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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精要 

臺灣客家語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體設計 

駱嘉鵬* 

摘  要 

客語拼音和用字是客語教學的核心課題。本計畫主持人曾於 2012 年設計閩客語

字音字形測試軟體，無償提供教育部舉辦全國語文競賽之字音字形項目命題參考，並

公告於個人網站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央輔導團，以備各界自由下載。 

由於近年以來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音讀用字略有修訂，且新增「南

四縣」為臺灣客家語第六腔，上列軟題對饒平和詔安腔去聲調之歸類亦不合於教育部

定義，因擬重新設計客語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體，以輔助各界客語學習者熟習臺灣客

語各腔音讀和用字。 

本計畫共計執行一年，設計軟體達成以下目標： 

1.題庫包含最新版《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六腔所有複音詞詞目音讀。 

2.各腔出題範圍可做右列選擇：所有詞目、排除諺語之所有詞目、六腔共用詞素

以及非六腔共用詞素。 

3.出題時可依使用者需求設定特定音韻條件，各項條件並可任意組合。所設條件

若相互齟齬，並將加註提示語，附帶加強使用者相關音韻知識。 

本研究所開發的款體，可以提供各界學習者隨時進行客語字音字形的練習，達到

熟能生巧的功效，並積極促進客語拼音和用字的標準化。各級競賽主辦單位透過本軟

體的協助出題，可以避免試題重出，乃至人工手誤；透過特殊條件的篩選，可以適度

調整試卷的音韻涵蓋層面和分配比例，提升試題質量。 

 

關鍵字：客語拼音、客語用字、應用軟體 

                                                         
*駱嘉鵬、國立臺中教育大學、flybird601028@gmail.com、0910-29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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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客語拼音和用字是客語教學的核心課題。本計畫主持人曾於 2012 年設計閩客語

字音字形測試軟體，無償提供教育部舉辦全國語文競賽之字音字形項目命題參考，並

公告於個人網站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中央輔導團，以備各界自由下載。 

由於近年以來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以下簡稱《臺客典》) 音讀用字

略有修訂，且新增「南四縣」為臺灣客家語第六腔，上列軟題對饒平和詔安腔去聲調

之歸類亦不合於教育部定義，因擬重新設計客語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體，以輔助各界

客語學習者熟習臺灣客語各腔音讀和用字。 

本計畫共計執行一年，設計軟體達成以下目標： 

一、輔助客語字音字形之學習 

本軟體希望提供客語學習者以下協助： 

（１）方便掌握客語字音、字形資訊。 

（２）方便自行產生練習題目，自我測試。 

（３）方便查核填答錯誤所在。 

（４）方便循序熟習各種音韻類型的發音與拼音符號。 

二、輔助客語字音字形測試之命題 

就客語字音字形測試之命題作業而言，本軟體可提供下列輔助： 

（１）直接選取資料庫語料，自動出題，可避免人工手誤。 

（２）透過特殊檔案設計與程式管控，可避免同份試題中字音類型重複。 

（３）分次篩選各種音韻類型，可輔助調配其組合比率。 

（４）出題後即可保存標準答案。 

三、促進電腦輔助教學技術之交流 

本軟體採用通用的 Excel 軟體進行設計，Visual Basic 的巨集程式開放原始碼，筆

者並逐行加註，以備各界參考。加上本文的重點說明，應可提供同道切磋琢磨、技術

交流的效益。 

貳、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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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之執行概況 

