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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建置臺灣客語語音資料庫南四縣腔 

發音員招募簡章 

一、招募目的： 

為提升客語使用普及性，積極推動客家語言文化之保存與推廣，客家委員會

刻正蒐集四縣腔(含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及詔安等腔調之客語語料與

文字數據，並採分腔分梯次廣泛募集熟悉各腔調客語人士進行語音錄製，以

期完成臺灣客語語音資料庫相關建置。 

二、 主辦單位：客家委員會 

三、 承辦單位：華碩雲端股份有限公司 

四、 招募說明： 

(一) 為建置臺灣客語語音資料庫，將分腔分梯次進行發音員招募，本梯次招

募南四縣腔發音員，後續招募活動將另行公布。報名者應確認所填寫報

名資料之完整性、真實性，若資料不齊備或不實者不另通知補件，主辦

單位得註銷其資格。為達收錄語料之廣泛性，同一報名者，僅可參加一

次同一腔調之發音員招募，另考量語料之發音正確性及平衡性，將依不

同身分、年齡、性別等進行招募。 

(二) 本梯次南四縣腔錄取名額（四縣發音員已招募完畢非本梯次招募對象）：

正取 38位，備取 12位，錄取結果將於 111年 6月 27日公布客家委員會

官網 (首頁/公告資訊/最新消息)並以電話或 E-mail方式通知錄取者。

未獲錄取者者不另通知，所送資料不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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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報名時提供之錄音檔案，無條件非專屬授權給客家委員會作為研究、技

術開發並可無條件經由客委會授權於第三方做為商業性與非商業性目的

使用。 

錄取身分、性別、年齡、人數如下： 

 性別 18~30歲 31~50歲 50歲以上 小計 

客語教師、薪傳師(語

言類)或教學支援人員 

男性 5位 4位 3位 12位 

女性 5位 5位 5位 15位 

一般民眾或學生 男性 2位 2位 2位 6位 

女性 2位 1位 2位 5位 

南四縣腔錄取人數總計 38位 

五、 報名資格： 

(一) 年齡 18歲以上、具中華民國國籍者。 

(二) 18歲前居住地為高雄市、屏東縣。 

(三) 須通過客語能力中級或中高級認證。 

(四) 熟悉客家語言文字及客語拼音。 

六、 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 報名日期及語料錄製時間: 

本梯次徵選報名時間： 

自 111年 5月 27日至 111年 6月 15日下午 5時止 



3 

本梯次錄取者公告時間：111年 6月 27日 

本梯次語料錄製時間：111年 7月 6日至 111年 9月 30日 

(二) 報名方式： 

一律採線上報名，請線上填寫「建置臺灣客語語音資料庫南四縣腔發音

員招募報名表」 （Google表單，連結為

https://forms.gle/uymbDCwUNKvyfxaj7或可掃描 QR CODE），並上傳相

關音檔及文件，以完成報名作業。 

(三) 報名繳交資料： 

1. 本次報名表 Google表單，須登入 Google帳號才可以上傳。如無 Google

帳號，可請其他有 Google帳號之親友協助。 

2. 請以自然流暢語調錄音，並上傳 1分鐘客語南四縣腔自我介紹音檔，上

傳檔案格式為 mp3、wav、m4a、wma，上傳檔案限制 10MB以下。 

3. 須上傳約 1分鐘客語南四縣腔朗讀音檔(指定之朗讀稿如附件一)，請以

自然流暢語調錄音，上傳檔案格式為 mp3、wav、m4a、wma，上傳檔案限

制 10MB以下。 

4. 如報名者為客語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請上傳聘書或教學支援人員證書

等證明文件，檔案格式為 PDF或圖片檔，上傳檔案限制 10MB以下。 

5. 加分項目：如曾參加由客家委員會、教育部等所舉辦全國性客家語文相

關之比賽且成績優異，或參與縣市政府舉辦之客語相關競賽並得獎者，

可上傳得獎獎章、獎狀等照片或掃描檔 (最多 2筆，無則免附)，上傳檔

 

https://forms.gle/uymbDCwUNKvyfxa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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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大小限制 10MB以下。 

七、 徵選作業程序及標準： 

(一) 初審：由承辦單位就報名者所填寫之報名資料進行審查，資料齊全者即

進入複審。報名資料填寫及須上傳資料如下，若資料不齊備或不實者不

另通知補件。 

項次 內容 項次 內容 

1 姓名 7 18歲以前居住地（鄉鎮市區） 

2 性別 8 客語能力認證級別 

3 聯絡電話 9 上傳 1分鐘南四縣腔自我介紹音檔

(須報名者本人錄音) 

4 電子郵件地址 10 上傳約 1分鐘南四縣腔朗讀稿(附件

一)音檔(須報名者本人錄音) 

5 身分證字號 11 上傳證書影本(客語教師或教學支援

人員聘書、證書等，無則免) 

6 出生年次 12 上傳客語競賽得獎紀錄影本(無則免) 

(二) 複審：由客語專家依報名者上傳之音檔進行評分，再由承辦單位就報名

資料進行內容正確性審查，並依上傳之得獎紀錄等進行加分評核。 

(三) 評分標準： 

1. 南四縣腔 1分鐘自我介紹音檔（占 50分）：依音檔長度、發音流暢度、

發音正確性進行審查。 

2. 南四縣腔朗讀稿音檔（占 50分）：依音檔完整性、發音流暢度、發音正

確性進行審查。 

3. 客語相關競賽得獎紀錄(占 10分)：如客家委員會、教育部或縣市政府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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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之客語演講、朗讀等得獎紀錄，每位報名者最多上傳 2筆紀錄。 

