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頓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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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

句內點號的一種，表示語段中並列詞語之間或某些序次語

之後的停頓。

■	 書寫規格

形　　式：“、”。

佔用空間：一個漢字方塊。

位　　置：居左偏下，不出現在一行之首。

■	 功能

1	 	用在句子內部並列或遞加項目之間，表示最短的停頓。

（1）	 	德、智、體、群、美合稱五育。

（2）	 	自由、民主、平等是許多人嚮往的政治理想。

（3）	 	這位小說家不斷修訂、改寫、重編他的作品。

（4）	 	節慶煙火照耀下的維多利亞港格外華麗、明艷、璀

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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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首樂曲的配器用上了一面鑼、一個鼓、一管簫和

一枝笛子。

（6）	 	成年的綠鬣蜥喜歡吃花、綠葉、植物幼芽和質地較

軟的水果。

（7）	 	他是一個誠懇、正直、開朗的年輕人。

（8）	 	電視台將於明晚播出製作嚴謹、陣容鼎盛、情節離

奇的台慶連續劇。

（9）	 	他們深情地、歡快地、激昂地唱着國歌。

（10）		這幫匪徒絞盡腦汁、挖空心思、千方百計騙人錢財。

（11）		山坡上那一列木棉樹繁花怒放，花開得燦爛、絢

麗、奪目。

（12）		這個冠軍爭奪戰的決勝分令觀眾緊張得屏住氣息、

咬緊牙關、瞪大眼睛。

	 補充說明

•		頓號分隔的“並列項目”指“詞”和由詞組成的“短

語”。

•		例（1）和例（2）以頓號分隔並列的主語。例（1）的

五個主語是單音節詞，例（2）的三個主語是雙音節詞。

•		例（3）和例（4）以頓號分隔並列的謂語中心詞。例

（3）的三個謂語中心詞是動詞和動詞短語，例（4）的

三個謂語中心詞是形容詞。

•		例（5）和例（6）以頓號分隔並列的賓語。例（5）的

四個賓語是表示數量的名詞短語，例（6）的四個賓語

是名詞和名詞短語。兩例第三和第四個賓語用“和”字

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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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7）和例（8）以頓號分隔並列的定語。例（7）的

三個定語是形容詞，例（8）的三個定語是主謂短語。

•		例（9）和例（10）以頓號分隔並列的狀語。例（9）的

三個狀語是形容詞，例（10）的三個狀語是成語。

•		例（11）和例（12）以頓號分隔並列的補語。例（11）

的三個補語是形容詞，例（12）的三個補語是動詞短

語。

•		在每個並列項目之間都用頓號，較能平均地突出每個項

目；在最後兩個並列項目之間用和字，語氣有時較流暢

自然。不過這並不能一概而論，要按實際情況選擇並列

形式。下文應用須知第 1和第 2項有較詳細討論。

	 互參

•後文：		一、		逗號用於句子內部並列或遞加項目之間表示

較長的停頓，見頁 82-84 逗號功能第 2項；

	 	二、		逗號用於句中重複或序次成分之間，表示連

續、強調或遞進的意思，見頁90逗號功能第

8項；

	 	三、		逗號和頓號的運用層次，見頁 91-93 逗號應

用須知第 2項；

	 	四、		恰當選用逗號和頓號，見頁 93-100 逗號應

用須知第 3項。

	 	五、		逗號不宜用於並列的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數目

字之間，見頁 106 逗號應用須知第 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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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在句中介詞結構內部並列項目之間，表示最短的停頓。

（13）		大型溫室所有向東、南、西的玻璃窗都被這股強大

氣流震破了。

（14）		凶案現場有打鬥痕跡，那些在地上、牆上和門上的

斑斑血跡，令人不寒而慄。

（15）		醫療制度改革無論對病者、病者家屬、醫生、護理

人員都有好處。

（16）		主題公園為未滿三歲的小童、六十五歲或以上長

者、殘疾人士和當天生日的市民提供免費進場優惠。

（17）		香港特有的盧氏小樹蛙棲息於大嶼山、南丫島、蒲

台島、赤鱲角一帶。

（18）		參加本屆香港單車邀請賽的運動員來自亞洲、歐

洲、美洲和澳洲。

	 補充說明

•		例（13）和例（14）的介詞結構用作定語。例（13）表

示方向的介詞結構“向⋯⋯”內的三個並列項目以頓號

分隔，例（14）表示位置的介詞結構“在⋯⋯”內的三

個並列項目，前兩個以頓號分隔，後兩個以“和”字連

接。

•		例（15）的介詞結構“對⋯⋯”和例（16）的介詞結構

“為⋯⋯”都用作狀語，都表示對象。例（15）介詞結

構內的四個並列項目以頓號分隔，例（16）介詞結構內

的四個並列項目，前三個以頓號分隔，後兩個以“和”