本計畫以主持人先前獨力設計的臺灣閩南語及客家語各式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體

為藍本，依據現行標準新增「南四縣」腔，修正饒平及詔安腔「陽去」調類名稱及調

類，並依據《臺客典》語料，更新軟體資料庫，重新設計「臺灣客家語字音字形測試

練習軟體」。 
本研究首先下載教育部《臺客典》新版本內容，採用本計畫的研究方法，建立各

腔調字音用例彙總表，並詳細分析各音節的音韻屬性，以作為設定出題條件之判斷依

據。再利用 Excel 的樞紐分析表功能，歸納六大腔調聲韻調類組合條件限制，以便使

用者輸入錯誤組合條件時，適切提出修正意見，藉以附帶提升使用者對於客語音韻系

統的認識。最後再以 Excel 搭配 Visual Basic 軟體設計巨集程式，提供出題、評分及解

答功能。 
本軟體依計畫如期完成，使用者可依參考文獻所列網址下載語料，善加活用。 

二、預算支用情形 

感謝客委會提供研究經費，在有限的資源之下，本計畫妥善運用原先編列的人事

費 (計畫主持人工作費、兼任助理費用) 以及其他經費。由於本計畫處理資料龐雜，需

要進行較多的列印校對作業，因此影印、印刷等費用原本預期花費較多。惟因助理勞

健保費的必要開支，相對壓縮整體經費，因此僅能樽節開支，減少列印紙本資料。在

妥善規畫之下，所有支出額度皆在預先控管的範圍之內，發揮其最大效用。 

參、檢討與建議 

一、成果效益 

本軟體完全依據《臺客典》語料，設計臺灣客語六大腔調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

體，對於客語標準用字的推廣和音讀的傳承，具有實際有力的促進效用。語言和文字

是文學與文化的根基，因此，善用本軟體的功能勤加練習，對於客家語言文化的傳

承，自亦可以預期其功效。 
對於漸趨衰微的臺灣客語而言，字音字形知識的累積，並非一蹴可幾。本軟體提

供各式出題條件的選擇，可以讓使用者依據學習進程，適切產生各類試題，循序漸

進，不僅可以穩紮穩打，日趨熟練；並可減輕因挫折而產生的心理負擔，進而提高學

習興趣。 

二、與原訂計畫之落差及原因分析 

由於主持人具有相關軟體設計經驗，本專案依原訂計畫執行，並未產生落差。惟

本軟體仍有值得精進之處，如：單音節詞試題的補充、試題難易度的調配與設定、使



 4 

用者測試歷程紀錄及其應用、音韻條件設定的複選功能及測試時間的調控等，參見下

文說明。 

三、建議事項 

關於本計畫的後續研究方向，謹提出以下構想：  

（１）單音節詞試題的補充 

單音節詞用字未必僅有一音，因此字音字形比賽命題，對於單音節詞，即須另造

詞組或短句，以使題旨明確。本軟體限於時間、人力與個人客語能力，勢難補足所有

單音節詞試題。惟此類字詞，仍多屬客語常用詞，其重要性自亦不容忽視。此類試題

僅能以待來日再行補充。 

（２）區別詞彙音讀難易度 

本軟體出題範圍包括《臺客典》所有複音詞條和俗諺，雖名為常用詞辭典，其實

各詞仍有難易之別。對各學齡和各族群學習者而言，若能增列試題難易選項，據以出

題，即可循序漸進，日趨純熟。惟客語詞彙難易度的區分，目前尚無公開成果，筆者

亦力有未逮，僅能期待日後再作精進。 

（３）使用者測試歷程紀錄及其應用 

透過本軟體資料庫的整理和程式流程的控制，本系統每次出題皆可隨機挑選各類

字音用例，且能避免單份試題之中字音重出的問題，大量省卻人工出題時的檢核程

序。惟在每次測試之後，並未將出題內容和作答結果列入紀錄。使用者雖可分類逐步

測試，以掌握所有字音；惟若能進一步將使用者所犯錯誤列入紀錄，以作為後續加強

重點，則其實用成效，勢必能再提高。 

（４）音韻條件設定的複選功能 

本測試練習軟體除隨機抽取語料庫任何字音進行出題之外，使用者可根據學習進

程，分類設定各項音韻條件以集中練習特定音類，例如：僅測試「b」聲母或「雙唇

音」聲母；抑或練習易滋困擾的音類，例如：僅測試「鼻尾韻母」或「塞尾韻母」。

惟目前各項音韻條件除完全不限之外，僅能各選一類；若修正為可讓使用者自由複

選、任意搭配，將可更加提升其效用，例如：同時選取第 4 和第 8 聲，混合出題，以

測試此兩聲調的辨識能力。 

（５）測試時間的調控 

本軟體在使用者完成作答並點按「評分」紐後，即可評分，並對未答和誤答各

題，列示正確答案。作為使用者自我測試練習之用，作答時間並非重點，因此並未加

以限定。惟若欲進而作為測驗或比賽之用，則應略加修改，僅提供使用者在時限之內

作答，並據以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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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本專案研究，係依據主持人多年前設計的臺灣閩客語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體加以

擴充和修正。其主要內涵，係採用《臺客典》六腔所有複音詞和俗諺語作為軟體命題

基礎語料，提供使用者自行設定測試題數、使用腔調、測試範圍、測試題型、標調方

式和解答模式。並可依據聲母、韻母、調類、發音部位、發音方式、聲母清濁、送氣

方式、韻頭四呼和韻部陰陽設定出題條件，隨機出題，以備使用者上機作答。作答完

成後，點擊「評分」紐，即可評分並加以解答。 

透過本軟體的運用，可讓客語學習者循序漸進，分類熟習客語字音字形。命題人

員透過本軟體輔助，可以適度搭配各聲韻調類，並可避免試題重出，以及人工手誤等

疏失。本軟體程式開放原始碼，並逐行加註，對軟體設計同道，提供交流切磋的實

例，對電腦軟體在教學研究方面的應用技術交流，自亦有其實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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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成果全文 

一、研究目的 

教育部為推展本土語文，自 2002 年起，即編組閩客語常用詞辭典編輯團隊，分

別動員國內數十名專家學者，耗時 6 年，終於完成兩部網路辭典試用版公告上線。此

後迭經修正，目前亦皆已完成正式版，以供各界使用。閩客語辭典使用人次皆已達數

千萬，國內各本土語文教材，亦皆採用其為統一音標和用字標準，足見其重要性。 

漢語各大方言的特點，主要表現在語音和詞彙方面；至於語法方面的差別，雖其

重要性亦不容忽視，惟其類型的差異，則相對較為單純。因此，掌握方言的字音字

形，實為使用該語言的基礎能力。 

本計畫主持人曾於 2012 年設計閩客語字音字形測試軟體，無償提供教育部舉辦

全國語文競賽之字音字形項目命題參考，並公告於個人網站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中央輔導團，以備各界自由下載。 

由於近年以來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音讀用字略有修訂，且新增「南

四縣」為臺灣客家語第六腔，上列軟題對饒平和詔安腔去聲調之歸類亦不合於教育部

定義，因擬重新設計客語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體，以輔助各界客語學習者熟習臺灣客

語各腔音讀和用字。 

本計畫共計執行一年，設計軟體達成以下目標： 

1.題庫包含最新版《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六腔所有複音詞詞目音讀。 

2.各腔出題範圍可做右列選擇：所有詞目、排除諺語之所有詞目、六腔共用詞素

以及非六腔共用詞素。 

3.出題時可依使用者需求設定特定音韻條件，各項條件並可任意組合。所設條件

若相互齟齬，並將加註提示語，附帶加強使用者相關音韻知識。 

本研究所開發的款體，可以提供各界學習者隨時進行客語字音字形的練習，達到

熟能生巧的功效，並積極促進客語拼音和用字的標準化。各級競賽主辦單位透過本軟

體的協助出題，可以避免試題重出，乃至人工手誤；透過特殊條件的篩選，可以適度

調整試卷的音韻涵蓋層面和分配比例，提升試題質量。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所設計的軟體，除可根據《臺客典》詞目音讀語料隨機出題以備使用者應

答，在作答完成之後即時評分並列示正確答案之外，為加強使用者的客語相關音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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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特別提供音韻條件檢核功能。當使用者所設定的音韻條件違反該語言的音韻組合

