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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恭賀德明，《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研發與應用》這份報告終於出爐

了！不容易啊，古人說：十年磨一劍，然而，這本報告卻花了二十四年！ 
為什麼花了二十四年呢？大家看了這本報告就明白，小學堂資料庫其

覆蓋的內容是多麼完整、其製作的過程是多麼嚴謹！這是一個足以傳世之

作！ 
這個資料庫之所以取得如今的成就，實在是由於許許多多學者、工程

師全心全意投入，合作無間，為著ㄧ份使命感、一個理想，不較個人的利

害得失，憑著堅忍的毅力，用自己的血汗，一步一步的完成的；因為，這

個工作並沒有ㄧ個從頭到尾的大型計劃支持，是一路摸索、逢山開路遇水

搭橋地走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德明是計劃的定海神針、支柱，沒有德

明，便不可能人生串起這長達 24 年的計劃。 
古人談到才與德，常將德置於才之前。我從德明的這個計劃的成功，

印證了「德先於才」的道理。我對德明和投入此計劃的諸多朋友們，獻上

最崇高的敬意！ 
德明的這個報告，文字清晰，結構井然，將小學堂發展的始末娓娓道

來，是一極佳的「科普」文獻，尤其可作為如何跨人文與資訊兩領域推動

合作的參考文獻。 
此報告成書後，德明找我寫個序，我義不容辭。略述感懷如上，聊以

為序，祈各方家指正是幸！ 
 

清俊合十並賀 
     民國 106 年十月十日於桃園八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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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以下簡稱小學堂）是一個形音義綜合的資

料庫，可提供使用者根據文字的形音等屬性先檢索出字頭，再透過字頭連

接到個別的形音義資料庫或字書索引。小學堂收錄的字形涵蓋甲骨文、金

文、戰國文字、小篆及楷書，總數超過 22 萬字；收錄的聲韻資料涵蓋上

古、中古、近代及現代，總數超過 134 萬筆；收錄的字書索引資料則超過

36 萬筆；連結的線上字典有 5 個。本資料庫自 2013 年 4 月開放，至今已

有四年，這四年來累積的網頁瀏覽量已超過八百萬，對推動文字學研究與

教學均有顯著的成效。 
本文分成七章，第一章為研發概要，小學堂雖然最早可溯源到 1993

年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發的漢字構形資料庫，而實奠基於 2009
年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合作研發的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第二章為系統簡

介，分別說明小學堂的收錄現況、架構、資料庫銜接機制、文字銜接機制、

檢字機制及字形處理機制。第三章為界面設計，小學堂充分利用Ajax技術，

透過網頁的局部更新機制，讓使用者查詢時免於切換網頁的困擾，並縮短

系統的回應時間。第四章為資料結構，先說明資料庫與資料表、資料表與

資料表、資料表與欄位的關係，不足之處，則以檢索結果的頁面為例來做

補充說明，也可間接從此瞭解檢字機制的運作。第五章為系統實作，有鑑

於舊版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諸多缺失，小學堂改用MVC架構開發新系統，

讓程式易於擴充及維護；採用 Linq 來整合資料庫的查詢語法，以避免一再

的串接查詢字串；同時也利用 jQuery 來取代部分的 javascript 以幫程式瘦

身。第六章為應用現況，先透過Google Analyics列出小學堂的使用者來源、

個別形音資料庫的瀏覽量，再由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列出引用小

學堂的博碩士論文，最後再列出部分使用者的體驗及感言。第七章為結論，

回顧了小學堂研發過程中的重要事件，面對的困難及未來的展望。 
 

關鍵詞：小學堂、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漢字古今字

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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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研發概要 

本章首先說明在小學堂研發之前，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建立的

漢字構形資料庫已取得的成就及待改善的空間，其次說明獲邀和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共同開發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其後並以此為契機來研發小學堂

文字學資料庫。 

第一節 從漢字構形資料庫談起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理實驗室自 1993 年起，即研擬漢

字在計算機中的制式表達，並和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字學門合作建置漢

字構形資料庫。漢字構形資料庫是一個記錄漢字形體知識的資料庫，這些

知識包含古今文字的源流演變、字形結構及異體字表。自 1998 年 8 月推

出第一個正式版本至 2011 年 4 月為止，版本已更新至 2.7 版，收錄甲骨文、

金文、戰國文字、小篆、楷書等古今文字 165,653 個及異體字 12,208 組。

漢字構形資料庫的主要特色有以下四點： 
一、銜接古今文字以反映字形源流演變。 
二、收錄不同歷史時期的異體字表，以表達不同漢字在各個歷史層面

的使用關係。 
三、記錄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字結構，以呈現漢字因義構形的特點。 
四、使用構字式及風格碼來解決古今漢字的編碼問題。 
漢字構形資料庫雖然成功地解決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 1及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2的缺字問題，但在資料庫本身或推

廣方面，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一、漢字有形、音、義三要素，本資料庫目前只著重在字形知識的整

理，尚未涉及字音與字義；建立一個形、音、義俱備的漢字知識

庫，仍是文獻處理實驗室的長遠的目標。 
二、本資料庫的缺字解決方案，採用單位仍侷限於中央研究院及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仍須再推廣。 
三、本資料庫提供的部件檢字雖然比部首檢字便利、比筆畫檢字有效

率，但仍應再增加部首、筆畫等其他檢字方式，以求完備。 
四、本資料庫雖可透過網際網路免費下載 3，然而只能在繁體中文版

下使用，安裝時還會受限於作業系統的版本，開發網路應用版應

更能有效地推廣漢字構形資料庫。 
上述問題的解決關鍵，其實就在於建置一個文字學知識的整合及應用

1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hanji.htm 
2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http://teldap.tw/ 
3 漢字構形資料庫下載網址：http://cdp.sinica.edu.tw/cdpha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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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2013 年 4 月開放的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以下或稱小學堂）即是這

樣一個平台。小學堂開放後，漢字構形資料庫即不再更新，版本停留在 2.7
版，但是仍持續開放下載，目前累計的下載人次為 34,996 次（2002 年 10
月 3 日到 2017 年 6 月 7 日）。有關漢字構形資料庫的進一步說明，可參考

技術報告《漢字構形資料庫的研發與應用》
4。 

第二節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開發 

2009年 7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楊秀芳教授邀請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

