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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荔鏡記》的版本與缺字狀況說明： 

「閩客語典藏計畫」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漢語典藏與典藏

架構」的五個子計畫之一，擬以大眾文學之劇本為範圍，建立「閩客語

典藏─歷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料庫」。閩南戲曲文獻部份收有《荔鏡

記》、《同窗琴記》、《蘇六娘》、《金花女》四部民間戲曲，先以《荔鏡記》

為例處理該資料庫的缺字。 

《荔鏡記》共有四種版本：光緒本、順治本、萬曆本、嘉靖本。語

言所助理盧秋蓉提供四個版本的 word 檔，檔案內容皆依照吳守禮先生

校本之釋文；而閩客語典藏網站上的「全文瀏覽」只收錄了嘉靖本全文，

內容為語言所研究人員王清棟博士根據原木刻本、吳守禮校本、鄭國權

《泉州傳統戲曲叢書》互校產生，因此雖同為嘉靖本，但 word 檔與網

站上的字句不盡相同，以下根據吳守禮校本之釋文的四個 word 檔依版

本分別稱為「光緒本」、「順治本」、「萬曆本」、「嘉靖本」，或合稱為「《荔

鏡記》四本」；而網頁上多本互校的版本則稱為「網站版」。 

《荔鏡記》四本和網站版目前的缺字表達方式，共有以下六種： 

1. 缺字大部份使用構字式
1
表示。例：「」字用「匕」表示。 

2. 《荔鏡記》四本中以「」符號表示因原文不清，無法辨認之字或

部件。例：「力」以表示無法辨認之部件。 

3. 萬曆本中的缺字有些以「★」符號代表，在後面括弧構字式表示字

形組合。例：「」一字以「★（大）」表示，「★」代表缺字，

而「（大）」為該字的構字式。 

4. 萬曆本中的缺字變成不明亂碼或空格，例：「」。 

5. 網站版以「★( )」表示此處有缺字，括號中的文字是缺字的組合

說明。（如下圖） 

                                                 
1 構字式為中研院資訊所文獻處理實驗室開發，有關構字式的表達與使用

方式，請參考構字式的處理技巧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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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網站版以「◎」符號表示模糊不清或無法用構字符號表達的缺字。（如

下圖） 

 

 

貳、《荔鏡記》的缺字問題與解決方式 

一、缺字表達的問題 

《荔鏡記》檔案中的缺字表達方式大部份採用構字式，但仍有部份

未使用構字式。為了方便進行缺字分析與造字，必須先把檔案中非構字

式的地方改為構字式。例：修改網站版「」字的缺字表達方式「★（左

女右只）」為「女只」。 

 

二、構字式部件的問題 

構字式的表達有一定的準則，而《荔鏡記》缺字的構字式存在以下

幾點問題： 

1. 構字式使用 Unicode 部件 

由於漢字構形資料庫目前無法支援 Unicode，因此無法判讀構字式

中的 Unicode 部件，構字式的 Unicode 部件應改為 Big5 部件。例：「」

字的構字式「台刂」的「刂」為 Unicode 部件，編碼為 5202，修正為

Big5 編碼 8B4D 的「」。 

2. 構字部件未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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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字式的部件與組成有一定的標準，因此有以下的問題時需進行正

規化： 

（1）使用相似部件 

有些部件因非常相似，而造成使用的混亂，因此以漢字構形資料庫

使用的部件為準，正規化部件，例：「」修正為「」。 

（2）可成字的部件卻被拆分為更小單位的字根 

構字式表達時以使用成字的部件為優先，避免將成字部件拆分為更

小單位的字根，因此需將可成字的字根合併表達。例：「」字在檔案

中的構字式原為「」，而「」和「」可合為「」字，

因此構字式修改為「」。 

（3）構字部件採用異體字根 

檔案中有些構字部件採用異體字根，需改為正確字根。例：「人

再」為「」字，「人」應改為「」，正確構字式為「再」。 

 

三、構字符號的問題 

1. 錯誤的構字符號 

構字式符號有一定的規則，一個構字式中只能使用同一種連接符

號，不可並用，若用了兩種以上，需改為正確的構字式。例：「」字，

檔案中的構字式為「毛」應改為「毛」。 

2. 手誤之構字符號 

有些構字符號因手誤打錯，需修改為正確的構字符號。例：「

舉」比對原書字形為「」字，構字式應改為「舉」。 

3. 缺少構字符號 

檔案有些缺字只有構字部件，卻沒有構字符號，因此需加入正確的

構字符號。例：「石區」實為「」字，需加入構字符號改為「石區」。 

 