限制時，隨即明示其所違反之限制，以待使用者修正。至於各腔音韻組合限制的結

論，主要得力於下列三種研究方法： 

（１）歸納法 

「歸納法」係由一系列特殊或具體的事例中，推求出普遍性原則的推理方

法。例如各腔調的音韻系統，包括那些聲韻調類，即是根據《臺客典》所有字

音歸納而得。 
歸納推理的前提可以支持結論，但不能確保結論。例如擬聲詞和擬態詞，

往往會出現在極為罕用的邊際韻，若該詞素音讀適巧並未收錄，並不能據以斷

定該腔調無此音讀。惟就實用角度而言，以《臺客典》所收字音作為立論前

提，則亦能掌握各腔調大體樣貌。 

（２）辨音特徵分析法 

漢語各單一方言，音節類型皆以千計；逐一列舉，勢必即其繁瑣。所幸各

音節間的關係，皆非孤立現象。透過聲韻調類的分析，乃至更進一步的發音部

位、發音方式、清濁和送氣屬性，以及韻頭、韻腹、韻尾……等分析，雖看似

繁瑣，其實更能簡化音韻的類型，並方便理解自然音群，乃至解釋相關音理。 

（３）樞紐分析法 

對於資料庫內部重複出現的語料，可以使用 Excel 樞紐分析表的功能加以

歸併處理。對於各聲韻調類組合條件的限制，亦可使用樞紐分析表而輕易加以

判讀。根據樞紐分析表所獲得的這些音韻節和條件限制特性，即可在使用者設

定出題條件時加以查核，並適時提醒使用者加以關注和修正。 

三、研究工具 

本軟體製作過程，皆使用 Microsoft Excel 為工具，最後並使用期內建 visual 
basic 軟體進行巨集程式設計。在本練習檔中所使用的 Excel 工具，則以表單、資

料清單、資料表、公式和巨集程式為主。分述如下： 

（１）表單 

本軟體操作畫面如圖 1，係直接在 Excel 資料表上規畫表單。其中包括以下四

個區塊： 
A.功能按紐區：包含「出題」與「評分」按紐，在「試題」工作表 B1:C1 格。 
B.試題區：包含「題號、題目、填答、答案」四欄，在 A：D 欄第 2 列以下。 
C.條件設定區：包含「練習題數、腔調、次方言區、題型、標調方式、解答模

式」及「聲母、韻母、調類、發音部位、發音方式、聲母清濁、送氣方

式、韻頭四呼、韻部陰陽」等音韻條件設定選單，在 F1:G16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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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音韻檢核提示區：在條件設定區下方(F18:G19 格)，用以顯示設定條件之衝

突類型。 

 
圖 1 軟體操作畫面 

（２）資料清單 

對於各聲母、韻母、發音部位、發音方式、韻部陰陽項目中包含的類別，分

別建立資料清單，以便做為設定各項測試條件的選項之依據。此外，各聲母歸屬

的發音部位、發音方式、清濁及送氣屬性，各韻母歸屬的韻呼和韻部陰陽屬性，

以及各腔調分區的調型、調值和調類對照表的建立，則可做為測試條件檢核判斷

和聲調標示方式轉換的依據。 

（３）資料表 

A.各腔調詞彙音讀表 
將各腔調中所有詞彙及音讀依序存入資料表，以便根據所抽中之詞彙出處代

碼提取該詞彙及注音，做為試題與答案之依據，如表 1： 
表 1 詞彙音讀表 

四縣詞彙 四縣音標 

光線 gong1 xie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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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溪 ho5 hai1 

天河 tien1 ho5 

B.各腔調字音出處索引表 
將各腔調各詞彙音讀逐字拆解之後，再將同字同音之資訊歸併為一筆，並以

代碼標註該字音在該腔詞彙音讀表中的紀錄位置，如表 2： 
表 2 字音出處索引表 

字

1 
音 1 索引 1 字 2 音 2 索引 2 

一 id4 a10221a10239a10240a10241 
…… 

一 id4 a10052a10053a10059a10074 
…… 

…… 

歸併字音的作用，在於快速計算該腔字音總數，並可避免在單份試題內抽中

重複字音。出處代碼的功能在於提示該字音在該腔詞彙表出現的次數和位置，以

便隨機挑選一筆，並根據代碼直接指向該筆詞彙，快速讀取資料。 
C.使用者參考資料表 
除程式參考的各種資料表外，本軟體亦提供下列各資料表以備使用者參考： 
a.聲母屬性表：包括各聲母發音部位、發音方式、清濁及送氣屬性，如表 3： 

表 3 聲母屬性表 
聲母 發音部位 發音方式 清濁 送氣方式 

b 雙唇音 塞音 清音 不送氣 
bb 雙唇音 塞音 濁音 不送氣 
c 舌尖前音 塞擦音 清音 送氣 

…… 
b.韻母屬性表：包括各韻母之韻呼和韻部陰陽屬性，如表 4： 

表 4 韻母屬性表 
韻母 韻頭四呼 韻部陰陽 

a 開口 開尾韻 
ab 開口 塞尾韻 
ad 開口 塞尾韻 

…… 
c.各腔聲調對照表：各腔各次方言區調型、調值與調類對照表，如表 5： 

表 5 聲調對照表 
腔調 標調 1 陰平 2 上聲 3 陰去 4 陰入 5 陽平 7 陽去 8 陽入 9 

1 四縣 調型 ˊ ˋ (空白) ˋ ˇ  (空白)  
1 四縣 調值 24 31 55 2 11  5  

d.相關連結資料表：與客語字音字形相關的軟體套件和網站連結，如表 6： 
表 6 相關連結資料表 

區分 連結 
字形 新細明體擴充字集套件 
字形 烏衣行+: 台灣楷體、台灣宋體   

http://140.111.56.95/hanji/PMingLiU%20Update%20Pack.msi
http://tw.search.yahoo.com/r/_ylt=A8tUwYdm6V9QbzgAnjVr1gt.;_ylu=X3oDMTE1NWsxbGFqBHNlYwNzcgRwb3MDMwRjb2xvA3R3MQR2dGlkA1RXQzA3NV8zNjI-/SIG=12edmbhh5/EXP=1348491750/**http%3a/wesingkasu.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12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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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 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漢字選用原則  
字形 臺灣客家語推薦用字(第 1 批) 
字形 臺灣客家語推薦用字(第 2 批) 
字音 客家語拼音方案  
認證 哈客網路學院「客語能力認證資訊區」 
輸入 臺灣客家語拼音輸入法 
辭典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e.使用說明簡表：各項測試條件的簡要說明，如表 7： 
表 7 使用說明簡表 

