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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詞彙學術語社區詞的命名研究

《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公佈語言學名詞 CHINESE TERMS 

IN LINGUISTICS 2011》於 2011年 5月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語

言學命名學的一件大事，此書為語言學範圍內的術語命名，給每個語言

學名詞一個嚴謹的、明確的概念。在該書版權頁的“內容簡介”裏說：

“本書是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審定公佈的語言學名詞，內容包

括：文字學、語音學、語法學、語義學、詞彙學、辭書學、方言學、修

辭學、音韻學、訓詁學、計算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民族語言學等 13個

部分，共收詞 2,939 條。這些名詞是科研、教學、生產、經營以及新聞

出版等部門應遵照使用的語言學規範名詞。”由此可見此書的權威性。

我多年來提出的“社區詞”概念收在了該書的詞彙學部分（81 頁，

編號為 05.103），該書為“社區詞 community expression”所下的定義是：

“某個社區使用的，並反映該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的特有詞語。例如，

中國大陸的‘三講’‘菜籃子工程’，香港的‘房奴’‘強積金’，台灣的

‘拜票’‘走路工’。”這定義和我多年來的闡述是完全一致的。雖然在

2007年，社區詞的概念已經進入有的大學教材，進入多所大學課堂，但

是得到《語言學名詞》一書的命名，進入了語言學規範名詞的範疇，那

就有了正式的名分。下面從社區詞命名的緣起說起。

一、社區詞命名的緣起

“社區詞”是我在 1993 年提出的一個詞彙學上的新概念、新術語。

1993 年香港語文教育學院舉辦國際語文教育研討會，我提交的文章是

《現代漢語詞彙的特點》，後收入 1994 年出版的會議論文集《語文和學

習》以及 1997 年出版的我的《香港中文教學和普通話教學論集》。文

章在談到詞彙的不斷變化的動態規律時，有一部分專門談“規範詞語和

社區詞語”：“社區詞語是本文提出的新概念、新術語。它的內涵是指由

於社會背景不同，社會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於

背景不同帶來的人們的心理因素差異，而產生的適合本地社會區域的詞

語。”“社區詞語的外延主要指香港地區、澳門地區、台灣地區以及海

外華人社區所流行的詞語。海外華人社區範圍很廣，比如東南亞華人社

區、美國華人社區、歐洲華人社區等。”

關於社區詞的定義，我在《香港社區詞詞典》（2009）的“說明”裏，

又進一步完善。“社區詞即社會區域詞。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同，社會政

治、經濟、文化體制的不同，以及不同社區人們使用語言的心理差異，

在使用現代漢語的不同社區，流通着一部分各自的社區詞。”“具體地

說，同屬中國的領土，中國內地、台灣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

別行政區，在使用大量的共通的現代漢語詞彙外，還有一些各自流通的

社區詞。海外華人社區使用現代漢語時，也會流通一些各自的社區詞。”

我提出社區詞這個概念，經過八年的醞釀。1985 年我從北京到香

港定居，每天要看大量中文報紙。香港曾享有“百報城”的美譽，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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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十幾份之多。每份報紙都是沉甸甸的幾十版。看報時我發現有些詞