研究所文獻處理實驗室共同開發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是日後小學堂文字學

資料庫能夠順利開發的契機。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漢學研究資料庫」研發

計畫下的成果之一，由臺灣大學中文系黃沛榮教授擔任總計畫主持人，楊

秀芳教授擔任子計畫主持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何大安研究員為共

同主持人。 
本資料庫的框架，是由《廣韻》這兩萬多字的中古聲韻資料搭建而成。

在這框架之下，規劃輸入上古、中古、近代、現代四個階段的語音資料，

並有日本、韓國和越南三地的域外譯音。本資料庫自 1997 年開始進行基

本架構的設計以及語料的判讀，並開發雛型系統。2009 年 6 月，本資料庫

收錄的資料已有 67 萬筆。 
隨著聲韻資料的日益完備及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為增強線上檢索功

能，楊秀芳教授於 2009 年 7 月，邀請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文獻處

理實驗室加入研發團隊，雙方先取得以下共識： 
一、整合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及漢字構形資料庫，以建置一個字形及字

音俱備的文字學資料庫。 
二、即使以建置文字學資料庫為主要目標，仍會持續開發及改進漢字

古今音資料庫的檢索界面，讓資料庫在語音檢索各方面能更靈活

流暢，方便研究者使用。 
2009 年 9 月，文獻處理實驗室開始進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改版，陸

續進行下列工作： 
一、接手並維護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雛型系統，以利聲韻資料的繼續

輸入。雛型系統是在 Linux 環境下開發，此系統於 2010 年 2 月

移植到文獻處理實驗室的主機，以利後續維護 5。 
二、重新查核《廣韻》資料，並解決缺字問題。《廣韻》這兩萬多字

的中古聲韻資料在建置時，歷經作業系統的中文字碼由 Big5 到

Unicode，又有缺字的造字問題。最後，中文字碼改用 Unicode，

4《漢字構形資料庫的研發與應用》：
http://cdp.sinica.edu.tw/service/documents/T090904.pdf 
5 漢字古今音檢索系統（雛型系統）：http://cdpx.iis.sinica.edu.tw/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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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code 的缺字則透過漢字構形資料庫來解決。 
三、重整資料庫架構。雛型系統的資料庫架構規劃不當，隨著聲韻資

料的不斷擴充，不僅維護困難，也造成程式撰寫上面臨許多限制。

為了讓網站得以永續經營並降低開發門檻，因此必須重新規劃架

構。 
四、重新開發系統。隨著資料庫架構的重新規劃，程式碼也必須重寫。

新系統改在 Windows 環境開發，使用者界面也重新設計，也應

用了一些新技術，例如採取 ASP.NET MVC 的架構，並藉由 Linq 
to SQL 來存取 SQL 資料庫，使用 jQuery 來處理網頁元素等。 

新版的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6於 2011 年 9 月開放供各界使用，這是文獻

處理實驗室第一次開發的線上查詢系統，楊秀芳教授認為此系統的查詢功

能比預期的還好，這也為雙方往後的合作奠下良好的基礎。2011 年 12 月，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收錄的聲韻資料已達 102 萬筆，然而新版資料庫由於人

事的異動，並未開發輸入界面，目前仍舊透過先前的雛型系統輸入資料，

最後再匯入新資料庫，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第三節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開發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其實就是漢字構形資料庫的網路進階版。漢字古今

音資料庫雖然於 2011 年 9 月開放供各界使用，然而直到 2012 年 5 月，文

獻處理實驗室才著手開發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大量地吸

收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開發經驗，但仍有以下不同： 
一、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以同一個檢索界面來查詢上古、中古、近代、

現代的聲韻資料，這些不同年代的聲韻資料又可細分成數個聲韻

系統（含方言點），並可針對這些系統做交叉檢索；截至 2011 年

12 月，聲韻系統的個數已達 360 個。漢字古今字資料庫主要分成

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及楷書，不像古今音資料庫有那

麼多聲韻系統，為了兼顧維護、檢索及呈現的便利，各個古漢字

皆獨立開發資料庫，並有個別的簡易查詢界面，但共用一個進階

查詢界面，而且只能和楷書做交叉檢索。 
二、漢字構形資料庫 2.7 版收錄的古今文字已有 165,653 個，其中至

少有一半都是電腦缺字，為了畫面上的美觀，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的所有字形，在網頁上都改用圖片呈現，並建立和電腦系統用字

的連結。 
三、漢字古今字資料庫也未開發輸入界面，資料的更新主要仍透過

Microsoft Access 及 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漢

字古今音資料庫雖未開發輸入界面，但仍可透過舊版的資料庫輸

入資料再匯入。 

6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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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無論是版面的安排及檢字的多樣化，皆遠勝於漢字

構形資料庫。最重要的是，漢字古今字資料庫不必先下載，再安裝，而完

全可透過網路查詢，資料也隨時可更新。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於 2013 年 4
月開放供各界使用，時間和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一致。 

第四節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開發 

漢字構形資料庫建置了 15 年後，也就是 2008 年初，文獻處理實驗室

開始籌建文字學知識的整合及應用平台，這個平台在 2012 年 6 月命名為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因為「文字學」在清末以前，就稱為「小學」。 
2009年 7月文獻處理實驗室獲楊秀芳老師之邀共同開發漢字古今音資

料庫，是日後小學堂能夠順利開發的契機。2008 年起到 2013 年 4 月間，

除了楊秀芳老師團隊持續整理聲韻資料外，文獻處理實驗室也陸續進行下

列工作： 
一、整理《漢語大字典》53,768 個單字的上古音、中古音及現代音（採

用漢語拼音標注）的對照。另外，中央研究院計算中心提供國音

注音和漢語拼音的對照表，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提供國語注音和

國際音標的對照表。 
二、整理《漢語大字典》9,928 個單字的字形解說。 
三、建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7網站正字和漢字構形資料庫字形的

連結，包含常用字 4,808 個、次常用字 6,343 個及罕用字 18,480
個。 

四、擴充戰國文字資料庫，增補《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字形

（含重文）37,614 個。 
五、擴充甲骨文資料庫，增補《甲骨文編》字形（含重文）24,701 個。 
六、增補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字形屬性，包含部首、筆畫、字碼等。 
七、增補甲骨文、戰國文字、廣韻等文字學參考用書的頁碼索引。 
整理《漢語大字典》的單字注音及增補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字形屬性，