 

（４）公式 

在語料整理階段，不論是誤置欄位的修正、字音與字形的媒合、多音字標示

格式的統一和「詞彙音讀表」以及「字音出處索引表」的建立，皆交替使用公式

與排序、資料剖析等 Excel 內部功能來完成。至於本練習檔中的公式，主要運用在

以下兩方面： 
A.各類音韻組合條件限制的判斷：此類判斷隱藏在工作表中，而不逐項顯示其

判斷結果。 
B.音韻組合條件錯誤訊息的提示：僅在設定條件有衝突時顯示，且僅顯示一種

錯誤，待該項錯誤修正後再視實情顯示其他錯誤。 

（５）巨集程式 

本軟體程式，包含以下三個巨集模組： 
A.出題模組：執行隨機抽選字音、字音屬性分析與條件檢核、抽選詞彙音讀、

列示題目、儲存並隱藏答案等功能。 
B.評分模組：執行各題得分判斷、未得分各題答案列示及總得分列示等功能。 
C.畫面格式設定模組：在出題與評分之後，執行對詞彙與音讀字型的設定和欄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MANDR/hkwords_principle.pdf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MANDR/hakka-words.pdf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M0001/hakka_words-2nd_all.pdf
http://www.edu.tw/mandr/bulletin.aspx?bulletin_sn=9568&pages=0&site_content_sn=3352
http://elearning.hakka.gov.tw/Kaga/Kaga_QDYoung.aspx
http://www.edu.tw/files/download/MANDR/moe_hkim_download.pdf
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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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調整的功能。 

四、設計理念 

（１）條件設定 

為因應不同需求，本軟體提供多項測試條件的設定功能。其中「練習題數」

決定出題數量，「腔調」與「次方言區」決定出題腔調，「題型」、「標調方式」與

「解答模式」決定出題與解答形式，「聲母、韻母、調類、發音部位、發音方式、

聲母清濁、送氣方式、韻頭四呼、韻部陰陽」等音韻條件，則決定選題標準。 
A.練習題數 

使用者可依照需求，自行設定每份試題的練習題數。若本設定值大於符合其

他所有測試條件之該腔字音類型總數，則可列出該所有字音題型。例如：「四縣」

腔「b」聲母在本語料庫中共有 140 種字音(同字同音歸為 1 種)，則當設定測試條

件為「四縣」腔「b」聲母，且練習題數大於 140 時，則將就該 140 種字音，每種

各出 1 題。 
B.腔調選擇 

在「腔調」項設定臺灣客語五大腔調；若欲測試六堆、美濃或卓蘭腔，則在

「次方言區」項進行設定。 
C.測試題型 

測試題型若選「字音」，將以漢字為題，測試關鍵字之注音；若選「字形」，

則以注音為題，測試關鍵字音之漢字。 
D.標調方式 

本軟體可選擇以調型、調值或調類做為標示聲調的方式。選定之標調方式將

做為命題與評分之依據；故在測試字音時，亦應依照所選標調方式作答。 
E.解答模式 

解答模式可選擇「關鍵音字」或「完整音字」。前者在評分時，對於答錯各題

將列示該題所有音字，後者則僅列示關鍵音字。例如答錯「風『飛』沙」之注音

時，前者將列示答案為「fungˊ 『biˊ』 saˊ」，後者則僅列示「biˊ」。 
F.音韻條件 

可自行限定測試字音的音韻條件，包括聲母、韻母、聲調類型。就聲母而

言，亦可設定發音部位、發音方式、清濁或送氣屬性；就韻母而言，亦可設定韻

呼或韻部陰陽入屬性。以上各項可就該項所有類型指定其中一種，如「聲母」為

「l」或發音部位為「雙唇音」；若該項不做限定，則可點選「不限」類型。 
音韻條件之設定，對拼音教學而言，有助於教師講述各類拼音之後，引導學

生循序分類練習；在製作試題時，亦可據此設定字音屬性，以便調配各類字音數

量。至於不諳各類屬性意義之學習者自行練習時，則可不限任何音韻條件，完全

由本軟體隨機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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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出題原則 