四、缺字校對問題 

《荔鏡記》中未收錄在漢字構形資料庫之缺字，將進行造字，為確

認缺字的字形與部件是否正確，需進行校對。 

（一）校對原則 

進行校對時首先需建立校對原則，因《荔鏡記》四本與網站版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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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不同，分為兩部份說明： 

1. 《荔鏡記》四本的文本皆出自吳守禮校本的釋文（以下簡稱吳本釋

文），但吳本釋文與原文書影時有出入，而且正確性也待考，因此比

對完吳本釋文後，再比對一次原文書影，如仍無法確定字形，需與

語言所討論。 

2. 《荔鏡記》網站的「全文瀏覽」是語言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王清棟博

士根據原木刻本、吳守禮校本、鄭國權《泉州傳統戲曲叢書》互校

產生的版本，筆者進行校對時沒有文本可依據，因此「★( )」內

的缺字就採取原來的文字組合，不再另外進行校對。例：「★(左人

右再)」的構字式即為「再」，以此造「」字，依此類推。 

 

（二）校對字形的問題 

《荔鏡記》為閩南方言戲曲，且原文書影並不清晰，以致校對缺字

時出現以下幾點問題： 

1. 缺字的偏旁不知是「」或「月」 

因「」和「月」字形相似，兩者在細明體並無分別，但標楷體需

有所區分，如校對原書後仍無法判別，將交由語言所確認。例：原構字

式為「次月」，但漢字構形資料庫內已收有「」字，校對原書後無

法判斷，把問題字編列成清單，交還語言所確認。 

2. 原書同字但釋文使用的字形不一 

原書寫為同一字，吳本釋文卻將同一字誤隸定成不同之字，校對原

書後再與語言所確認，即可修改。例：順治本《林大邀朋》釋文中的「

木冉」字即為「渀」字，但兩字字形卻不同，經比對原文和上下句

文意，且和語言所確認後，兩者實為同一字，故將「木冉」改為

「渀」字。 

3. 原文書影與釋文用字互異 

吳本釋文與原文用字互異，可能因原文或釋文之字有誤，如無法判

斷何者正確，則將問題字編列成清單，交還語言所確認。例：光緒本《林

大託媒》中的「」字，原文為「月」，吳本釋文的註釋寫：「原誤作月」，

因不知何者正確，把此字列入問題字清單，交還語言所確認。 

4. 異體字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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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鏡記》原文幾乎都使用當時的俗體字，也就是現今流通正體字

的異體字，因此使用異體字或以正體字取代，便成為很大的問題，需與

語言所討論，視他們的原則而定。例：光緒本《元宵賞燈士女答歌》檔

案中先出現「遷」，後又替換為「鞦韆」，兩者只是俗體與正體之差，

將與語言所討論使用何字。 

5. 吳本釋文隸定字形怪異，難以拆解為構字式 

《荔鏡記》原文一部份為手寫，字跡潦草，且手寫常有省筆或連筆

的情況，所以釋文中以原文來隸定的字形，顯得十分奇怪，也很難判斷

出正確的構字式，需與語言所確認構字部件，或是修改為正體字。例：

順治本《與兄餞行》的「」字，字義通「進」，但原文字形較像「」，

因此吳本釋文隸定為「」，在拆解成構字式時，很難確定它的部件，

與語言所確認後，改構字式為「」。 

6. 缺字的問題 

《荔鏡記》四本中的「」代表無法打出的構字部件或原字不清的

缺字，經比對吳本釋文與原書後，無法確認之字形，需與語言所討論。

例：「」字因難以拆解，檔案中的構字式為「力」，與語言所

確認後將構字式改為「力」，若無法判斷時，則維持原本「」

符號。 

7. 網站版◎缺字的問題 

「◎」缺字在比對過原文、吳守禮校本、鄭國權《泉州傳統戲曲叢

書》後，三個版本使用的字形皆不同，吳本與鄭本校註的意思也不盡相

同，因不能確定其字義，仍維持以「◎」代替缺字。詳細處理內容請參

考〈◎缺字的處理方式〉一文。 

 

五、字形亂碼或無法顯示的問題 

萬曆本出現不明的亂碼，可能是因為之前使用別的造字檔，編碼與

漢字構形資料庫重疊，造成字形顯示為漢字構形資料庫的圖形文字，或

是無法顯示字形變成空格。這些字必須一個一個重新校對後，與語言所

確認字形，再修改為構字式或字形。例：在萬曆本第十九齣中的「」，

實為「擡」字，卻出現圖形文字，經校對與語言所確認修改為「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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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荔鏡記》各版的缺字處理流程 