看不明白，這些詞內地是不用的。例如，金魚缸、鱷魚潭、大鱷、大閘

蟹、飲咖啡等，用法都不是詞語本義的用法；還有公屋、居屋、丁屋、

木屋、籠屋、時鐘酒店、草根階層、夾心階層、問題少女、白馬王子、

打工皇帝、沙灘老鼠、棺材老鼠等，也都是香港社會獨特的詞語。這些

詞語引起我的注意，我便每天剪報紙，做卡片，把這類詞搜集起來，日

積月累有三四千詞之多。

1986年初，時任香港大學語文研習所所長的霍陳婉媛女士，請我給

所裏開中文類課程，供學生選修。一次，要求我給只有七八位的香港高

級公務員班開一個詞彙課程，專門講中國四十年來的政治、經濟、文化

詞彙。因為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訂，香港未來的走向已經十

分明確，即 1997年 7月 1日回歸祖國。而在與中方公務員交談中，香港

的公務員發現，中國流通的很多詞語特別是政治、經濟詞語，他們都聽

不懂，交流起來有困難。這門課我講了十講，詳細敍述自 1949年以來的

大陸詞語，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詞語，特別是歷次政治運

動詞語的來源和用法，學員們聽得津津有味，討論熱烈。這個班的同學

向上司報告此課的收穫後，政府有關部門，請我給 40位高級中文事務管

理人員又講了十講，我發了詳細講義，他們還在課堂錄音錄像。這件事

再次引起我思考，原來從北京來的人看不懂香港報紙上的一些詞語，而

香港人也不懂內地流行的一些詞語。這並不是普通話和粵方言的差異，

方言詞和規範詞語多有對應規律可尋，例如，普通話說“吃”，粵方言

說“食”；普通話說“上課”，粵方言說“上堂”；普通話說“臥室”，粵

方言說“睡房”。有的粵方言詞還用粵方言字記寫。上文所說的流通在

香港的詞語都由通用語素構詞，字面可以看懂，實際的意思卻不明白。

我多方請教，才知道“金魚缸”指香港中央股票交易所，“鱷魚潭”指

兇險的股票市場，“大鱷”指資本雄厚能在股票市場興風作浪的人，“大

閘蟹”指被股票市場捆綁住的小股民。“大閘蟹落入鱷魚潭會被大鱷吞

吃”，這些用詞多麼形象、生動。而流通在內地的“退休、離休、轉業、

下海、鐵飯碗、大鍋飯、萬元戶、三門幹部、三資企業、四套班子、聯

產承包責任制”，在香港從不流通。顯而易見，這種現象反映的不是方

言的差異，而是社會背景的差異。因而，我提出社區詞這個概念，社區

詞是社會區域詞的縮略，強調的是社會區域在詞彙上的差異。內地有一

些自己流通的社區詞，香港也有自己流通的社區詞。有了這個大前提，

便可推理出澳門有澳門社區詞，台灣有台灣社區詞，以至世界各地的華

人社區也一定有本社區流通的社區詞。

可以看出，提出社區詞這個概念，有我作為一個語言學工作者的敏

感，當我從北京到香港後，我可以從語言學、詞彙學的角度發現問題、

解釋問題。我有語感。但是，光憑語感是絕對不夠的。我寫了一系列討

論社區詞文章，發表在許多刊物上，從理論上闡明什麼是社區詞，說明

社區詞和方言詞的差異。同時，我還必須用語料說話，我需要着手編一

本《香港社區詞詞典》。社區詞的概念一定要有足夠語料的支持。詞條的

選定是人工操作，靠的是十幾年剪報的積累，選定後，再在網上進行搜

索。我利用香港一個涵蓋 60 多種中文報刊的網站，對詞條在 1998-2004

年出現的次數進行了數據統計和分析。結果是令人興奮的。所選的詞條

多被數據證明是經常流通於香港社會的，有的詞條可以清楚明瞭是哪年

產生的，又是哪年用得最多，什麼時候又用少了（例如“負資產”“高官

問責制”）。有些詞條的使用有軌跡可尋，這軌跡都是與社會因素緊密相

連的。反映這個成果的文章〈編寫《香港社區詞詞典》的幾點思考〉先

在中國語言學會年會（銀川）上宣讀，後刊登於 2006年的《中國語言學

學報》上。

2006年商務印書館周洪波先生同意將《香港社區詞詞典》立項。送

到北京商務印書館的《香港社區詞詞典》書稿，其中的詞條是經過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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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中文系和華文學院及香港的多位專家把關後選定的，商務詞典編輯