A.符合所有音韻條件 
軟體將按照使用者設定之所有條件做為選題依據，資料庫中不符所選腔調及

音韻條件之紀錄，皆不列入出題範圍。 
B.每份試題隨機抽選字音，各筆字音皆不重複 

就符合條件之所有字音而言，每份試題所選各題字音皆不重複，重新出題則

不迴避與歷次題目之重複。例如：每份試題抽中「下」字音「ha1」者至多僅有 1 
題。 

C.每一字音隨機抽選詞目 
就選中之字音，再從該字音在語料庫所有出處中隨機抽選詞彙，因此歷次抽

選該字音之詞彙未必相同。例如每份試題「下」字音「ha1」者所出示之詞彙未必

相同。若經多次練習，即可增加該字音用例的知識。 

（３）防訛機制 

為方便操作並減少失誤，本軟體測試條件設定功能盡可能以選單代替文字輸

入，並對選擇或輸入值做進一步查核或校正；若有扞格，即提醒使用者修正。茲

分述如下： 
A.清單候選 

除「練習題數」直接輸入數值外，其餘各項測試條件皆可由清單選取，而無

需按鍵輸入。若使用者鍵入值不在清單表列項目之中，則將提示錯誤訊息，以防

止誤植，並可避免無謂的後續處理作業。 
B.練習題數檢核 

若使用者輸入之「練習題數」大於符合所有條件之該腔字音類型數量，則將

自動修正為該數量，以避免耗時在搜尋實不存在的其餘字音。 
C.次方言區代碼檢核 

四縣腔分別以代碼 1, 2, 3 區分北四縣、六堆與美濃，饒平腔分別以 1, 2 區分

新竹與卓蘭。若「腔調」選「饒平」而「次方言區」選 3，或非上述二腔而「次方

言區」選 2 或 3，則將「次方言區」代碼自動修正為 1。 
D.測試條件檢核 

根據普通語言學原理與系統語料歸納結果，若所設定各項條件互不相容，則

在設定之時即給予提示。如此既可提醒使用者修正，進而了解音韻結合限制的事

實，亦可避免出題階段耗時搜尋而徒勞無功。 
E.資料隱藏 

專為程式設計而儲存的資訊，使用者無需明瞭細節。例如：詞彙音讀表、字

音出處索引表、各式音類清單與條件檢核公式，以及出題之後的標準答案，本檔

案皆設為隱藏屬性，既可避免干擾使用者操作，更可防止被誤改而出錯的可能。 

五、研究之步驟與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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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語料處理及程式設計主要程序如下： 

（１）下載詞目音讀資料表 

首先下載《臺客典》各腔詞目音讀資料表，如下表 8： 
表 8 各腔詞目音讀表 

詞目 四縣音 海陸音 大埔音 饒平音 詔安音 南四縣音 
阿爸 a24 ba24 a33 ba53 a33 ba33 a11 ba11 

 
a24 ba24 

阿伯 a24 bag2 a33 bag5 a33 bag21 a11 bag2 a11 ba24 a24 bag2 
阿斗 a24 deu31 a33 deu24 a33 deu31 a11 deu53 a11 deu31 o24 deu31 
阿哥 a24 go24 a33 go53 a33 go33 a11 go55 a11 goo11 a24 go24 
阿姑 a24 gu24 a33 gu53 a33 gu33 a11 gu11 a11 gu11 a24 gu24 
阿公 a24 gung24 a33 gung53 a33 gung33 a11 gung55 a11 gung11 a24 gung24 

（２）將各腔調值轉為調類 

將表 8 各腔調值轉為調類標示，如下表 9： 
表 9 各腔詞目音讀調類表 

詞目 四縣音 海陸音 大埔音 饒平音 詔安音 南四縣音 
阿爸 a1 ba1 a7 ba1 a1 ba1 a1 ba1 

 
a1 ba1 

阿伯 a1 bag4 a7 bag4 a1 bag4 a1 bag4 a1 ba4 a1 bag4 
阿斗 a1 deu2 a7 deu2 a1 deu2 a1 deu2 a1 deu2 o1 deu2 
阿哥 a1 go1 a7 go1 a1 go1 a1 go1 a1 goo1 a1 go1 
阿姑 a1 gu1 a7 gu1 a1 gu1 a1 gu1 a1 gu1 a1 gu1 
阿公 a1 gung1 a7 gung1 a1 gung1 a1 gung1 a1 gung1 a1 gung1 

（３）各腔音字媒合 

將表 9 各腔各字、各音節逐一拆解，並進行音字媒合 1，以四縣腔為例，如下

表 10： 
表 10 音字媒合資料表 

詞目 四縣音 字 音 
阿爸 a1 ba1 阿 a1 
阿爸 a1 ba1 爸 ba1 
阿伯 a1 bag4 阿 a1 
阿伯 a1 bag4 伯 bag4 

（４）建立各腔音字出處索引表 

將表 9 各腔各字、各音節逐一拆解，並進行音字媒合，完成音字媒合作業

後，即可產生各腔各字音及其詞彙出處關係表。為提升處理效能，並避免各次出

題內部字音重複，本練習檔進而將同字同音之紀錄排比在一起，再依序以代碼串

                                                         
1 關於音字媒合處理細節，參見駱嘉鵬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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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其在詞彙音讀表中的出處訊息。 
出處索引編碼以 6 碼為一組依序串連。其中第一碼表示該字音在該詞彙音讀

表之位置，若該詞中之該字無異讀，可由字串比對函數計算得知，即標為「a」，
否則依英文字母順序標示其在該詞中之位置；第 2 至 6 碼數值則代表該字音在詞

彙音讀表中的紀錄編號 2。例如表 11： 
表 11 四縣腔字音出處索引表 

字 音 出處索引 
一 id4 a10221a10239a10240a10241a10242a10243a10244a10289a10290a10326 

…… 

上表意指四縣腔「一」字讀「id4」，見於該腔詞彙音讀表「a10221、a10239、
a10240……」等位置，亦即第 221 筆「一晝邊」、第 239 筆「一日到暗」、第 240 
筆「一年透天」……各筆之中；又如大埔腔「三」字讀「sam9」之出處索引編碼