此處說明在處理《荔鏡記》缺字的詳細流程，因網站版與《荔鏡記》

四本處理的標準不一，因此分為兩部份說明： 

一、《荔鏡記》四本缺字處理流程 

（一）缺字分析與構字式修改 

1. 使用程式分析《荔鏡記》檔案，找出文中所有的構字式，建立《荔

鏡記》四本缺字資料庫。 

2. 利用漢字構形資料庫比對《荔鏡記》四本缺字資料庫，找出漢字構

形資料庫內未有之缺字。 

3. 修改漢字構形資料庫內未收缺字的錯誤構字式，需修改的部份如下： 

（1）修改 Unicode 部件。例：「台刂」的「刂」修正為「台」 

（2）修改錯誤構字式符號。例：「毛」應改為「毛」。 

4. 正規化漢字構形資料庫內未收缺字的構字式與部件，需修改的部份

如下： 

（1）正規化相似部件。例：「」修正為「」。 

（2）正規化構字組合。例：「」應修改為「」。 

（3）正規化異體字根。例：「人再」實則為「再」，「人」應改

為「」。 

5. 以漢字構形資料庫比對修改後的構字式，未收錄缺字將進行構字式

與字形的校對。 

 

（二）缺字校對 

1.《荔鏡記》四本的檔案皆出自吳本釋文，因此先以該釋文做為準則進

行缺字校對。 

2. 吳本釋文隸定字形的標準不一，有時使用原文之字，有時使用正體

字，因此需再以原文校對，確定字形。 

3. 校對後挑出《荔鏡記》四本中有疑問之缺字字形： 

（1）缺字字形的偏旁不知是「」或「月」。 

（2）缺字字形為俗體字，現今有可通用的正體字，不知應採用何者。 

（3）原文為同字，而釋文隸定字形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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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吳本釋文隸定之字與原文書影互異。 

（5）原文不清，而吳本釋文隸定字形怪異。 

（6）《荔鏡記》檔案內含有「」符號的構字式。 

（7）萬曆本呈現為亂碼或空格的字形。 

 

（三）處理問題缺字 

1. 挑出問題字，製作問題字清單後（請參考附件一）交予語言所確認。

清單的基本資料包括：原構字式、構字式出處檔名、備註、原文書影的

頁碼與行數，「備註欄」寫上校對後覺得可能之構字式供語言所參考。（如

下圖） 

 

 

2. 語言所將確認過的構字式寫在「說明」一欄（如下圖），因此修改檔

案或造字將以此欄的構字式或字形為準，「說明」欄中的回應大致分成

以下幾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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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對應正體字代替缺字 

因缺字難以隸定，以現今通用之正體字代替。例：吳本釋文隸定的

「 」字形，實為「亦」之意，因原文字形潦草，而釋文隸定字

形怪異，與語言所確認後以「亦」代替。 

（2）原字漫漶 

原文不清，無法隸定字形，且不知道該字何義，沒有對應之正體字，

暫保留原構字式。例：順治本《巧繡孤鸞》的「夕」字，雖檔案中

以「夕」表示，但因原文不清且不知該字何義，無法確定字形，暫

保留原構字式。 

（3）錯誤構字式修正 

錯誤的構字式以正確的構字式或是字形代替，如該構字式為漢字構

形資料庫未收之字，將進行造字。例：「」為「鞦」的異體字，不知

是否需要另造「」字，因此在備註欄寫上「鞦」，建議語言所可用「鞦」

取代，但說明欄內寫「秋」，表示語言所認為此字形正確，而漢字

構形資料庫未收此字，因此需造字。 

 

3. 經語言所確認之「說明」欄，有時仍需再與語言所討論，把修改後

的字形或構字式放在「確認構字式」欄（如下圖）。例：說明欄中寫構

字式「門」，表示需造此缺字，但漢字構形資料庫已收有近似字「」

字，因此再與語言所確認後，使用「」字即可，即在「確認構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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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內寫上該字的構字式「門口」，取代說明欄的「門」。 

 

 

4. 「其他字」欄為確認構字式時的參考，因校對之字的原文不清，可

找出釋文裡隸定相同的其他字，再以此找出它們的原文出處，供語言所

參考。例：「」字在說明欄內本因原字漫漶不需造字，但找出其他在

釋文裡相同的隸定字，再以此找出原文出處，即以「口微」進行造字。

（如下圖） 

 