字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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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7）和例（18）的介詞結構用作補語。例（17）表

示處所的介詞結構“於⋯⋯”內的四個並列項目以頓號

分隔，例（18）表示起點的介詞結構“自⋯⋯”內的四

個並列項目前三個以頓號分隔，後兩個以“和”字連

接。

3	 	用於序次語和正文之間，表示停頓。

（19）		員工注意事項：

	 	一、		辦公時間內必須佩戴工作證；

	 	二、		必須穿着整齊制服；

	 	三、		在工作間內不得吸煙。

（20）		對方要求我們：一、停止生產該貨品；二、全面回

收該貨品；三、登報道歉。

	 補充說明

•			“序次語”又稱“次序語”，是表示次序或序數的詞。例

如“一”、“二”、“三”，“甲”、“乙”、“丙”（單音

節）；又如“第一”、“第二”、“第三”（雙音節）。在單

音節序次語和後面的文字之間，要用頓號。見例（19）

和例（20）。

•		頓號分隔的序次語和正文可採用分行排列式，如例

（19）；也可以採用常規句式，如例（20）。

•		分行排列式的頓號可以刪去，但常規句式則不可以。詳

見下文應用須知第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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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參

•後文：		一、		逗號用於雙音節序次語和正文之間，見頁

86-87 逗號功能第 5項；

	 	二、		在序次語後選用逗號和頓號，見頁 104-105

逗號應用須知第 7項；

	 	三、		分號用於以序次語介引的並列項目之間，見

頁 114-115 分號功能第 3項；

	 	四、		括號標示序次語或序號，見頁170-171括號

功能第 4項；

	 	五、		破折號標示列舉分承的項目，見頁 185 破折

號功能第 8項。

■	 應用須知

1	 	頓號用於兩個並列項目之間

以頓號並列的詞語，如只得兩個，可以改用“和”字連

接。試比較以下兩句：

（1）		香港大學、澳門大學合辦這個辯論比賽。

（2）		香港大學和澳門大學合辦這個辯論比賽。

句（1）以頓號分隔“香港大學”和“澳門大學”，這個停

頓較能突出兩所主辦機構；句（2）以“和”字取代頓號，句子

中間沒有停頓，全句較流暢，但相對而言，在書面上突出主辦

機構的效果較弱。這兩句的誦讀效果——音節強弱和句子節

奏——是不同的，不必強行判定優劣，實際運用時不妨保留一點

選擇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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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頓號用於三個或以上並列項目之間

如果有三個或以上並列項目，在最後兩個之間，可用頓

號，也可以用和字。試比較以下兩個句組：

（1）		a.		所謂“五育”，是指德、智、體、群、美。

	 	b.		所謂“五育”，是指德、智、體、群和美。

（2）		a.		小孩子最喜歡吃巧克力、冰琪琳、漢堡包。

	 	b.		小孩子最喜歡吃巧克力、冰琪琳和漢堡包。

兩個句組中的句 a 和句 b，都是“合法”的表達形式，節奏

則各有不同。讀者可把這兩組句子唸一遍作比較。一般而言，

第（1）組以句 a 較佳，在節奏上可以加強表達“五育並重”的

精神；句 b 在形式上和閱讀效果上，容易減弱“群”和“美”

（特別是“群”）的重要性。第（2）組則以句 b較自然，句 a稍

嫌生硬。然而，人人感覺不同，難以一概而論。這再次反映運

用標點符號有時是風格和選擇問題，不是對錯問題。

3	 	頓號用於分行排列的序次語和正文之間

分行排列的序次語和正文間的頓號，可以省去，代以留空

一個字的位置。例如上文“功能”第 3 項例（19）可以這樣表

達：

（1）		員工注意事項：

	 	一　工作時間內必須佩戴工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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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必須穿着整齊制服；