「b14536」，意即該字音見於該腔詞彙音讀表第 4,536 筆「三三 sam1 sam9」之第 2 
字。 

（５）音節剖析 

A.音節拆解 
為掌握各腔音韻系統，對於各筆單字音，進一步分析其聲母、韻母與聲調。

分析程序如下： 
a.將音節右端調類填入調類欄，音節去除調類之後歸為聲韻。 
b.若聲韻中不含母音，則依次檢視音節右端，是否為「ng、n、m」，若是則定

為其韻母，聲韻去除韻母之後歸為聲母。 
c.若聲韻中包含母音，則定第一個母音之前者為聲母，其餘即為韻母。 
d.將聲母與韻母分別填入對應欄位。 

B.辨音徵性分析 
由於音韻的結合經常受制於音段的發音特性，為瞭解各腔音韻結合限制，本

軟體進一步分析各筆字音的辨音徵性，將聲母的發音部位、發音方式、清濁和送

氣徵性，以及韻母的四呼和陰陽屬性，分別填入資料表相應欄位，以便後續統計

分析。 

（６）樞紐分析 

經過上述各節的分析處理之後，即可進一步運用 Excel 的「樞紐分析表」功

能，分析各腔調的音韻類別及其結合限制，進而做為條件檢核公式設定的依據。

各式樞紐分析表在公式設定時的應用，請參見下文說明。 

（７）公式設定 

                                                         
2 為使編碼長度統一，故將詞彙音讀表實際紀錄編號各加上 10,000，如「a10221」表示該字音出現在該

腔詞彙音讀表第 221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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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語料整理工作之目的，主要在於產生各式樞紐分析表以及各腔詞彙音讀

表與字音出處索引表。樞紐分析表對本研究之功用，則在於釐清各腔調音類系統

和各類音韻缺罅，並據以建立公式，以備檢核使用者設定之測試條件是否有所衝

突；詞彙音讀表和字音出處索引表則做為出題和評分之依據。前者在練習檔中僅

存入公式而不存入樞紐分析表，後者則以隱藏形式存入完整資料表。 
在語料整理階段，即經常使用公式處理問題。例如：以「&」運算子串接資料

內容，以「lookup」函數讀取聲母屬性和韻母屬性存入字音分析表……等。本節僅

就練習檔中使用之公式加以說明，而不論述語料整理階段之公式設定。 
須先說明的是，本節所列各統計數字，係根據認證語料轉檔再加上前述各項

分析處理之後歸納的結果，受限於語料內容，未必能代表臺灣客語五大腔調音韻

的全貌。條件檢核公式的設定，又以本節統計數據為參考依據，加以演繹而得，

自亦受此侷限。 
A.條件檢核 

本練習檔根據各項測試條件的可能組合進行分析，並據以設定檢核公式。檢

核的目的，在於當察覺組合條件之間有所衝突時，立即主動提醒使用者加以注

意；一方面可以達到揭示該腔特性的輔助教學效果，另一方面則可避免後續出題

作業的徒勞無功。 
測試條件的衝突，包括聲韻類別與其設定的聲韻屬性不合，音韻類別溢出該

腔音韻系統之外，抑或音類組合屬於該腔音韻缺罅等類型。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a.音類屬性 
(i) 聲母屬性 
凡聲母確定者，則其發音部位、發音方式、清濁與送氣屬性必隨之確定。因

此，若已設定聲母類別，則其聲母屬性若有設定，必須與聲母屬性表吻合。例

如：設定測試聲母為「m」，而發音部位為「喉音」，即可直接判定無該類字音。 
(ii) 韻母屬性 
凡韻母確定者，則其韻呼與韻部陰陽屬性亦必隨之確定。因此，若已設定韻

母類別，則其韻母屬性若有設定，必須與韻母屬性表吻合。例如：設定測試韻母

為「iam」，而其韻呼為「開口」，即可斷定無該類字音。 
b.音韻系統 
臺灣客語六大腔調的聲韻調系統雖大體相近，但仍有些許差異。若所設定

的聲韻調類或聲韻屬性為該腔所缺，即可斷定無該類字音。例如：四縣腔無 zh, 
ch, sh, rh 聲母，海陸腔無 ainn, ann, eeb……等韻母，第9調僅見於大埔腔等。 

c.音韻缺罅 
音韻缺罅包括系統性缺罅與偶然缺罅3，本練習檔檢核的重點在於提示系統缺

罅，偶然缺罅則在選題階段再逐筆濾除。例如：臺灣客語六大腔調之雙唇音與舌

根音之發音方式僅有塞音與鼻音，舌尖前音與舌面音僅有清音，凡有違此類歸納

結果之條件設定，均將立即提示，限制出題。 

                                                         
3 參見王旭(20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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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錯誤訊息儲存 
當軟體以公式檢核測試條件與上節所列組合限制發生衝突時，即依照衝突類

型將所有錯誤訊息串連成句，儲存於工作表中。例如：設定測試條件為「四縣

腔、zh 聲母」時，即儲存錯誤訊息「四縣腔無『zh』聲母」。當條件改變時，相

關錯誤訊息亦配合實況立即修改。 
C.錯誤訊息提示 

當錯誤訊息非空白時，即在訊息提示區加以提示。但為避免訊息太過繁雜，

每次僅提示一種錯誤，且將前述檢核細節與完整錯誤訊息設為「隱藏」，以避免

干擾使用者，並減少公式被誤改的可能。如圖 2： 

 
圖 2 測試條件衝突提示畫面 

（８）程式設計 

本軟體的程式部分，由出題、評分和畫面格式設定三個模組組合而成。出題

模組的功能在於根據使用者設定的測試條件產生試題，列示在工作表中，以備填

答。評分模組的功能在於當使用者填答完畢點按評分紐後，計算得分，並列示答

錯各題之標準答案。畫面格式設定模組的功能則在於出題和評分之後，根據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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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資料屬性設定適當字型，並根據內容長度調整適當欄寬。本文僅說明各模組設

計要點，而不詳細解說流程。 
A.出題模組 

a.判斷出題條件 
若在錯誤訊息提示區中已顯示紅色訊息，即表示無該類字音可供出題；若使

用者仍點按「出題」紐，軟體將再次提示錯誤訊息，如圖 3，使用者再按「確定」

紐後，即停止出題。若無錯誤訊息，則開始執行以下出題作業。 

 