 

5. 與語言所討論完成後，以此問題字清單修改《荔鏡記》缺字資料庫

和《荔鏡記》檔案。 

 

（四）修改 word 檔案 

1. 以追蹤修訂初步修改以下幾項錯誤構字式： 

（1） 修改萬曆本內的缺字表達方式，刪除星號和括弧，只留下構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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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女）」修改為「女」即可。 

（2） 修改《荔鏡記》檔案中構字式的 Unicode 部件為 Big5，並把改過

之部件製作成「修正 Unicode 部件」清單，列出修改過的 Unicode

部件，完整清單請參考附件二。 

（3） 正規化構字式，《荔鏡記》檔案中未正規化之構字式，不需經過討

論即可修改，例：把「」正規化為漢字構形資料庫使用的「」。

再把改正的構字式製作成「修正構字式清單」，列出修改過的構字

式，以供語言所參考，完整清單請參考附件三。 

 

2. 以確認的字形或構字式取代以下幾種問題缺字： 

（1） 以問題字清單的「確認構字式」欄或「說明」欄修改《荔鏡記》

檔案中的問題缺字，並把改過的構字式加入「修正構字式清單」

（附件三）。例：「」字在檔案中的原構字式為「也」，比對

吳本釋文和原文後，較可能為「匕」，經語言所確認，即把構

字式改為「匕」，並加入「修正構字式清單」。 

（2） 以問題字清單「說明」欄內之構字式或字形修改萬曆本檔案中的

亂碼或空格，並製作「修正萬曆本亂碼字清單」列出修改過的亂

碼或空格，以供語言所參考，完整清單請參考附件四。 

3. 原字漫漶的缺字因原字不清不需造字，暫保留《荔鏡記》檔案上原

本的構字式，並以「插入註解」標明。（如下圖）  

 

 

4. 修改完成後，提供語言所「追蹤修訂」之《荔鏡記》版本與完成修

10 



改沒有標記的《荔鏡記》檔案。 

 

（五）《荔鏡記》四本缺字進行造字 

確認《荔鏡記》四本缺字資料庫無誤後，與漢字構形資料庫比對，

未收的缺字將進行造字，完成後收至漢字構形資料庫。《荔鏡記》四本

缺字共計 262 字，其中 164 字漢字構形資料庫已收錄，89 字未收錄，將

進行造字，9 字因原字不清不需造字。為了未來修改的方便性，檔案內

缺字仍維持構字式形態，因此造字完成後，在問題字清單旁加上「造字

字形」欄，記錄造好的字形(如下圖)，並製作一份包含構字式的造字記

錄表供語言所參考。請參考《荔鏡記》四本缺字造字記錄。 

 

 

（六）確認《荔鏡記》檔案的缺字處理完成 

1. 執行word「工具」中的「構字式轉字形」
2
，確認檔案修正後的構字

式，可否轉為字形。 

2. 無法轉換字形之字，需確認構字式是否正確，再比對漢字構形資料

庫，未收字將進行造字。 

 

二、《荔鏡記》網站版本缺字處理流程 

（一）修改網站缺字表達方式為構字式 

先複製網站「全文瀏覽」至 word 檔案，再以「★」和「◎」兩個

                                                 
2 如何在word文本上看見缺字字形，請參考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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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字符號找出檔案的缺字，與語言所確認網站缺字檔案的校對原則後，

「★」符號缺字以原來的文字組合修改為構字式，「◎」符號則不予更

動。 

 

（二）網站缺字分析 

將修改後的網站版 word 檔，以程式分析，建立《荔鏡記》網站的

缺字資料庫。 

 

（三）網站缺字進行造字 

《荔鏡記》網站缺字資料庫中，缺字總計有 27 字，比對漢字構形

資料庫，其中 14 字已收錄，13 字未收錄，將進行造字。「◎」符號缺字

總計 2字，與語言所討論後，因字義不明，不修改其符號，但其中一字

已根據原文書影造的「升」一字則暫時保留，因此造字共計 14 字，

完成後收錄至漢字構形資料庫，請參考《荔鏡記》網站版缺字造字記錄

。 

 