可提供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更多樣化的檢字機制。擴充戰國文字及甲骨文資

料庫，使得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架構更加完整。整理《漢語大字典》的字

形解說及建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站的連結，有利於小學堂後續的字

義處理。 
小學堂雖是漢字知識庫的初步實現，但是漢字知識庫的建置，絕非僅

憑一個單位之力可竟其功。因此小學堂在規畫之初，即構思透過漢字的單

字來銜接其他文字學網站，其中最重要的即是銜接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為了推廣文字學網站的相互銜接，小學堂也拆分成幾十個資料庫，讓其他

網站可以銜接。這些資料庫包括漢字古今字資料庫中的甲骨文、金文等資

料庫，也包括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中的上古音、中古音等資料庫。 

7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址：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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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文字學參考用書的頁碼索引，始於 2003 年 3 月推出的漢字構形

資料庫 2.1 版，其後應使用者的需求而持續增補。對文字學研究人員而言，

資料庫提供的頁碼索引可以省卻大量查找工具書的時間，因此小學堂也繼

續提供此項功能，而且可線上即時更新，不必像漢字構形資料庫需重新下

載及安裝。 
2013 年 4 月，小學堂開放供各界使用，距 1993 年文獻處理實驗室開

始建置漢字構形資料庫，剛好過了 20 年。2014 年，由於計畫的異動，文

獻處理實驗室的人員轉任至本院數位文化中心，持續進行小學堂的後續維

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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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系統簡介 

本章為此技術報告的核心，首先說明小學堂的收錄現況，其次說明小

學堂的架構，然後再說明小學堂的資料庫銜接機制、文字銜接機制、檢字

機制及字形處理機制。 

第一節 小學堂的收錄現況 

截至 2017 年 5 月，小學堂收錄字形 222,013 個，詳見表 2-1；字音

1,341,886 筆，詳見表 2-2；字書索引 361,334 筆，詳見表 2-3；連結的線上

字典 5 個，詳見表 2-4。 

表 2-1 小學堂收錄的字形(222,013 個) 

字形 字數 備註 

甲骨文 24,701 字頭 2,548 個 

金 文 23,836 字頭 3,642 個 

戰國文字 70,557 
其中楚系簡帛文字字頭 3,280 個，字形 37,614
個；秦系簡牘文字字頭 1,763 個，字形 3,904 個；

傳抄古文字字頭 8,381 個，字形 29,039 個。 

小 篆 11,101 
小篆字頭 9,831 個，古文、籀文、篆文、或體、

俗字、奇字等重文 1,270 個。 

楷 書 91,818  

表 2-2 小學堂收錄的字音(1,341,886 筆) 

時代 筆數 備註 

上古 56,169  

中古 257,549 含廣韻 25,528 筆、集韻 51,871 筆、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

9,813 筆、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14,578 筆 

近代 28,593 含中原音韻 5,873 筆、中州音韻 8,159 筆、洪武正韻
14,561 筆 

現代 999,575 

其中官話 44178 筆、晉語 10707 筆、吳語 102304 筆、

徽語 4708 筆、贛語 71743 筆、湘語 15032 筆、閩語

135604筆、粵語325609筆、平話 94702筆、客語 156544
筆、其他土話 38444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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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小學堂收錄的字書索引(361,334 筆) 

類別 字書 

甲骨文 
甲骨文編、甲骨文字詁林、甲骨文字集釋、殷墟甲骨刻辭類

纂、新甲骨文編、甲骨文字編 

金 文 
金文編、金文詁林、金文詁林補、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新金

文編 

戰國文字 
楚系簡帛文字編、睡虎地秦簡文字編、秦簡牘文字編、戰國

古文字典：戰國古文聲系、傳抄古文字編 

小 篆 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說文新證 

隸 書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楷 書 漢語大字典、康熙字典、中文大辭典 

韻 書 廣韻、集韻 

表 2-4 小學堂連結的線上字典 

線上字典 負責單位 網址 

異體字字典 
教育部開發，現由國家教

育研究院維護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 
教育部開發，現由國家教

育研究院維護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CNS11643 中文

標準交換碼全字

庫 

原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

資料中心開發，現由國家

發展委員會維護。 
http://www.cns11643.gov.tw/ 

開放康熙字典 中華開放古籍協會 
http://kangxi.adcs.org.tw/kangxizi
dian/ 

國際電腦漢字與

異體字知識庫 
中央研究院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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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小學堂的架構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主要是由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和漢字古今音資料

庫組成。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目前包含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及楷

書資料庫，戰國文字資料庫則包含楚系簡帛文字、秦系簡牘文字及傳抄古

文字資料庫。另外，為了表達楷書間的形體和使用關係，建置了異體字表

資料庫；為了表達古今漢字間的形體演變，建置了字形演變資料庫。這兩

個資料庫也併入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架構可參見圖

2-1。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包含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現代音及域外譯音。

中古音包含廣韻、集韻及禮部韻略（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增修互注禮部

韻略）等韻書，近代音包含中原音韻、中州音韻及洪武正韻等韻書，現代

音則包含官話、晉語、吳語、徽語、贛語、湘語、閩語、粵語、平話、客

語及其他土話。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架構可參見圖 2-2。 
上古音、中古音、現代音又可細分成數個聲韻系統（含方言點），上

古音的聲韻系統可參見表2-5，中古音參見表2-6；官話的方言點參見表2-7，
晉語參見表 2-8，吳語參見表 2-9，徽語參見表 2-10，贛語參見表 2-11，湘

語參見表 2-12，閩語參見表 2-13，粵語參見表 2-14，平話參見表 2-15，客

語參見表 2-16，其他土話參見表 2-17。截至 2017 年 5 月，聲韻系統的總

傳
抄
古
文
字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甲
骨
文 

金
文 

楚
系
簡
帛
文
字 

秦
系
簡
牘
文
字 

小
篆 

字
形
演
變 

異
體
字
表 

戰
國
文
字 

楷
書 

圖2-1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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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為 425 個。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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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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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上古音的聲韻系統 