圖 3 測試條件衝突確認畫面 
b.修正出題數量 
根據所選腔調與次方言區代碼檢查該腔調字音出處索引表之紀錄總筆數，以

該筆數與使用者設定之「練習題數」比較，取其較小值，即為初估出題數量。若

使用者附帶設定任何音韻條件，則實際出題數量將可能低於初估出題數量，並在

出題完畢時由軟體修正。 
c.從字音出處索引表隨機抽選字音 
在所選腔調字音總筆數的範圍中，隨機以亂數產生一個整數，據以抽選字

音，並列入記錄，每份試題之中，不抽選重複字音。故若該字音在該份試題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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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選，則重新抽題。如下例，先以亂數產生 2,450，再至四縣腔字音出處索引表查

得第 2,450 筆即為「覆」字「pug4」音。 
d. 字音屬性分析與條件檢核 
若已設定任何音韻條件，則對抽選之字音，就所設定需要過濾之音韻條件，

判斷其是否吻合。若所有音韻條件皆吻合，即選定該字音，繼續執行以下出題作

業；否則返回上一步重新抽題，但該紀錄仍須保留於已抽字音紀錄列表中，以防

止重複選題與過濾判斷。如上例因未設定任何音韻條件，故抽中即可採用。 
e. 從字音出處索引欄抽選詞彙出處編碼 
就所選符合條件之字音紀錄，根據該字音出處索引表之出處欄字串長度，以

其值除以 6，即為該字音在該腔詞彙音讀表使用次數，再以該次數為上限，隨機抽

選一個詞彙次序，並以該次序計算該字串中相對應的子字串，做為字音出處編

碼。如上例查得第 2,450 筆內容如表 12： 
表 12 四縣腔「覆 pug4」字音出處索引表 

字 音 字音出處索引 
覆 pug4 a11845 

表示抽中字音為「覆 pug4」，該字音僅出現在詞彙音讀表第 1,845 筆中；編

碼「a」則表示該字在該詞中首次出現之音讀即為該音，若一詞之中有同字異音之

狀況，則依英文字母順序標注該音在該詞中之字序，如表 13： 
表 13 四縣腔「咚 」字音出處索引表 

字 音 字音出處索引 
咚 dung3 c14510 
咚 dung5 a14394a14510 

表示「咚 dung3」出現在詞彙音讀表第 4,510 筆「咚咚咚咚 dung5 dung5 dung3 
dung3」第 3 字。至於「咚 dung5」則出現兩次，一次在第 4,394 筆「暗摸叮咚 
am3 mo1 din5 dung5」，雖非第1個字，但因在該筆無異讀，故以「a」編碼；第二

次出現在第 4,510 筆「咚咚咚咚 dung5 dung5 dung3 dung3」第 1 字，故亦以「a」
編碼。 

根據字音出處索引可知「覆 pug4」僅出現一次，故以亂數抽題，必將抽出該

詞；「咚 dung5」之出處索引編碼長度為 12，可知其出現兩次，以亂數抽題，則

可能抽中第 4,394 筆或第 4,510 筆。 
f. 從詞彙音讀表抽選詞彙 
根據上一步所計算之詞彙出處編碼，從詞彙音讀表中找出相對應之詞彙、音

讀，並將該詞彙與音讀之中的關鍵字形與注音，以外加引號標示、音。如上例，

抽中第 1,845 筆之「覆 pug4」，則將詞彙與音讀分別標為「『覆』菜湯」、

「『pug4』 coi3 tong1」；抽中第 4,510 筆之「咚 dung3」，則將詞彙與音讀分別

標為「咚咚『咚』咚」、「dung5 dung5 『dung3』 dung3」。 
g. 標調方式轉換 
對於已選中且加引號之注音，若使用者所設標調方式非「調類」，則將其轉

為相對應之標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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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根據題型決定題目 
若使用者所設題型為「字音」，則以詞彙為題目，注音為答案；否則以注音

為題目，詞彙為答案。如上例，第 1 題題目即為「『覆』菜湯」。 
i. 列示試題並隱藏答案 
依序將題號與題目列示在工作表相應儲存格，而將答案隱藏於同列「隱藏答

案」欄，並返回 5.1.3 抽選字音步驟，反覆執行，至達到「練習題數」值或抽選完

該腔所有字音為止。 
j. 設定畫面格式 
試題列示完畢後，呼叫「畫面格式設定模組」，即完成出題作業。 

B評分模組 
a. 判斷各題得分並累計總分 
使用者點按評分紐後，即自第 1 題開始，判斷是否得分。若測試題型為「字

形」，則比對「填答」欄與該列隱藏答案欄引號內文字相同，即得 1 分，否則得 0 
分；若測試題型為「字音」，因多音字在隱藏答案欄中係以「/」號串接同字各

音，僅需答對其中一音即可，故在評分時，先將填答欄內容前後各加「/」號，並

將隱藏答案欄引號外之注音全部清除之後再於首尾各加「/」號4，再比對前者是否

包含在後者之中，若是則得 1 分，否則得 0 分。該題得分計算完之後，再將其值

累加至累計總分中。 
a. 列示未得分各題答案 
對於得 0 分各題，不論未答或錯答，皆在「答案」欄列示標準答案。若使用

者設定「解答模式」為「完整音字」，則將該列隱藏答案值完全列示在答案欄；

若設定為「關鍵音字」，則僅列示隱藏答案欄中引號以內之答案。 
c. 列示總得分 
依序重複執行 5.2.1 和 5.2.2 評分作業，至完成所有試題評分為止，即可得出

總分，並列示於答案欄首列儲存格中。 
d. 設定畫面格式 
列示總分後，呼叫「畫面格式設定模組」，即完成評分作業。 

C.畫面設定模組 
a. 字型設定 
因部分漢字須用「台灣楷體」方能顯示正常字形，英數字體則以「Times New 

Roman」字型為宜，而在題型為字形或字音時，儲存格內容為漢字或英數字，即須

隨之改變。故在出題或評分完成之後，必須呼叫本模組，針對欄位內容適度調整

字型。 
b. 欄寬調整 
基於題型變化的相同理由，字形與字音題所需使用的欄寬，亦應隨之調整。

調整以設定「自動欄寬」為原則，即以該欄所有紀錄內容最寬的需要為標準；但

                                                         
4 填答與答案值前後各加「/」號再比對，係為防止填答內容不完整造成比對失誤的可能，例如答案為

「giam1」而填答「ia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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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出現如諺語等題目時，自動欄寬可能將部分欄位排擠於畫面之外，造成捲動操

