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援

香港增補字符集 HKSCS-2008 (+PUA)

ISO10646

Unicode

IICore

GB18030

Windows 10 & 8 ( 桌面模式 ) 32 / 64 bit

華康儷宋　DFPLiSong-Lt 

華康儷中宋　DFPLiSong-Md

華康儷粗宋　DFPLiSong-Bd

華康儷楷書　DFPLiKaiShu-Md

華康儷細黑　DFPLiHei-Lt

華康儷中黑 　DFPLiHei-Md

華康儷粗黑　DFPLiHei-Bd 

華康儷金黑　DFPLiKingHei-XB 

華康儷粗圓 　DFPLiYuan-Bd

華康儷特圓 　DFPLiYuan-XB

華康宋体W3-A 　DF Son g W3 - A

華康儷宋-GB5　DFPLiSong-Lt-GB5

華康雅宋體　DFPYeaSong-B5

華康繁簡靚字華康繁簡靚字華康繁簡靚字華康繁簡靚字

完整支援 HKSCS-2008 支援 HKSCS-2008 支援 IICore

廣東話拼音 (快思)

電碼

漢語拼音 (快思)

快速倉頡

實 用中 文輸 入法實 用中 文輸 入法實 用中 文輸 入法實 用中 文輸 入法

倉頡輸入法倉頡輸入法
練習程式練習程式
倉頡輸入法
練習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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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不同的廣東拼音

方法，兼學倉頡拆碼

漢語拼音

廣東話拼音

以漢語拼音直接輸

入，兼學倉頡拆碼

倉頡首碼+

Z 鍵+ 尾碼

速成輸入

可用香港身份證姓名

電碼輸入中文

電碼 快速倉頡

採用一字一碼方式編碼，無需轉換

輸入法便可輸入中文及各種符號

簡體

簡體字庫

GB 字型可以顯示及

列印 GB 碼文件

GB5 字型可將繁體文字
內容轉換為簡體字

繁簡體文件處理

自動配備相同風格英文字型

華康 Proportional華康 Proportional華康 Proportional

華康 Proportional華康 Proportional華康 Proportional

倉頡首二碼+

尾碼

倉頡 3 碼輸入

標準倉頡拆碼

倉頡

系統需求

作業系統

主機及記憶體

光碟機

硬碟機

支援新舊版本
香港外字標準

支援 IICORE

相關之註冊商標、文字圖案皆為所屬公司所有

ISO ISO 
1064610646

ISO 
10646

GCCSGCCSGCCS BIG 5BIG 5BIG 5

HKSCSHKSCSHKSCS

倉頡首碼+ / 鍵 +

漢語拼音第一個字母

漢語拼音

+倉頡輸入

倉頡首碼+ / 鍵 +

廣東拼音第一個字母

廣東話拼音
+倉頡輸入

4

3

1 2

經 銷 商

香港增補字符集 

HKSCS 有兩套編碼方

案，一套適用 ISO 10646 

國際編碼標準平台，另一套

適用於大五碼系統，「香港靚字

集 10 」的中文字符已包括以上兩套

編碼方案在內；除了支援 HKSCS 規格以外，更

同時支援舊版 GCCS 規格，確保用戶新舊文件都不會缺字。

國際標準 International Ideographs 

Core  (IICORE)  表意文字子集包含 

9,810  個字符。適合用於記憶體容

量、輸入 / 輸出能力有限的設備。

「香港靚字集 10 」方便電腦用戶

與小型通訊裝置交換訊息。

簡體字型幫助用戶將文件檔案進

行繁簡轉換，沒有簡體字碼的位

置會以繁體字自動填上，解決中

港兩地文件往來的問題。從內地

送來的 GB 碼文件檔，亦可利用

簡體字型在 Unicode 與 Big-5 視

窗環境下即時閱讀及列印。

「香港靚字集 10 」所有字型都附

有風格完全對應的英文字型，並有 

Proportional spacing 調和字格式，

可做出最佳的中英文字混排效果。

廣東話拼音及漢語拼音有多達五種輸入方式，隨想隨用，毋須按鍵轉換；可與相關字詞配合使用。

從無須學習的拼音輸入逐步提昇到速度最快的倉頡輸入法，越用越快。

支援 ISO 10646 / Unicode 3.0 / HKSCS-2008，可同時輸入繁簡字。

多 種隨 想 式多 種隨 想 式多 種隨 想 式多 種隨 想 式

中文 輸入 法中文 輸入 法中文 輸入 法中文 輸入 法

12 套英文視窗用字型　　

  1 套 GB18030 編碼字型

12 套中文視窗用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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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Windows 10 & 8 ( 桌面模式 ) 
　 / 7 / Vista / 2003 / XP / 2000 / NT / Me 
　 / 98      

：與使用的作業系統之要求相同

：支援上述作業系統之光碟機

：每套字約佔硬碟空間 4 – 28 MB

套 華 康繁 簡中 文靚 字套 華 康繁 簡中 文靚 字套 華 康繁 簡中 文靚 字套 華 康繁 簡中 文靚 字25252525

地址：、、、

人名：、、、 俗語：、、、

食品：、、、

香港常用字範例

窗窗窗 窗

黃 黃
寫法符合香港需求
香港有頗多中文字與現有的電腦中文字寫

法不盡相同，華康為了充份照顧香港用戶的需

要，將所有字型修訂至符合香港常用的書寫方式寫。

九龍長沙灣永康街 63 號 Global Gateway Tower 1009 室 Tel : 2380 5351 　 Fax : 2397 3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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