（四）測試網頁缺字呈現結果 

造字完成後，希望能進一步使線上網頁看到缺字字形，因此先以個

人電腦進行網頁缺字呈現測試，步驟如下： 

1. 自行儲存《荔鏡記》網頁檔案後，開啟網頁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功能表上的「檢視」功能，選擇檢視「原始檔」：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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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修改「原始檔」內容，把「★()」修改為構字式，舉例如下： 

（1）在原始檔看到缺字表達方式為「★(左人右再)」。 

 

（2）把「★(左人右再)」修改成構字式「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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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存檔後顯示於網頁： 

 
 

4. 修改原始檔語法讓構字式轉變成該字的圖檔
3
： 

(1) 在</head>前加入java和修改圖片大小與顏色的語法。 

 

(2) 在<body>後面加入字串：onload="processPage();" 。 

 

 

5. 存檔後檢視網頁，網頁即可呈現出該構字字型： 

                                                 
3 詳細語法請參考網頁「缺字處理計畫」的《處理網頁缺字說明》。 
 

http://www.sinica.edu.tw/%7Ecdp/service/documents/T960807.pdf


※ 因網站開發人員目前已離職，找不到對應的方式來修改網頁內容，

因此線上的網頁目前仍無法看到造好的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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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荔鏡記》四本問題字清單 

原構字式 檔名 備註 
原文頁

碼 
行數 說明 確認構字式 其他字 

造字字

形 

也  01 光緒本送兄餞行 原文與釋文為 一下 1  匕   

秋 
04光緒本元宵賞燈士女

答歌 
鞦 六下 5 秋   

 

口 
04光緒本元宵賞燈士女

答歌 
不確定字形 七下 2 口   

 

目 05 光緒本林大託媒 原文為月，該字為著 九下 8 目  二八下 10  

大 
16 光緒本伯卿磨鏡，設

計為奴 
此字形不確定 二八上 3 大    

 

月永  19 光緒本五娘賞花 
原義為脈字，因此應為

永 
三六下 8 是「脉」   

 

可欠 19 光緒本五娘賞花 欹? 三六上 1 是「欹」    

舟尤皿 20 光緒本月下自嘆 盤? 舟犬皿? 三八上 3 舟犬皿    

士胥 20 光緒本月下自嘆 
土與士字形類似，應可改成

士 
四十上 4 是「壻」   

 

 22 光緒本益春留傘 有? 四二下 1 是「者」    

鬥斲  25 光緒本益春退約 原文為門斗 五三下 7 是「閗」    

月  35 光緒本鞠審姦情  ? 六九上 4 月     

門  36 光緒本五娘探牢 門口? 六九下 6 門  門口   

卞 01 順治本與兄餞行 十一?進? 一上 10   一下 2  

力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或  

 或  ? 
二上 1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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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構字式 檔名 備註 
原文頁 造字字

行數 說明 確認構字式 其他字 
碼 形 

在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原文為節 二上 4 是「節」    

渀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原文意為最，一田二上 4 是「最」    

休又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隻? 二上 3  人木又 木又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字形不確定，錢? 二下 3  力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都? 二下 5     

 03 順治本林大邀朋 字形不確定 三下 8 原字漫漶    

木冉 03 順治本林大邀朋 渀? 四上 7 是「渀」    

月勞 04 順治本五娘看燈 勞? 八下 8 月勞 勞   

豕  05 順治本打媒姨 不確定字形 十下 10 豕      

口般  05 順治本打媒姨 口舟犬? 十三上 6,7 舟犬    

寸 05 順治本打媒姨 等? 
十三上 10 

寸 
 

十下 6 

十三上 10  

凵米 07 順治本伯卿遊街 幽? 十七下 4 凵米    

 08 順治本見李公 後 十九下 8   2 五上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字形不確定 二一上 2 
 一 丿  

  
  

 

令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零 二二上 1 令    

文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舉? 二三上 3 是「捀」  二八下 10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字形不確定，亦? 二四上 7 是「亦」    

寸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尊 二四下 6 寸 寸 三七上 1  

抾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原文為 二四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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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構字式 檔名 備註 
原文頁 造字字

行數 說明 確認構字式 其他字 
碼 形 

○ ×  
10 順治本伯卿掃厝 符號? 二六下 1 

吳守禮先生的

註記 
註記不造字  

 

鬥豆寸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門? 二九上 7 是「闘」    

皿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藍? ? 二九下 2 是「藍」   

 