室的專家在審定時對書稿又再次把關，2009年 9月出版的《香港社區詞

詞典》收詞 2,418 條。這等於說百年老店商務印書館支持了社區詞的說

法。2010年李宇明主編的《全球華語詞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雖然沒

有用社區詞詞典來冠名，但是裏面所收的詞語約一萬條，是各社區所流

通的詞語，並非現代漢語通用詞語。最近我將修訂增補《香港社區詞詞

典》，收詞可在 3,000條左右。

二、社區詞命名的根基

社區詞命名的根基，首先要考慮社區詞在現代漢語詞彙系統中的

定位。

現代漢語詞彙的來源是多元化的，基本詞具有穩定性，是詞彙構

成的核心部分。一般詞彙的發展變化，體現着詞彙新陳代謝的過程。隨

着社會發展變化，隨着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消亡，新詞語在不斷繁

衍，舊詞語在不斷消失。社區詞可與文言詞、方言詞、外來詞並列，同

為現代漢語詞彙來源，首先是一般詞彙的來源。把社區詞放在這位置上

很合適。

文言詞、方言詞、外來詞、社區詞從古今中外四個方面構成了現代

漢語一般詞彙的來源，一般詞彙的詞庫從這幾類詞中，通過約定俗成的

規律，吸收着營養，豐富着自己。

文言詞是從古代漢語、近代漢語中傳承來的，儘管文言的水平一

代不如一代，但是文言詞的言簡意賅，它所表示的書面色彩，或隆重色

彩，或文雅色彩卻是現代詞語所不能取代的。帶有文言語素的成語，更

是漢語詞彙的瑰寶。希望能通過基礎中文教育，灌輸文言詞的知識和用

法，保證文言詞在使用中的傳承。

方言詞是從不同地域的方言中選擇來的，中國的方言大大小小多

不勝數，其中強勢方言的詞彙對通用詞彙、規範詞彙的影響較大。依普

通話的定義來看，北方方言自然是強勢方言，北方方言的詞彙是普通話

詞彙的基礎。近三十多年來，珠江三角洲是改革開放的龍頭，加上香港

和澳門於 1997 年和 1999 年相繼回歸祖國，香港和澳門對國家的改革開

放做出了巨大貢獻，因而，在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和香港、澳門所流通的

粵方言在近年也成為一種強勢方言，通用詞語從粵方言中吸收了不少詞

語，不下幾百個。這似乎是其他方言都比不上的，可見經濟發達也對方

言地位的提高起一定作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也十

分發達，但是，珠三角的改革開放比長三角的早了一步，又特別是香

港、澳門的影響，粵方言詞彙對通用詞彙的影響就拔了頭籌。這是十分

值得研究的社會語言現象。

外來詞是從外族語言中借鑒來的，囿於方塊漢字的限制，囿於構

詞的漢語語素既表音又表義的要求，漢語吸收外來詞並不容易。三十年

來的開放為外來詞的大量吸收帶來新的契機。香港、澳門乃至台灣，原

來就是吸收外來詞的好窗口，這些地方長期來與外界接觸多，英語水平

相對比較高，具備較多吸收外來詞的條件。我們應該歡迎這些地方多吸

收外來詞，在使用中輸送約定俗成的外來詞進入規範詞庫。應該看到的

是，內地近年對外來詞的選擇使用已經逐年增多。這有賴於資訊的發

達，網絡世界的形成。內地網民數以億計，有手機的在七八億之上。大

iPad 中城市的飯館給客人點菜用的是 iPad，由此可見電腦應用的廣泛。

應運而生的是大量的字母詞，《現代漢語詞典》（第 5、6版）已經吸收了

一二百個字母詞，專門的字母詞詞典收詞條在兩三千個。我們用歡迎和

包容的態度對待外來詞和字母詞，這是漢語詞彙豐富的來源之一。現代

科技的發達已使偌大的地球變成了地球村，現代漢語詞彙對外來詞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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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詞的吸收，都是不可抵擋的。

社區詞是從各個不同的社會區域吸收來的。兩岸四地近年交流頻

繁，國家和世界各國交流頻繁。海外至少有三千萬人在學習漢語。這新

的局面讓我們把眼光不止對準了內地，而是放眼到世界大華語的所有地

方。社區詞脫離了方言的構詞，它在某個社區的範圍內流通，它不理會

社區可能流通着的多種方言，而是用通用語素構詞的。從這個角度說，

社區詞更容易為通用詞語、規範詞語所吸收。台灣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先

生破冰到訪北京，帶來“願景”一詞，《現代漢語詞典》第 5 版付梓在

即，也迅速將它收入了，這可說是詞典編纂的一段佳話。就因為“願景”