	 	三　在工作間內不可吸煙。

不過，採用常規句式時，序次語和正文之間必須用頓號，

不能留空一個字的位置。上文“功能”第 3 項例（20）不可以

這樣表達：

（2）		對方要求我們：一　停止生產該貨品，二　全面回收

該貨品，三　登報道歉。✗

4	 	頓號不宜用於較長並列項目之間

頓號用在並列詞和較短詞語之間，如果並列的詞語太長，

則應改用逗號。試比較以下三個句組：

（1）		a.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

丈夫。

	 	b.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

丈夫。✓

（2）		a.		他們憑着堅定不移的信念、迎難而上的勇氣、永不

言敗的決心，終於完成了任務。

	 	b.		他們憑着堅定不移的信念，迎難而上的勇氣，永不

言敗的決心，終於完成了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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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這項活動的宗旨是提高參賽者的國學常識、促進港

澳兩地大學師生的學術交流、承傳及發揚中國文化

的優良傳統。

	 	b.		這項活動的宗旨是提高參賽者的國學常識，促進港

澳兩地大學師生的學術交流，承傳及發揚中國文化

的優良傳統。✓

這三個句組中句子的並列項目由短至長排列。三組中句a並

列項目之間用頓號，句b則用逗號。三組均以句b為宜，這取決

於頓號的本質：頓號是句內點號中停頓時間最短的，由它分隔

的項目，通常是詞和較短的詞組，宜在四個音節或以下（參看

頁 64-66 頓號功能第 1項的例子）；不宜過長，否則就跟“停頓

最短”矛盾。不過“長短”是主觀概念，非絕對標準。因此並

列項目之間用頓號還是逗號，有“灰色地帶”。上文只提出基本

原則給讀者參考。

	 互參

•後文：		一、		逗號用於並列或遞加項目之間表示較長的停

頓，見頁 82-84 逗號功能第 2項；

	 	二、		恰當選用逗號和頓號，見頁 93-100 逗號應

用須知第 3項；

	 	三、		逗號用於遞增定語的並列項目之間，見頁

103-104 逗號應用須知第 6項；

	 	四、		在並列項目之間選用分號、逗號和頓號的原

則，見頁 127-130 分號應用須知第 7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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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頓號用於概數詞之間

在表示概數的詞之間，可以用頓號，也可以不用頓號。這

不是說概數詞之間的頓號全都可有可無。有時必須小心處理，

否則會引起歧義。試比較以下兩個句組：

（1）		a.		在會議過程中，有三四位議員憤然離開議事廳。

	 	b.		在會議過程中，有三、四位議員憤然離開議事廳。

上面兩句同表一個意思，以句 a 較佳。“三四位議員”跟

“三、四位議員”是同義表達。句 b“三”與“四”之間的頓號

不必要，應該刪去。在口語裏，這“三四”之間並沒有停頓。

但是，這並非絕對標準，請看以下一句：

（2）		在七八年後，這裏有天翻地覆的改變。

這個句子是甚麼意思呢？是甚麼時候出現“天翻地覆的改

變”呢？這個句子最少有以下兩個意思：

	 	a.		在七、八年後，這裏有天翻地覆的改變。

	 	b.		在一九七八年後，這裏有天翻地覆的改變。

句（2）是個歧義句，句中“七八年後”，可以理解為

“七、八年後”，也可以理解為“一九七八年後”。如要表達前

者的意思，則必須在“七八”之間加上頓號（句 a）；如要表達

後者的意思，則宜寫上完整年份“一九七八”（句b）。只有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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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充分協調配合，完全沒有可能產生歧義時，才可以寫上

