錄的罕用字中，共
選取420個字，在兼顧構形理據及中文字
碼收字的情況下，盡可能採用一級部件
組合成索引序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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