4. 報名資料經客語專家評分後，總分未達 85分以上者不予錄取。 

八、 主辦單位得視報名人數另行通知辦理決審事宜。 

九、 配合完成錄音時數者，給予獎勵金新臺幣五千元整。 

十、 錄取者配合事項： 

(一) 本梯次錄製音地點在屏東市（於錄取公告日同時公布）錄取者須配合承

辦單位於指定地點進行錄製，不另提供交通及住宿費。 

(二) 承辦單位將於錄音前 1週提供錄音提示卡，請錄取者事先熟悉錄音內容。 

(三) 錄音時發音應清楚且正確，每位錄取者須完成 2小時可用音檔，若可用

音檔未達 2小時，則依完成時數比例調整獎勵金，詳細計算方式如下表： 

完成帶長度 比例 費用 累計費用 

基本出席費  1000 1000 

完成 30分鐘(含)以上未滿 60分鐘 25% 1000 2000 

完成 60分鐘(含)以上未滿 90分鐘 50% 1000 3000 

完成 90分鐘(含)以上未滿 120分鐘 75% 1000 4000 

完成 120分鐘 100% 1000 5000 

(四) 2小時可用音檔會分為 2次錄音，每次須完成 1小時可用音檔(預計實際

錄音時間為 3至 4小時)，但實際錄音時間會因錄取者之發音狀況而有不

同，為免疲勞每次錄音最長以 4小時為限。預估錄音狀況及時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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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檔長度 錄取者狀況 預估錄音時間 

1小時 精神集中、熟悉文稿、發音清楚 3小時 

1小時 身體狀況可、不熟悉文稿、發音清楚 4小時 

1小時 疲勞、不熟悉文稿、發音不清楚 超過 4小時 

(無法完成當

次錄音) 

(五) 錄音之時間須配合承辦單位安排，如經協調仍無法配合者，視同放棄錄

音。承辦單位有權不予支付個人獎勵金。 

(六) 錄音時須配合現場錄音人員及監聽老師之指示錄製音檔，包含腔調發音

正確性。 

(七) 錄音完成後須簽署語音語料錄製與使用授權書(詳附件二)。 

十一、 聯絡資訊： 

專案工作小組 

楊小姐 電話：(02)2555-9250分機 308  E-mail: pennyyang@nycu.edu.tw 

張小姐 電話:(02) 2898-7477 分機 86024 E-mail: jean.chang@asuscloud.com 

十二、 主辦單位保留隨時取消、終止、變更或暫停本案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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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四縣腔朗讀稿文章 

1. 蓋多人不時會去欽羨他人，看人上臺領獎，面項笑弛弛仔；看人拿博

士、開中門，光宗耀祖，蓋風光个樣仔。毋過，又有幾多個人會去想：

萬丈高樓從地起，該兜成就毋係一朝一日得來个，該係一息仔、一息仔

慢慢仔累積起來个！ 

2. ngaiˇ ge aˊ meˊ ， iaˊ ge mien ianˇ ianˇ ， teuˇ naˇ mo

ˊ qin congˇ ， iuˊ idˋ dui iu ianˇ iu gimˊ ge mugˋ zu

ˊ ， kon doˋ nginˇ qiu seu  

miˊ miˊ eˊ ， sangˊ loiˇ qin jiangˊ 、 qin denˊ ziinˊ ， 

he idˋ ge iuˊ oi ximˊ iu iuˊ nai ximˊ ge nginˇ 。 pinˇ 

songˇ siiˇ ， cuˇ hedˋ zeu gu ngaiˇ denˊ samˊ jiˋ 

moi ， dui ngaˊ gungˊ 、 ngaˊ poˇ me goi iuˊ hau ， qin

ˊ qidˋ penˇ iuˊ 、 gagˋ biagˋ linˇ sa ， zungˋ koiˋ 

sodˋ iˇ he idˋ ge qin hianˇ fi ge fu nginˇ ga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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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客家委員會臺灣客語語音資料庫案 

語音語料使用授權書 

本人（授權人及立書人）                應邀錄製（或參與）客家委員會臺灣客語語音資料

庫案(下稱本案)所需之語音語料，完成錄製    小時    分鐘之錄音檔作為研究、技術開發並

得為商業性與非商業性目的使用，特簽署本授權書，內容如下： 

一、 本人（授權人及立書人）同意就本案錄製之標的「錄音」著作，無條件非專屬授權客家

委員會作為研究、技術開發並得為商業性與非商業性目的使用，進行（包含以電子方式）

重製、改作、編輯、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散布(即一般常見如複製、發布、傳送、公

開上網、提供下載、改編、發展任何形式衍生品) 、加值延伸，及其他推廣用途使用，

並不限制時間、次數、地域之利用權限，且不需另行通知及支付報酬。 

二、 本人（授權人及立書人）同意客家委員會得在前述授權範圍之內，對第三人進行本案錄

製之標的「錄音」著作的提供，即本授權容許再轉授權，客家委員會可以自己名義逕予

將取得之權利轉授權予第三人，此再轉授權的容許亦為再授權的範圍之一。 

以上本人絕無異議。 

 

授  權  人  及  立 書 人：                               (簽章處)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地              址： 

                                         

 授權人及立書人之法定代理人(授權人未成年請填寫) 

姓              名：                                      (簽章處) 

身  分  證  字  號： 

電              話：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