時代 聲韻系統 

先秦 

高本漢系統 

王力系統 

董同龢系統 

周法高系統 

李方桂系統 

兩漢 
西漢 

東漢 

 

表 2-6 中古音的聲韻系統 

時代 聲韻系統 

魏晉南北朝 

魏 

晉 

宋北魏前期 

北魏後期北齊 

齊梁陳北周隋 

隋唐 

高本漢系統 

王力系統 

董同龢系統 

周法高系統 

李方桂系統 

陳新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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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官話的方言點 

區 方言點 

東北官話 長春 

北京官話 北京 

北方官話 天津、巨鹿、濟南、惠民、日照、廣靈 

膠遼官話 榮成、蓋縣 

中原官話 
鄭州、宿州市、渦陽、臨泉、汝南、穎上、洛陽、蕭縣、蚌

埠市、鳳陽、壽縣、霍州(霍縣)、臨汾、聞喜、新絳、吉縣、

運城、永濟、萬榮、西安、西寧、臨夏 

蘭銀官話 蘭州、銀川、烏魯木齊 

西南官話 成都、重慶、大理、昆明、鍾祥、武昌、榕江、零陵、桂林、

桂林(臨桂)、柳州(雒容) 

江淮官話 

懷遠、天長、淮南、定遠、揚州、滁縣(滁州)、滁州、全椒、

合肥、六安、含山、巢縣(巢湖)、當塗、舒城、蕪湖、無為、

桐城、桐城(安徽省志)、宣城、樅陽、貴池、青陽、安慶、如

皋、孝感 

表 2-8 晉語的方言點 

片 方言點 

并州片 婁煩、太原、清徐、文水、太谷、祁縣、平遙、孝義 

呂梁片 臨縣、離石、汾陽、嵐縣、石樓、隰縣、汾西 

上黨片 沁縣、平順、長治、長子、高平、陵川 

五台片 朔州、代縣、五寨、五台、忻州 

大包片 天鎮、大同、山陰、平定、和順 

邯新片 晉城、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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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吳語的方言點 

片 方言點 

太湖片 

丹陽後巷童家橋、靖江、丹陽、江陰、海門、常州、金壇西崗、

溧陽、宜興、常熟、無錫、寶山霜草墩、寶山羅店、崑山、嘉定、

蘇州、蘇州(當代吳語)、上海、南匯周浦、松江、吳江黎里、吳

江盛澤、嘉興、上海(三林塘)、湖州雙林、杭州、餘姚、紹興、

諸暨王家井、嵊縣崇仁、嵊縣太平、寧波 

台州片 黃岩 

甌江片 溫州 

婺州片 東陽(巍山鎮)、蘭溪(諸葛鎮)、金華、永康 

處衢片 雲和、開化、龍游、衢州、常山、江山(江山市)、玉山、遂昌、

廣豐(永豐鎮)、浦城(南浦鎮城關話)、慶元 

宣州片 

當塗縣年陡鄉、蕪湖縣灣址鎮、宣州市裘公鄉、蕪湖縣、繁昌縣

城關鎮、繁昌、銅陵縣太平鄉、銅陵縣、南陵(仙坊話)、南陵縣

奚灘鄉、青陽縣童埠鎮、涇縣、涇縣茂林鎮、黃山區廣陽鄉、石

台縣七都鎮、當塗縣湖陽鄉、貴池市茅坦鄉、寧國市莊村鄉、黃

山區永豐鄉、貴池市灌口鄉、寧國市南極鄉、黃山區甘棠鎮、涇

縣厚岸鄉、青陽縣陵陽鎮、石台、石台縣橫渡鄉 

表 2-10 徽語的方言點 

片 方言點 

績歙片 旌德(安徽省志)、績溪(華陽鎮)、績溪(安徽省志)、歙縣(徽城鎮) 

休黟片 
黃山(湯口)(安徽省志)、黟縣(安徽省志)、黟縣(碧陽鎮)、祁門(安
徽省志)、休寧(海陽鎮)、屯溪(屯溪城裡)、屯溪(安徽省志)、婺

源(紫陽鎮) 

祁德片 祁門(祁山鎮) 

嚴州片 淳安(淳城鎮)、建德(梅城鎮)、遂安(獅城鎮)、壽昌(壽昌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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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贛語的方言點 

片 方言點 

昌靖片 湖口、星子、都昌、修水、永修、平江(南江)、安義、奉新、南

昌、南昌(漢語方音字匯)、高安 

宜瀏片 宜豐、上高、萬載、新余(沙土)、醴陵(白兔潭)、萍鄉 

吉茶片 永豐、蓮花、吉安、吉水(螺田)、永新、泰和、茶陵 

撫廣片 東鄉、臨川、南城、宜黃、邵武、黎川、南豐、泰寧縣、泰寧(城
關話)、建寧、建寧(城關話) 

鷹弋片 樂平、波陽、余干、橫峰、弋陽 

大通片 陽新(國和) 

懷岳片 岳西、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河塔)、宿松(安徽省志)、望江、

東至 

表 2-12 湘語的方言點 

片 方言點 

長益片 湘陰、益陽、長沙、湘潭、邵東、衡山、洪江 

婁邵片 安化、新化、婁底、雙峰、邵陽、隆回、武岡、祁陽、城步、全

州(縣城)、灌陽(文市) 

吉漵片 古丈、沅陵、吉首、漵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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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閩語的方言點 

區 方言點 

閩南區 

永春、漳平(永福)、龍岩、南安(溪美鎮)、泉州、晉江(青陽鎮)、
長泰、漳州、廈門、漳浦、龍岩(適中中心村)、漳平(新橋南豐村)、
龍岩(萬安涂潭村)、晉江(英林鎮)、大田、大田(前路話)、潮州(府
城話)、潮州(漢語方音字匯)、揭陽(榕城話)、澄海、汕頭(汕頭市

區)、海豐(海城鎮)、陸豐(內湖鎮)、大埔元洲仔(香港新界福佬

話)、電白(霞洞鎮黎話)、遂溪、海康(雷城話) 

莆仙區 仙游(城關話)、莆田 

閩東區 古田、尤溪、馬祖、福州、福清、壽寧、福鼎、柘榮、福安、寧

德 

閩北區 崇安、崇安(崇城鎮城關話)、石陂、建陽(潭城鎮城關話)、松溪、

建甌、建甌(市志) 