作之不便。因此，若自動欄寬將超過 50 點，則以 50 點為上限，並以「自動換

列」方式顯示儲存格完整內容。 

（９）操作說明 

A.基本操作 
本軟體的基本操作，依序為測試條件設定、出題、填答與評分。分述如下： 

a. 測試條件設定 
軟體操作畫面如上圖 1。在出題前，可設定各種測試條件，做為出題的依據。

除「練習題數」直接輸入數值外，其餘各項皆可由清單選取；各類音韻條件除可

選取單一類別──如「韻母」為「iam」──，亦可不限該項條件。靈活運用，即

可設定各種組合條件。 
b. 出題 
在確認各種測試條件後，點按「出題」紐，即可在試題表單首欄列示題號，

次欄列示題目，以備作答，如圖 4： 

 

 
圖 4 出題待答畫面 



 21 

c.填答 
出題完畢，即可在各題「填答」欄輸入答案。作答不限時間，在執行「評

分」功能前，皆可隨時修正。填答畫面如圖 5： 

 

圖 5 填答畫面 
d.評分 
填答完畢，點按「評分」紐後，即可在答錯各題右欄列示正確答案，並在該

欄標題處列示總分，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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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評分結果畫面 

B.進階使用 
a. 抽選所有字音 
對於平時練習而言，若欲熟習所有字音，可將「練習題數」值設為較大數

字，例如 10,000。由於本軟體會自動計算符合條件之筆數，若該筆數小於所設練

習題數，則將抽選所有符合條件之字音，而不致產生錯誤；如此即可總覽該類所

有字音，不致有所遺漏。 
b. 檢核測試條件 
在「測試條件」設定區設定各種條件，可得知各類音韻條件搭配限制，加強

對該腔音韻的瞭解。 
c. 抽選特定音韻條件字音 
在進行拼音教學或音節結構分辨練習時，設定特殊條件，大量瀏覽或測試，

可發揮密集訓練之功效。例如：設定「聲母」為「b」或「韻部陰陽」為「入聲

韻」，即可專注於該類字音之練習。 
d.製作正式測驗或競賽試卷 
命題人員設定「練習題數、腔調、次方言區、題型、標調方式、解答模

式」之後，點按「出題」紐即可產生試題，再按「評分」紐後即可產生答案。

若欲調配各種音韻類型所佔比率，則可設定各種音韻條件分批出題，再將其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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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為一份試卷。由於相同條件項目中之不同選項，其所對應之字音必不重複，

例如就發音部位設定條件，先設「雙唇音」出題，再設「唇齒音」出題，再由

此數份試題自由組題，則其前後各題字音亦不致重複。 

六、研究發現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我們得到以下啟示：  

（１）Excel 搭配 visual basic 足堪承載字音字形軟體設計功能 

Excel 內建的表單、資料清單、資料表，以及各種函數和公式的妥善運

用，搭配巨集程式的撰寫，對於漢語各方言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體的設計，足

堪勝任其大部分功能。透過本專案研究的經驗，可以擴大運用在其他漢語方

言，對於方言音讀和用字的教學，應可發揮強大的輔助效果。 

（２）樞紐分析有利於歸納大量語料隱含的規則訊息 

善用 Excel 的樞紐分析表，可以將大量孤立的材料，快速釐清其關聯和規

律，對於語料的處理，尤其可見其成效。不論是音韻系統的歸納，抑或聲韻調

類之間的組合規律，甚至是雙語之間的比較，皆可迅速掌握其要點。 

（３）分類學習、循序漸進，可引發學習興趣、提升成效 

任何語言的音節數量均極為可觀，惟透過音韻類型的分析整理，則其組成

元素其實相當有限，且彼此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有利於觸類旁通。在單音節

詞素為主的漢語教學歷程中，透過聲韻調和辨音特徵的分類，循序漸進，可使

學習者穩紮穩打，逐步積累相關音韻知識。 

（４）客語詞彙分級有助於教財編纂和軟體設計 

漢語音韻和詞彙數量繁多，難易有別；對初學者而言，由淺入深，漸次積

累，實屬上策。惟目前客語詞彙分級尚未完成，本研究僅能含混處理，寄望將

來能獲得相關研究成果，再配合修正本軟體功能。 

七、結論 

本專案研究，係依據主持人多年前設計的臺灣閩客語字音字形測試練習軟體加以

擴充和修正。其主要內涵，係採用《臺客典》六腔所有複音詞和俗諺語作為軟體命題

基礎語料，提供使用者自行設定測試題數、使用腔調、測試範圍、測試題型、標調方

式和解答模式。並可依據聲母、韻母、調類、發音部位、發音方式、聲母清濁、送氣

方式、韻頭四呼和韻部陰陽設定出題條件，隨機出題，以備使用者上機作答。作答完

成後，點擊「評分」紐，即可評分並加以解答。 
客語是客家學術和客家文化的核心，客語拼音和用字則是客語教學和研究的基



 24 

礎；因此，客語拼音和用字的熟習，是客語傳承的重要關鍵。本研究所開發的款體，

可以提供各界學習者隨時進行客語字音字形的練習，達到熟能生巧的功效，並積極促

進客語拼音和用字的標準化。各級競賽主辦單位透過本軟體的協助出題，可以避免試

題重出，乃至人工手誤；透過特殊條件的篩選，可以適度調整試卷的音韻涵蓋層面和

分配比例，提升試題質量。此外，本軟體程式開放原始碼，並逐行加註，對軟體設計

同道，提供交流切磋的實例，對電腦軟體在教學研究方面的應用技術交流，自亦有其

實質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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