用通用語素構詞，表示“所嚮往的前景”，大家一看就明白。現在對“願

景”的使用也越來越多了。對社區詞的關注必將有利於兩岸四地的交

流，有利於世界華人的交流。

現代漢語詞彙將古今中外的語言因素融會貫通在自己的體系中，滋

養和豐富着自己。這充分體現了現代漢語詞彙的開放性、包容性。作為

新成員，要和文言詞、方言詞、外來詞並列，社區詞也以三音節為好，

說社會區域詞就太長了，和其他三類詞排列在一起不協調。而且“社區”

的說法早已存在，我們只要明確這個社區的範圍即可拿來用。《現代漢語

詞典》（第 6版），“社區”詞條下的第一個義項是：“在一定地域形成的

社會生活共同體”，我們就用的是這個義項，而不是用表示居民區小區的

義項。

三、社區詞與其他詞彙學術語的區別

在給社區詞命名的過程中，要不斷研究社區詞和詞彙學中其他術語

的命名有沒有重複或交叉，最容易混淆的是方言詞。當我提出這個概念

時，有學者認為香港社區詞是粵方言詞的下位詞，其實這兩類詞是不同

的。所以我做了以下的區別分析。

3.1�社區詞不是方言詞

《語言學名詞 2011》給“漢語方言”下的定義是：“漢民族語言的地

域性變體。漢語方言的內部在語音、詞彙、語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點。

《中國語言地圖集》把漢語方言分為官話、晉、徽、吳、湘、贛、客家、

平話、粵、閩等十個方言區。”（07.003）給“方言詞”下的定義是：“（1）

是指存在於方言中的詞。例如，粵方言的‘老豆’，吳方言中的‘搗糨

糊’。（2）指共同語中從方言裏吸收來的詞。例如，來源於粵方言的‘埋

單’、來源於吳方言的‘挺刮’。”（05.108）這說明方言是全民語言在

不同地域上的分支，方言詞是受地域的影響而形成的，從方言地圖的劃

分也可看出這點。

社區詞也和地域有關係，但它是以社會背景的不同來劃分的。從方

言詞的角度看，中國有十大方言區；從社區詞的角度看，中國有兩岸四

地四個社區，即內地、台灣、香港、澳門，海外還有不同的華人社區。

現在比較容易混淆的是一小部分港澳的社區詞和流通在港澳的粵方

言詞。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流通粵方言，香港、澳門也流通粵方言，珠江

三角洲以廣州為代表來說。香港、澳門、廣州同屬粵方言區，流通着相

同的粵方言詞；香港、澳門、廣州分屬三個不同的社區，流通的社區詞

會有區別。廣州與北京、上海分屬不同的方言區，但同屬內地這個大社

區，流通的社區詞是一致的，因為社會制度相同。

我在編寫《香港社區詞詞典》時，曾請暨南大學中文系和華文學院

的老師幫忙篩選詞條。他們之中不少母方言是粵方言。我選出的詞條，

凡是他們認為一直以來就屬於粵方言詞的，一律刪掉。這是排除法，也

是一種田野調查，我認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全球華語詞典》所收的流

通在香港、澳門的詞語，裏面有不下一二百個明顯屬於粵方言詞，我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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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這些可以用排除法再做鑒定。

3.2�社區詞不是社會方言

《語言學名詞 2011》給“社會方言”下的定義是：“與說話人的社

會身份（例如年齡、性別、職業、教育程度等）有關的語言變體。”

（12.025）《語言學綱要》（葉蜚聲、徐通鏘著，王洪君、李娟修訂）在談

到語言的分化時，也詳細分析了社會方言，指出“社會方言是社會內部

不同年齡、性別、職業、階級、階層的人們在語言使用上表現出來的一

些變異，是言語社團的一種標誌。”“社會方言的特點在語音、詞彙、語

法等方面都可能出現，但引人注目的還是用詞上的不同。”