閩中區 沙縣(城關話)、明溪(城關話)、三明(三元話)、永安 

瓊文區 澄邁 

廣西閩

語 平南(上渡雅埠)(廣西漢語方言) 

閩方言

島 中山(隆都)(珠江三角洲)、中山(隆都)(廣東閩方言)、中山(三鄉) 

海外閩

語 曼谷(潮州話)、馬來西亞(柔佛新山潮州話) 

邵將過

渡區 順昌、將樂(城關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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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粵語的方言點 

片 方言點 

廣府片 

樂昌、仁化、韶關、曲江(馬壩)、英德(浛洸)、英德、佛岡、清

遠、從化(城內)、花縣(花山)、桂平(縣城)、增城(縣城)、三水(西
南)、廣州、肇慶(高要)、佛山(市區)、番禺(市橋)、雲浮(雲城)、
南海(沙頭)、高明(明城)、順德(大良)、新田蕃田(圍頭話)、新興、

大埔三門仔(蜑家話)、大埔泰亨(圍頭話)、香港(市區)、西貢蠔涌

(圍頭話)、澳門(市區)、寧明(縣城)、北海(廉州鎮)、北海(南康鎮)、
北海(沙田鎮海邊話)、北海(市區白話)、北海(營盤鎮佤話) 

高陽片 百色(市內)、南寧(市內)、欽州(市內)、陽江、北海(市內) 

四邑片 鶴山(雅瑤)、江門(白沙)、新會(會城)、開平(赤坎)、斗門(上橫水

上話)、台山(台城)、斗門(斗門鎮)、恩平(牛江) 

勾漏片 

臨桂(五通)(土話)、融水(縣城)(土拐話)、連縣(清水)、平樂(張
家)(土話)、連山(布田)、宜州(德勝)(百姓話)、陽山、蒙山(西河)、
信都(鋪門)、懷集、百色(那畢)(平話)、廣寧、武宣(樟村)(伢話)、
封開(南豐)、四會、郁南(平台)、賓陽(新橋)(賓陽話)、德慶、貴

港(南江)、南寧(沙井)(平話)、羅定、北流(唐僚)、橫縣(縣城)、
扶綏(龍頭)(平話)、崇左(四排話)(平話)、博白(縣城) 

吳化片 靈山(縣城)、浦北(縣城) 

香山片 中山(石岐)、珠海(前山) 

莞寶片 東莞(莞城)、寶安(沙井)、香港(新界錦田) 

海外粵

語 馬來西亞(吉隆坡廣東話)、曼谷(廣府話) 

表 2-15 平話的方言點 

片 方言點 

桂北片 
寧遠(清水橋)、龍勝(紅瑤)、靈川(三街)、靈川(潭下)、桂林(朝陽)、
桂林(雁山竹園)、臨桂(兩江)、永福(桃城)、陽朔(驥馬)、臨桂(五
通)、融水(融水鎮)、平樂(青龍) 

桂南片 
富寧(剝隘)、百色(那畢)(平話音韻研究)、馬山(喬利)、田東(林
逢)、賓陽(蘆墟)、南寧(亭子)、橫縣(橫州)、扶綏(龍頭)、龍州(上
龍)、藤縣(藤城)、鬱林(福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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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客語的方言點 

片 方言點 

粵台片 

從化(呂田)、河源(廣東)、揭西(廣東)、河源(紫金縣柏埔鎮)、梅

縣(廣東)、惠州(市區)、東莞(清溪)(客贛方言調查報告)、東莞(清
溪)、深圳(沙頭角)、沙頭角麻雀嶺(香港新界)、西貢荔枝莊(香港

新界)、沙田赤泥坪(香港新界)、香港、屯門楊小坑(香港新界) 

粵北片 連南(廣東)、翁源(廣東) 

汀州片 寧化(福建)、長汀(福建)、武平(福建)、秀篆(福建詔安) 

寧龍片 寧都(江西)、寧都縣梅江鎮、石城、龍南、定南、全南、全南縣

城廂鎮 

于信片 于都、上猶縣社溪鄉江頭、贛縣(江西蟠龍鎮)、上猶(江西)、南

康、南康市蓉江鎮、大余(江西)、安遠縣欣山鎮、安遠 

銅桂片 

修水縣黃沙橋鄉、澡溪、平江(嘉義鎮)、三都(江西銅鼓)、銅鼓、

瀏陽(小河鄉)、醴陵(南橋鎮)、攸縣(漕泊鄉)、茶陵(桃坑鄉)、十

都(炎陵縣十都鄉)、井岡山、水口(炎陵縣水口鎮)、新田(冀村鎮)、
汝城(濠頭)、汝城(三江口)、汝城(三江口鎮)、宜章(關溪鎮)、江

華(未竹口鄉) 

粵西片 信宜思賀、信宜錢排、陽春三甲、高州新垌、廉江石角、陽西塘

口、電白沙琅、化州新安、廉江青平 

廣西客

語 

梧州西河(蒙山)、南寧馬山(片聯)、玉林興業(高峰鄉)、玉林容縣

(縣底鎮縣底村)、玉林北流(西埌鎮木棉村)、玉林北流(塘岸)、玉

林福綿(橋鎮新沙村)、玉林陸川(客贛方言調查報告)、玉林陸川

(橫山鄉四和村)、玉林博白(新田鎮村頭村) 

客語方

言島 中山(南蓢合水)、中山(五桂山、南蓈) 

海外客

語 曼谷(半山客話)、馬來西亞(柔佛士乃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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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其他土話的方言點 

區 方言點 

桂東桂北土話 富川(七都話)、富川(八都話)、鍾山(公安)、賀州(九都話) 

湘南土話 湖南(道縣)、江永城關(白水村)、江永城關(市區) 

粵北土話(韶州

土話) 
豐陽、星子、西岸、保安、連州 

第三節 小學堂的資料庫銜接機制 

若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小學堂是由幾十個資料庫網站組合而成，而

網站間彼此以字頭互相銜接。小學堂的資料庫網站如表 2-18，除了漢字古

今字資料庫（編號 2）、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編號 11）、甲骨文合集材料來

源表（編號 34）外，其他網站都可用字頭互相銜接。 
這些網站中，雖然聲韻資料庫居多，佔有 23 個（編號 11-33），但原

先其實只規畫了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這一個網站。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站的