門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聞? 三十上 8 是「聞」    

產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偏旁為木? 三一下 7 是「摌」    

  12 順治本五娘梳粧 亂? 三三上 9 是「亂」    

棄  13 順治本月下自嘆 字形不確定 三五上 9 扌棄    

艮 14 順治本安童尋三爹 艱? 三七上 4 是「艱」    

文 14 順治本安童尋三爹 「」?該字為擇? 三八下 8 文    

反  15 順治本巧繡孤鸞 字形不確定 四十上 9 是「板」    

土一  15 順治本巧繡孤鸞 圴? 四二上 8 是「均」    

口  15 順治本巧繡孤鸞 口? 四三上 1 原字漫漶    

夕  15 順治本巧繡孤鸞 字形不確定 四四下 1 原字漫漶    

工口 15 順治本巧繡孤鸞 苦? 四四下 3 原字漫漶    

凵文 16 順治本林大催親 兇 四五下 1 是「凶」    

  18 順治本私會佳期 字形不確定 四八上 4 原字漫漶    

又 18 順治本私會佳期 木又 四九上 9 木又    

 21 順治本設計私奔 翻? 五三上 9 是「畨」    

牙  23 順治本小七報啞公 穿? 五六下 6 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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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構字式 檔名 備註 
原文頁 造字字

行數 說明 確認構字式 其他字 
碼 形 

土胥  23 順治本小七報啞公 胥 ?婿? 五七上 1,7 是「偦」    

豆寸  26 順治本審姦情 叵? 五九下 6 豆寸   

十二下 3 

二五下 4 

三一下 5 

 

 28 順治本起解崖州  六一下 8 是「跋」    

 28 順治本起解崖州 兼? 六二上 10      

棄  30 順治本遣送封書 ? 六三下 6 扌一厶大 大   

田鳥  30 順治本遣送封書 鴨? 六四上 7 原字漫漶    

彳 31順治本小七送書見三

爹 

猴? 六五上 2 是「猴」    

文 
31順治本小七送書見三

爹 
丰 六五上 4 丰    

 

之  32 順治本遇兄陞遷 定? 六七下 3 之      

 大 01 萬曆第一齣 大? 二上 11 大     

月交  05 萬曆本第五齣 交? 四下 3 是「胶」    

次月  05 萬曆本第五齣 ? 四下 3     

目軍  06 萬曆本第六齣 釋文為目寧 五下 12 是「睴」    

  06 萬曆本第六齣 字形不確定 ? 七下 8 是「売」    

臺  07 萬曆本第七齣 字形不確定 八下 2 是「擡」    

文辛 18 萬曆本第十七齣 艱?辛? 二四下 1 文辛    

  19 萬曆本第十八齣 字形不確定 口? 二八上 6 原字漫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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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構字式 檔名 備註 
原文頁 造字字

行數 說明 確認構字式 其他字 
碼 形 

口微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口口? 二九下 9 原字漫漶 口微 

二五上 3 

四一下 3 

四九下 5 

四九上 1 

四八下 1 

四八上 12

四六上 8 

 

月加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加? 三三下 8 原字漫漶    

 25 萬曆本第二十四齣 個? 四三上 3     

立  32 萬曆本第三十一齣 字形不確定 五九下 2 
 二立

 
 

 

赤艮 35 萬曆本第三十四齣 前文有同字形釋為報 六三上 4 赤艮    

木夕 40 萬曆本第三十九齣 偏旁為或木 ? 七二上 2,3,4 木夕  木   

石阜  45 萬曆本第四十四齣 偏旁不確定 八三上 7 口阜   八三上 6  

一 
09嘉靖本第九出林郎託

媒 
再   

其實就是「侢」
  

 

彳虫  
14嘉靖本第十四出責媒

退聘 

位子有誤，應與「一」字對

調 
    

應對調  

穴亀  
14嘉靖本第十四出責媒

退聘 
穴龜?   

穴龟 
  

 

彳虫 
14嘉靖本第十四出責媒

退聘 
獨? 二十下 11 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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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構字式 檔名 備註 
原文頁 造字字

行數 說明 確認構字式 其他字 
碼 形 

速  
25嘉靖本第二十五出陳

三得病 
速?   

嘉 靖 本 原 作

「速」，無須造

字 

  

 

米采 
25嘉靖本第二十五出陳

三得病 
茶? 五一上 3 米采    

 
26嘉靖本第二十六出五

娘刺繡 
怯? 五七上 2     

門亡 38嘉靖本第三十八出詞

告知州 

罔? 
    