社區詞和社會有關，社會方言也與社會有關。但二者所指完全不

同。社區詞所涉及的社會，是各個華人社區的大背景；社會方言所說的

社會，是指人們的社會身份、社會特徵。香港社區詞在香港全社會流

通，不分說話人的身份大家都會理解運用。而社會方言只在社會身份相

同或相近的人群中使用。例如，職業不同，各有各的行話，同行的人工

作時用行話交流，工作方便，節省時間。年齡不同，用語也有差別，中

學生有他們的流行語，有他們的校園語言，反映着他們的青蔥時代。

四、社區詞命名的選擇

4.1�社區詞 vs 特有詞語

有的詞典和文章中，用特有詞語稱說社區詞。例如，新加坡特有詞

語，台灣特有詞語。這個命名也有道理，說的是某社區特有的。但是，

這裏有兩個問題。一是要找出每個詞是在何時何地產生的，即每個詞的

詞源，這才可以說某個詞是某社區特有的。有的詞可以明確出處，大量

的詞不易找到出處，沒有了出處，如何證明它是該社區特有的呢？二是

很多詞在多個社區同時使用，像“垃圾蟲”一詞，新加坡和香港都用，

是誰特有的呢？隨着資訊的發達，某社區的社區詞很快流通到其他社

區，在《全球華語詞典》中，有些詞條標明是港澳、台灣都用的，有些

是港澳、內地通用的，並不限於一個社區，所以如果用特有詞語這個術

語就有一定的局限性。

4.2�社區詞 vs 區域詞語

有的書中用區域詞語的說法，例如，香港區域詞語，台灣區域詞語

等，但無法表示內地的社區詞，也不好用“中國大陸區域詞語”的說法，

來和“香港區域詞語”“台灣區域詞語”相並列。說明區域詞語這個術語

無法涵蓋兩岸四地四個社區，也包含不了海外華人社區的範圍。

再說，“區域”一詞指的是“地區範圍”，和“地域”容易相混，從

構詞語素上，從詞面上，帶不出有關“社會”的信息，而社區詞反映的

是社會背景的差異，社會區域才是它的所指。少了社會的信息，就缺了

這類詞的精髓。

4.3�社區詞 vs 文化詞

當我提出社區詞的術語時，也有人建議用“文化詞”這個名稱。當

時，我認為文化的含義太泛。“文化”的定義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

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如文學、藝

術、教育、科學等”（《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頁 1,363）。用文化

詞來表示各社區流通的詞，不夠準確。

目前，在新出版的《語言學名詞 2011》裏，收了“文化詞”詞條，

給文化詞下的定義是：“含有某種特定文化意義的詞。是民族文化在語

言詞彙中直接或間接的反映。例如‘武術’‘功夫’‘太極’等詞。又如

‘梅’‘松’‘竹’等詞含有‘高風亮節’‘清雅情操’義。”（05.104）同

時又收了社區詞詞條，這樣，就把社區詞和文化詞徹底區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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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社區詞 vs 新詞新語

內地近三十年出版的幾十本新詞新語詞典，裏面所收大量是只流通

在內地的社區詞，這些詞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以至半個多世紀以來

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出現的新事物、新概念。當然，並沒有

人把這兩個術語等同起來，只是兩個概念有交叉的情況。

新詞新語是一個寬泛的模糊的概念。我看目前編纂的多本新詞新

語詞典，首先這個“新”大家的界定就不同。有的從辛亥革命算起，

一百年以來產生的都算“新”；有的從 1949 年算起，六十年以來的都算

“新”；有的從 1978 年算起，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的才算“新”；有的主

張以二十年為一個週期，之前的就不能算“新”了。眾說紛紜，莫衷一

是。《語言學名詞 2011》對“新詞語”的解釋是“為了指稱新事物、新

現象和新概念而創造出來的詞語。例如‘菜單’‘充電’‘下課’‘關愛’。”