檢索功能在小學堂中算是最強，2011 年 9 月剛開放使用時，已可提供 360
個聲韻系統（2016 年 8 月已增加至 425 個）做交叉查詢。然而漢字古今音

資料庫網站由於聲韻系統眾多，難以和小學堂其他網站銜接；而且有些檢

索需求的操作較為繁複，例如，若要一次查詢表 2-5 的 7 個上古音聲韻系

統。 
2013 年 1 月，小學堂楚系簡帛文字、小篆、金文及甲骨文資料庫陸續

完成後，文獻處理實驗室即著手將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拆分成上古音、中古

音、官話、晉語、吳語、徽語、贛語、湘語、閩語、粵語、平話、客語及

其他土話等資料庫（編號 12-24），並於 2013 年 4 月陸續完成。這些資料

庫網站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站共用同一份資料，可視為漢字古今音資料

庫的另一個使用界面，但是這些網站可用字頭一次查詢所有相關的聲韻系

統，並和小學堂其他網站銜接。 
至於編號 26-33 的韻書資料庫，除了切韻、廣韻外，其餘分別在 2014

年陸續完成，其中集韻最早完成，問題也最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框架，

是由《廣韻》的中古聲韻資料搭建而成，由於廣韻資料庫收字（音）25,528
個，由於又音的關係，不同的字形只有 19,551 個；集韻資料庫則收字（音）

51,871 個，不同的字形有 29,506 個，難以放在《廣韻》的框架中，只好暫

時獨立出來。因此，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中原音韻、

中州音韻及洪武正韻資料庫也都跟著獨立出來。為了一次能查詢所有韻書

的資料，另外又開發了韻書集成資料庫（編號 25），韻書集成資料庫和其

他韻書資料庫同樣也可用字頭和小學堂其他網站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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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 小學堂各資料庫網站 

編號 名稱 網址 
1 小學堂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 

2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 

3 小學堂甲骨文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aguwen 

4 小學堂金文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nwen 

5 小學堂楚系簡帛文字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uwenzi 

6 小學堂秦系簡牘文字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qinwenzi 

7 小學堂傳抄古文字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uanchao 

8 小學堂小篆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xiaozhuan 

9 小學堂字形演變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yanbian 

10 小學堂異體字表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variants 

11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12 小學堂上古音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shangguyin 

13 小學堂中古音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guyin 

14 小學堂官話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hua 

15 小學堂晉語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nyu 

16 小學堂吳語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wuyu 

17 小學堂徽語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huiyu 

18 小學堂贛語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ganyu 

19 小學堂湘語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xiangyu 

20 小學堂閩語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 

21 小學堂粵語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yueyu 

22 小學堂平話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pinghua 

23 小學堂客語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keyu 

24 小學堂其他土話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otherdialects 

25 小學堂韻書集成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yunshu 

26 小學堂切韻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qieyun 

27 小學堂廣韻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guangyun 

28 小學堂集韻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yun 

29 小學堂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libu 

30 小學堂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zengyun 

31 小學堂中原音韻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yuan 

32 小學堂中州音韻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zhongzhou 

33 小學堂洪武正韻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hongwu 

34 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o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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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的楷書資料庫其實是是隱藏在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編號 2）中，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同時也是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含楚系簡帛文字、

秦系簡牘文字及傳抄古文字）、小篆資料庫的進階查詢網站。秦系簡牘文

字（編號 6）、傳抄古文字（編號 7）及字形演變（編號 9）資料庫都是在

小學堂開放後，才開始進行開發。 
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資料庫（編號 34）不涉及漢字的形、音、義，

對小學堂而言，就是提供了一部線上工具書，可省去大家查閱書本的時

間。 
小學堂的資料庫銜接機制是將字頭置於資料庫網址的參數內，字頭則

可用字號或字形來表達。小學堂資料庫內部採用字號來銜接，至於小學堂

外部的網站，則建議使用字形來銜接。 
以下先以小學堂首頁為例，分別介紹字形及字號的銜接機制；其他資

料庫的銜接只須更換資料庫網址即可。 
小學堂首頁的網址為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若使用字形來銜

接小學堂首頁，可在網址的參數 char 後接上欲查詢的字形。例如，若要查

詢「學」字，可在小學堂首頁網址後面加上下列字串：?char=學，完整網

址如下：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學 
若是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瀏覽器時，需注意中文的部分要先轉成 U

TF8 編碼。同樣以「學」字為例，中文的部分轉成 UTF8，變成：%E5%A
D%B8，完整網址如下：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E5%AD%B8 
若有罕用字或電腦缺字，無法直接打出，可以半形圓括號包住該字之

部件代表其字形。例如欲以字形銜接「㮇」字，可在小學堂首頁網址後面

加上下列字串：?char=(木忝)，完整網址如下：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木忝) 
網址內的中文以 UTF8 編碼後，變為：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har=(%E6%9C%A8%E5%BF%9D)。 
以下說明如何以字號銜接小學堂首頁。小學堂裡每個楷書字形都有相

對應的楷書編號，即字號，其位置在小學堂首頁中每個字頭的前方。例如

在小學堂首頁查詢字形「學」，送出查詢後，字頭「學」前方有一數字 4184，
即是「學」字的字號。以字號銜接小學堂首頁的方式，是利用參數 kaiorder，
後接欲查詢的字號，以「學」字為例，網址後接的參數及值為： ?kaiorder= 
4184，完整的網址如下：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kaiorder=4184 
小學堂其他資料庫的銜接機制同小學堂首頁，只須把首頁銜接機制的

網址換成表 2-18 其他資料庫的網址即可。例如，若要以字形銜接小學堂甲

骨文資料庫的「學」字，可在甲骨文資料庫的網址後加上下列字串：?char
=學，完整網址為：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aguwen?char=學 
網址內的中文轉成 UTF8 後，變成：%E5%AD%B8，完整網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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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aguwen?char=%E5%AD%B8 
又例如，以字號銜接小學堂閩語資料庫的「學」字面，可在小學堂閩

語資料庫的網址後加上下列字串：?kaiOrder=4184，完整網址為：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kaiOrder=4184。 
表 2-18 的漢字古今字資料庫雖不能以字頭來銜接，但是此資料庫是所