其實就是「罔  

(無法顯示

字) 07 萬曆本第七齣 
閗 八上 7 是「閗」   

 

 07 萬曆本第七齣 ㄑ? 九上 6 原字漫漶    

 09 萬曆本第九齣 跌? 十一下 12 應是「跌」    

 19 萬曆本第十八齣 箒 二七上 5 是「箒」    

 19 萬曆本第十八齣 女連? 二七上 6 是「女連」    

 19 萬曆本第十八齣 ?畫? 二七上 11 不用造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擡 三十上 3 是「擡」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木 三二下 12 木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弓? 三三上 2 弓攵   ヰ 

 21 萬曆本第二十齣 不確定字形 三六下 7 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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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構字式 檔名 備註 
原文頁 造字字

行數 說明 確認構字式 其他字 
碼 形 

(無法顯示

字) 39 萬曆本第三十八齣 
口微 七一上 8 口微   

 

(無法顯示

字) 45 萬曆本第四十四齣 
不確定字形 八一下 7 是「節」   

 

 46 萬曆本第四十五齣 損? 八三下 5 是「損」    

 

附件二：《荔鏡記》四本本的「修正 Unicode 部件清單」 

原構字式：《荔鏡記》四本本中原本的構字式。 

Unicode 部件：原構字式中的 Unicode 部件。 

欄
位
說
明 

修改後構字式：由Unicode部件修改為Big5部件。

 

原構字式 unicode 部件 修改後構字式 

台刂 刂 台 

忄吳 忄 吳 

毛灬 灬 毛 

扌弃 扌弃  

扌舉 扌 舉 

 

附件三：《荔鏡記》四本本的「修正構字式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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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構字式：《荔鏡記》四本本中原本的構字式。 

修正後構字式：錯誤的原構字式修改為正確的構字式。 

檔名：修改過構字式的檔案出處。 

欄
位
說
明 

備註：如是錯誤的構字式，在每個文件中皆為錯誤，因此只列出一個檔案做代表，並在備註註

明，所有的文件皆已修改。沒有註明的則是只有此構字式錯誤。 

 

原構字式 修正後構字式 檔名 備註 

也 匕 01 光緒本送兄餞行  

舉 舉 04 光緒本元宵賞燈士女答歌  

大   16 光緒本伯卿磨鏡，設計為奴  

敢 敢 07 光緒本林門納聘 所有文件之「」皆以「」取代 

間 間 09 光緒本命婆訓女 所有文件之「」皆以「」取代 

再 再 14 光緒本伯卿遊街，偶掞荔枝  

人再 再 15 光緒本求藝李公  

石區 石區 16 光緒本伯卿磨鏡，設計為奴  

口惹 口惹 16 光緒本伯卿磨鏡，設計為奴  

月永  脉 19 光緒本五娘賞花 所有文件之「月永」皆以「脉」取代

可欠 欹 19 光緒本五娘賞花 
所有文件之「可欠」皆以「欹」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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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胥 壻 20 光緒本月下自嘆  

泊 泊 20 光緒本月下自嘆  

舟尤皿  舟犬皿 20 光緒本月下自嘆  

  22 光緒本益春留傘  

 者 22 光緒本益春留傘  

鬥斲  閗 25 光緒本益春退約  

凵文 凶 31 光緒本小七報亞公  

毛 毛 32 光緒本林門討親  

米茲 米 32 光緒本林門討親 
所有文件之「米茲」皆以「米」

取代 

門  門口 36 光緒本五娘探牢  

左 左 39 光緒本遣送封書  

卞  01 順治本與兄餞行  

力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休又 木又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在 節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渀  最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02 順治本五娘賞春  

木冉 渀 03 順治本林大邀朋 
所有文件之「月勞」皆以「勞」

取代 

月勞 勞 04 順治本五娘看燈  

扌束 束 04 順治本五娘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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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般  舟犬 05 順治本打媒姨  

不 不 08 順治本見李公 所有文件之「」皆以「亦」取代

文  捀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亦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乂木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所有文件之「」皆以「乂木」

取代 

歹 歹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所有文件之「歹」皆以「歹」

取代 

抾  09 順治本伯卿磨鏡  

產  摌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皿 藍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門  聞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鬥豆寸  闘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門豆寸  闘 11 順治本代捧盆水  

  亂 12 順治本五娘梳粧  

止 止 13 順治本月下自嘆  

艮  艱 14 順治本安童尋三爹  

  14 順治本安童尋三爹  

禾丸 禾丸 14 順治本安童尋三爹  

反  板 15 順治本巧繡孤鸞  

土一  均 15 順治本巧繡孤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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凵文 凶 16 順治本林大催親 所有文件之「凵文」皆以「凶」取代