“七八年後”。從上面兩個句組可見，概數詞之間一般不加頓

號，但在可能引起歧義時，就要加上頓號或用別的表達形式。

6	 	省寫形式不加頓號

為了簡潔方便，語言中有省稱省寫形式。例如把青年和少

年稱為（寫為）“青少年”，把中學小學稱為“中小學”，甚至把

人物外號如“大不良”、“小不良”合稱為“大小不良”。究竟

這些省稱省寫首兩詞之間，要不要加上頓號呢？請看以下三個

句組：

（1）		a.		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

	 	b.		青、少年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

（2）		a.		香港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壓力很大。✓

	 	b.		香港中、小學教師的工作壓力很大。✗

（3）		a.		這兩個搗蛋鬼，外號“大小不良”。✓

	 	b.		這兩個搗蛋鬼，外號“大、小不良”。✗

這類省稱形式，在口語中是連讀的，中間並沒有停頓；在

書寫時也不應加上頓號。

7	 	頓號用於標有引號或書名號的並列項目之間

簡短的並列成分如已標上引號或書名號，應否在這些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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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之間再加上頓號呢？請先看以下兩個例句：

（1）		我在書展買了《雙城記》《拜倫詩集》《非洲鼓速學》

《生活化學小百科》四本書。

（2）		我在書展買了《雙城記》、《拜倫詩集》、《非洲鼓速

學》、《生活化學小百科》四本書。

第（1）句並列項目之間沒有頓號，第（2）句並列項目之

間有頓號。理論上，書名號是“標號”，表明所標示項目的“性

質”，本身並不表示停頓。在句中表示停頓的是“點號”，頓號

就是表示停頓時間最短的點號。由此可見：第（1）句四個並列

成分之間其實並沒有語氣停頓的標誌；第（2）句則以頓號表示

語氣停頓。從這角度看，第（2）句比第（1）句更恰當。第

（1）句並列項目之間的“停頓”，其實是由前項的“後書名號”

和後項的“前書名號”之間的視覺間距間接引發的；並不是通

過具體有效的手段，即運用頓號，表達出來。下面以傳統書名

號（在書名下加浪線）表述第（1）句，以助說明問題：

（3）		我在書展買了雙城記拜倫詩集非洲鼓速學生活化學小

百科四本書。✗

從第（3）句可見“書名號”本身並不能表示停頓，第（3）

句必須在四本書之間補上頓號或在四本書之間“留白”，把書名

號斷開，才能清楚表達句子的語氣節奏和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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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並列項目本身已標上引號的情況，也可作如是觀。

以下是兩個例句：

（4）		中醫傳統藥膳“四臣湯”中的“四臣”，指“蓮

子”“芡實”“淮山”“茯苓”四種藥材。

（5）		中醫傳統藥膳“四臣湯”中的“四臣”，指“蓮子”、

“芡實”、“淮山”、“茯苓”四種藥材。

第（4）句中的引號，是“標號”，用於強調、突出所標示

的項目，它本身不表示停頓。第（4）句並列項目之間的“停

頓”，是由前項的“後引號”和後項的“前引號”之間的視覺間

距間接引發的；並不是通過具體有效的手段，即運用頓號，表

達出來。因此，第（5）句在所引四種藥材之間加上頓號，才是

更準確、更恰當的表述。

在此須特別指出：《新國標》第 4.5.3.5 節中說：

標有引號的並列成分之間、標有書名號的並列成

分之間通常不用頓號。

示例 1：			“日”“月”構成“明”字。

示例 2：		店裏掛着“顧客就是上帝”“質量就是生

命”等橫幅。

示例 3：			《紅樓夢》《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

傳》，是我國長篇小說的四大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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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國標》說的是內地“通常”的情況，並非“規定”。本

書對這種刪除頓號的做法有保留，故直接引錄《新國標》原

文，供讀者參考並自行判斷。《新國標》在同一節中又指出：

若有其他成分插在並列的引號之間或並列的書名

號之間（如引語或書名號之後還有括注），宜用頓號。

示例 4：		李白的“白髮三千丈”（《秋浦歌》）、“朝

如青絲暮成雪”（《將進酒》）都是膾炙人

口的詩句。

示例 5：		辦公室裏訂有《人民日報》（海外版）、

《光明日報》和《時代周刊》等報刊。

上述示例4和示例5其實都間接反映了並列引號和並列書名

號之間本來就應有頓號。總之，《新國標》並沒有指出標有引號

和書名號的並列項目之間不可以用頓號，只是說“通常不用頓

號”。“通常”是主觀判斷，讀者可按實際需要決定用不用頓

號。本書的立場是並列引號和並列書名號之間宜加上頓號，敬

請讀者留意。

	 互參

•後文：		並列書名號之間的點號運用，見頁 241 書名號應

用須知第 10 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