有古漢字資料庫的進階查詢網站，因此也在網址列中提供參數 ccmapcode
以區別古漢字，ccmapcode 和古漢字的對應如表 2-19。 

表 2-19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網址參數 ccmapcode 和古漢字的對應 

ccmapcode 古漢字 銜接網址 
1 甲骨文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ccmapcode=1 

2 金文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ccmapcode=2 

4 小篆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ccmapcode=4 

5 楚系簡帛文字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ccmapcode=5 

6 秦系簡牘文字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ccmapcode=6 

7 傳抄古文字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ccmapcode=7 

第四節 小學堂的文字銜接機制 

小學堂收錄的古今文字超過 22 萬個，並分別建置甲骨文、金文、楚系

簡帛文字、秦系簡牘文字、傳抄古文字、小篆、異體字表、字形演變資料

庫，這些資料庫彼此再以字頭互相銜接。甲骨文、金文、楚系簡帛文字、

秦系簡牘文字及傳抄古文字資料庫的字頭是小篆，而小篆、異體字表、字

形演變資料庫的字頭則為楷書，至於小篆及楷書的對應，則參考《漢語大

字典》8，詳見〈如何使用電腦處理古今文字的銜接─以小篆為例〉9一文。 
以「莫」字為例，甲骨文資料庫的「莫」字如圖 2-3(a)，金文如圖 2-3(b)，

楚系簡帛文字如圖 2-3(c)，秦系簡牘文字如圖 2-3(d)，傳抄古文字如圖 2-3(e)，
小篆如圖 2-3(f)，字形演變如圖 2-3(g)，異體字表如圖 2-3(h)、圖 2-3(i)。
圖 2-3(e)的傳抄古文字字頭另標示「䒬」字，圖 2-3(f) 小篆字頭另標示「𦶛𦶛」

字，這兩個字都是「莫」的異體字，可見於圖 2-3(h)的異體字表。「莫」字

在異體字表中有兩組，圖 2-3(h) 「莫」為主體字，異體字包含「䒬」、「𦶛𦶛」

等字；圖 2-3(i) 「莫」為「暮」的異體字，因為「莫」也是「暮」的本字。 
 
 
 
 

8 徐中舒：《遠東．漢語大字典》（全八冊）〈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91 年〉 
9 如何使用電腦處理古今文字的銜接─以小篆為例：

http://proj1.sinica.edu.tw/~cdp/cdphanzi/documents/T920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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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a) 甲骨文資料庫的「莫」字 

圖 2-3(b) 金文資料庫的「莫」字 

圖 2-3(c) 楚系簡帛文字資料庫的「莫」字 

圖 2-3(d) 秦系簡牘文字資料庫的「莫」字 

21 
 



 

圖 2-3(e) 傳抄古文字資料庫的「莫」字 

圖 2-3(f) 小篆資料庫的「莫」字 

圖 2-3(g) 字形演變資料庫的「莫」字 

圖 2-3(h) 異體字表資料庫的「莫」字（主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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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體字表資料庫是以《漢語大字典》異體字表為基礎。《漢語大字典》

異體字表的編排是採用主體字統領異體字的方式，將同一主體字統領的簡

化字、古今字、全同異體字（指音義全同而形體不同的字）、非全同異體

字（指音義部分相同的異體字），集中在該主體字下編為一組。本資料庫

可透過主體字或是異體字中的古今字，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 
例如，圖 2-3(i)「暮」字可透過異體字「莫」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

又如「亏」字在異體字表中有兩組，除了在圖 2-4(a)中作為「于」的異體

字外，也可在圖 2-4(b)作為「虧」的簡化字，並可分別透過「于」、「虧」

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 

又如「創」字的異體字表如圖 2-5，「創」有「創傷」、「創造」二義；

「創傷」義的本字為「刅」，「創造」義的本字為「刱」。因此，「創」字可

分別透過異體字「刅」及「刱」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 
 
 

  

圖 2-3(i) 異體字表資料庫的「莫」字（異體字） 

圖 2-4(a) 「亏」作為「于」的異體字 

圖 2-4(b) 「亏」作為「虧」的簡化字 

圖 2-5 「創」的異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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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學堂的檢字機制 

小學堂的漢字檢索機制主要有字形檢字及字音檢字，另外古漢字還有

出處檢字。小學堂同時也提供字形、字音及出處的輔助輸入表，以利使用

者檢字。 

壹、字形檢字 

字形檢字是利用漢字的字形屬性來檢索，小學堂可使用的字形屬性有

部首、筆畫及部件。 

一、部首 

部首通常指的是《康熙字典》的 214 個部首，小學堂還可使用《說文

解字》的 540 個部首。例如，「衍」字在《說文解字》歸為「水」部，在

《康熙字典》則歸為「行」部。《康熙字典》的部首可用來檢索楷書，《說

文解字》的部首則可用來檢索小篆。《康熙字典》部首的輔助輸入表如圖

2-6，《說文解字》如圖 2-7。 

部首檢字可檢索單個或多個部首，例如，在「部首」欄位輸入「龜龍」，

即可檢索出部首為「龜」或「龍」的字。 

二、筆畫 

圖 2-6 《康熙字典》部首的輔助輸入表 

圖 2-7 《說文解字》部首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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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畫（數）是指字形包含部首的總筆畫數，例如，「字」為「6」畫。