不涉及“新”的具體時間。

在多本的《現代漢語》教材裏，新詞新語是和文言詞、方言詞、

外來詞並列，作為一般詞彙的來源。但是，從現代漢語詞彙的宏觀角度

看，新詞新語可以新組造，也可以吸收方言詞，吸收外來詞（包括字母

詞），吸收社區詞。它的外延和方言詞、外來詞、社區詞有交叉。這在

邏輯上似乎有些問題，值得探討。

五、辭書界吸收社區詞進入詞典

社區詞已經正式進入各類詞典，說明社區詞概念得到認同。下面舉

例說明。

5.1《香港社區詞詞典》（2009 年，商務印書館）

《香港社區詞詞典》是第一本用社區詞命名的詞典。收詞 2,418條。

在詞典的“說明”部分，給社區詞下了明確的定義，社區的範圍劃為：

中國內地，台灣地區，香港特區，澳門特區以及海外華人社區。並明確

指出：“社區詞與文言詞、方言詞、外來詞一起構成擴大一般詞彙的詞

源”。我通過網絡查驗了所收詞條近年在 60多份報刊上出現的次數，證

明它們具有較高的使用度。當然，是否社區詞也不能只用出現頻率的高

低來確定。有的詞出現頻率不高，例如，沙灘老鼠、棺材老鼠等，可它

們仍然是香港社區詞。

5.2《全球華語詞典》（2010 年，商務印書館）

《全球華語詞典》“收錄世界各華人社區內使用的華語詞語約 10,000

條”。在“前言”中，明確“華語”的概念：“以普通話為基礎的全世界

華人的共同語。”並認為“這種看法有利於在全球視野中看待漢語，顯

示了對各社區華語變體的同等關注”。主編李宇明多次提出大華語的概

念，是很有前瞻性的。在詞典“凡例”的“收詞和用字”部分，進一步

明確了華人社區概念：“本詞典所說的華人社區主要包括中國大陸（內

地）、港澳、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地

區，此外還有日本、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地區。”詞典是描寫性

的，主要收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各華人社區常見的特有詞語。我認

為所收就是社區詞。這本詞典的特色是設有“使用地區”“異名詞語”的

欄目，方便各社區人使用。

5.3《兩岸常用詞典》（2012 年，中華文化總會）

《兩岸常用詞典》由兩岸合作編寫，台灣版和大陸版實質內容相同，

只是排序、字形及個別內容各依習慣和需要處理。台灣版《兩岸常用詞

典》由中華文化總會出版。在“編輯凡例”的總則中，說明“本詞典以

收錄兩岸通行的常用字、詞和固定短語為主”，“另收釋一部分兩岸各

自特有的詞彙，以便相互瞭解”。在“詞目收錄”第 5 項下說明，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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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一方流通而常用的詞語。例如，台灣：白目、假仙、博愛座、三不

五時 / 大陸：廠休、離休、官倒、個體戶”。這些用例其實就是大陸和

台灣各自的社區詞。在同實異名詞中，也會涉及社區詞，例如，內地稱

“北京時間”，台灣稱“中原標準時間”。《兩岸常用詞典》的出版，是兩

岸文化教育界的盛事，對於兩岸民眾交流意義重大。

5.4《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2012 年，商務印書館）

《現代漢語詞典》（第 6版）吸收新詞新語 3,000餘條，包括吸收港澳

台的少量社區詞入規範詞典，為現代漢語詞庫開源，充分體現現代漢語

詞彙的多源性，表現了有容乃大的胸懷。眾所周知，《現代漢語詞典》是

國家社科院編寫的詞典，具有權威性，具有公信力，能夠吸收大陸以外

的華人社區流通的詞語入典，反映了視野的開闊，觀點的更新。

5.5《現代漢語學習詞典》（2010 年，商務印書館）

《應用漢語詞典》是《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的前身，從應用觀點出

發，已收新詞新語 5,000 餘條，創新幅度相當大。詞典設有知識窗欄

目，“知識窗欄目簡介與詞目有關的文化知識，交代某些詞語的來源，列

舉一些詞語在華語區的不同說法等”。詞典設有少量社區詞的詞條。例

如“組屋”，釋義為：“新加坡政府建造的居民住宅”，接着設知識窗欄

目，題為“新加坡的組屋”，內容為“新加坡政府建造的組屋是給予津

貼的，所以售價比地產商所建造的房屋便宜得多。國民可用公積金以分

期付款的方式購買，因此將近 90%的國民住在組屋裏”。（頁 1,703）這

樣的解釋讓我們長了見識。又如，在“迪斯科”詞條釋義後面，設知識

窗“迪斯科的不同說法”，裏面指出：“在華語區，中國大陸叫迪斯科，

台灣地區叫狄斯可或踢死狗，香港地區叫的士高，新加坡叫迪斯科、的

士高或踢死狗。”（頁 255）詞典通過知識窗有目的地介紹華人社區的社

區詞，值得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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