又 木又 18 順治本私會佳期  

米田 畨 21 順治本設計私奔 所有文件之「米田」皆以「畨」取代

扌弃 扌弃 21 順治本設計私奔  

口歇 口歇 21 順治本設計私奔  

土胥  偦 23 順治本小七報啞公  

牙  穿 23 順治本小七報啞公  

毛 毛 23 順治本小七報啞公  

友  23 順治本小七報啞公  

 跋 28 順治本起解崖州  

糸索 索 30 順治本遣送封書  

棄  大 30 順治本遣送封書  

彳 猴 31 順治本小七送書見三爹  

文  丰  31 順治本小七送書見三爹  

 大 大 01 萬曆第一齣  

門豆斗 門 02 萬曆本第二齣 
所有文件之「門豆斗」皆以「門

」取代 

竹盛 盛 03 萬曆本第三齣  

竹山 山 05 萬曆本第五齣 
所有文件之「竹山」皆以「山」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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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交  胶 05 萬曆本第五齣 所有文件之「月交」皆以「胶」取代

次月  次 05 萬曆本第五齣  

目軍  睴 06 萬曆本第六齣  

士冗  売 07 萬曆本第七齣  

臺  擡 07 萬曆本第七齣 所有文件之「臺」皆以「擡」取代

蠱 蠱 10 萬曆本第十齣  

竹丕 丕 13 萬曆本第十三齣  

利心 利 16 萬曆本第十五齣 2  

囗窩 口窩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直 直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立  二立 32 萬曆本第三十一齣 
所有文件之「立」皆以「二

立」取代 

木夕  木 40 萬曆本第三十九齣  

石阜  口阜  45 萬曆本第四十四齣  

日貝 日 05 嘉靖本第五出邀朋賞燈  

再 再 06 嘉靖本第六出五娘賞燈  

毛灬 毛 09 嘉靖本第九出林郎託媒  

一  再 09 嘉靖本第九出林郎託媒 
所有文件之「一」皆以「

再」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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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亀  穴龟 14 嘉靖本第十四出責媒退聘  

毛火 毛 15 嘉靖本第十五出五娘投井  

末 末 19 嘉靖本第十九出打破寶鏡  

毛 毛 24 嘉靖本第二十四出園內花開  

速  速 25 嘉靖本第二十五出陳三得病  

門亡 罔 38 嘉靖本第三十八出詞告知州  

 

附件四、修正萬曆本亂碼字清單 

原亂碼或空格字：《荔鏡記》萬曆本 word 版本中原本的亂碼或空格字。 

修正後構字式：亂碼或空格字修改為正確的構字式或字形。 

檔名：修改過亂碼或空格字的檔案出處。 

欄
位
說
明 

修改頻次：該亂碼或空格字修改過的次數。 

 

原亂碼或空格字 修改後構字式或字形 檔名 修改頻次 

(無法顯示字) 閗 07 萬曆本第七齣 1 

 跌 09 萬曆本第九齣 1 

 箒 19 萬曆本第十八齣 1 

 女連 19 萬曆本第十八齣 3 

 擡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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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1 

 弓 20 萬曆本第十九齣 1 

 票化 21 萬曆本第二十齣 1 

(無法顯示字) 口微 39 萬曆本第三十八齣 1 

(無法顯示字) 節 45 萬曆本第四十四齣 1 

 損 46 萬曆本第四十五齣 1 

 



附錄一：如何在 word 檔案上看見缺字字形 

一、安裝漢字構形資料庫後，點選word「工具」表單內的「構字式轉成字

形」（如下圖），即可呈現出漢字構形資料庫內已有之完整字形。其他使用

word的相關問題，請參考「文獻處理實驗室」的「缺字處理計畫」網頁。 

 

 

二、更新版本或下載新增字檔 

如使用 word「工具」表單內的「構字式轉成字形」，卻無法看到新造的字

形，有以下兩種解決方式： 

1. 使用的漢字構形資料庫為舊版，無法看到新造字形，可以到「缺字處

理計畫」網頁更新至最新版的漢字構形資料庫，目前最新的為 2.51 版。 

2. 如已是最新的版本，卻仍無法看見新造之字，可至「缺字處理計畫」

網頁的「行事曆」下載更新的造字檔。例：下圖為 2.51 版的更新字檔，

需下載「檔名」欄內的檔案，更新漢字構形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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