筆畫檢字的機制如下： 
1. 筆畫檢字可同時檢索多個筆畫數，為了區別起見，筆畫數之間需

要加上半形逗號分隔。例如，在「筆畫」欄位中輸入「30,35,39」，
可檢索筆畫數為「30」、「35」或「39」畫的字形。 

2. 若要檢索筆畫數為某一區段的字，可輸入區段始尾之筆畫數，中

間以破折號隔開；例如，輸入「30-39」，可檢索筆畫數為 30 至 39
的字。 

三、部件 

部件是構成漢字的組件，例如，「沰」的部件為「氵石」。部件檢字的

機制如下： 
1. 部件檢字可檢索單個或多個部件，例如，在「部件」欄位中輸入

「氵石」，即可檢索出「沰」、「湱」、「硰」、「碆」、「磲」等同時包

含「氵」和「石」的字。 
2. 當部件為部首的附形，部件檢字另外提供了相似部件檢字選項，

可使用對應的部首來查詢，以利使用者輸入。例如，開啟相似部

件檢字功能時，部件「水石」也可檢索出「沰」、「湱」、「硰」、「碆」、

「磲」等字。 

貳、字音檢字 

字音檢字是利用漢字的字音屬性來檢索。傳統音韻學可將字音作層層

二分（如圖 2-8 所示）：先把聲調從字音中分開，再把字音分成聲母、韻母

兩部分，繼而分韻母為韻頭、韻身，韻身再分為韻腹、韻尾。10例如，「向」

的漢語拼音為 xiàng，聲調為去聲（第四聲），聲母為「x」，韻母為「iang」；
韻頭為「i」，韻身為「ang」；韻腹為「a」，韻尾為「ng」。 

聲調 

聲母 

韻母 

韻頭 
韻身 

韻腹 韻尾 

  

小學堂收錄的聲韻資料包括上古、中古、近代及現代，現代音又包含

國語及方言，這些聲韻資料的標注方式並不相同，因此檢索機制也不一

10 王寧：《漢字漢語基礎》〈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年〉，147 頁。 

圖 2-8 漢字的字音分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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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一、國語 

國語可用國語注音或漢語拼音標注，例如「向」的國語注音為「ㄒㄧ

ㄤˋ」，漢語拼音為「xiàng」。 

（一）國語注音 

國語注音的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9。 
1. 「國語注音」欄位可直接輸入國語注音符號檢索，聲調符號可直

接輸入「ˊˇˋ˙」（一聲無調號）的注音調號，或將輕聲符號以

「0」取代，一到四聲則分別以 1 到 4 表示。例如，「國」的注音

可輸入「ㄍㄨㄛˊ」或「ㄍㄨㄛ 2」。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注音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若想知道哪些字的注音為「ㄍㄨㄛˊ」或「ㄩˇ」，可直接

輸入「ㄍㄨㄛˊ,ㄩˇ」或「ㄍㄨㄛ 2,ㄩ 3」。 
3. 當只需檢索以某注音聲母開頭的字時，可用「*」代替不固定之韻

母及聲調，例如，只想檢索注音聲母為「ㄍ」的字時，可輸入「ㄍ

*」；同樣的，若只需檢索以某注音韻母結尾的字，可用「*」 代
替不固定之聲母及聲調，例如，只想檢索注音韻母為「ㄨㄛ」的

字時，可輸入「*ㄨㄛ*」。 

（二）漢語拼音 

漢語拼音的檢索機制和國語注音相同，只是使用的標音符號不同，說

明如下： 
1. 「漢語拼音」欄位可直接輸入漢語拼音符號檢索，聲調符號可直

接輸入「ˉˊˇˋ」（輕聲無調號）的拼音調號，或將輕聲以「0」
表示，一到四聲調號分別以 1 到 4 取代。例如，「國」的漢語拼音

可輸入「guó」或「guo2」。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拼音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若想知道哪些字的注音為「guó」或「yǔ」，可直接輸入「guó,yǔ」
或「guo2,yu3」。 

圖 2-9 國語注音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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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只需檢索以某聲母開頭的字時，可用「*」代替不固定之韻母及

聲調，例如，只想檢索拼音聲母為「g」的字時，請輸入「g*」；
同樣的，若只需檢索以某韻母結尾的字，可用「*」 代替不固定

之聲母及聲調，例如，只想檢索拼音韻母為「uo」的字時，可輸

入「*uo*」。 

二、方言 

方言的注音標注包括聲母、韻母、調值及調類四個屬性。聲母、韻母

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國際音標的輔助輸入表如圖 2-10。調值是聲調的實

際讀法，採用「五度制標調」來標注，即以 1、2、3、4、5 分別表示低、

半低、中、半高、高的聲調高度變化。調類是聲調的種類，是根據調值歸

納出來的，所有的字在一種語言或方言裡，能讀出幾種調值，這一方言就

有多少調類。11調類採用「四聲」標注，即平聲、上聲、去聲、入聲；四

聲又可根據聲母的清濁不同而分化為陰、陽兩調，從而形成陰平、陽平、

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八個調類，調類的輔助輸入表如圖

2-11。不同的方言有各自不同的調類和調值，可參考表 2-2012。以「哲」

字為例，濟南（官話）的聲母為「tʂ」、韻母為「ɤ」、調值為「213」、調類

為「陰平」；廈門（閩語）的聲母則為「t」、韻母為「iɛt」、調值為「32」、
調類為「陰入」。 

11 王寧：《漢字漢語基礎》〈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 年〉，171 頁。 
12 維基百科‧四聲：https://zh.wikipedia.org/wiki/四聲 

圖 2-10 國際音標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1 調類的輔助輸入表 

27 
 

                                                      



表 2-20 主要方言聲調對照表（維基百科‧四聲） 

表 2-20 的部分聲調並不包含調值，完整的調值資料可參考〈中國方言

調值總表〉13。以下說明聲母、韻母、調值及調類的檢字機制。 

（一）聲母 

13 中國方言調值總表：http://www.academia.edu/9215526/中国方言调值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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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母的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聲母檢索，例如，欲檢索哪些字的聲母為「p」，可在「聲

母」欄位輸入「p」。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聲母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若想知道哪些字的聲母為「p」或「k」，可輸入「p,k」。 
3. 欲檢索哪些字的聲母以「ʰ」結尾，可輸入「*ʰ」；欲檢索哪些字

的聲母包含「s」，可輸入「*s*」。 

（二）韻母 

韻母的檢索機制如下，和聲母相同。 
1. 直接輸入韻母檢索，例如，欲檢索哪些字的韻母為「a」，可在「韻

母」欄位輸入「a」。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韻母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若想知道哪些字的韻母為「a」或「ɛ」，可輸入「a,ɛ」。 
3. 欲檢索哪些字的韻母以「i」開頭，可輸入「i*」；欲檢索哪些字的

韻母以「ŋ」結尾，可輸入「ŋ*」；欲檢索哪些字的韻母包含「o」，
可輸入「*o*」。 

（三）調值 

調值的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調值檢索，例如，欲檢索哪些字的調值為「55」，可在「調

值」欄位輸入「55」。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調值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若想知道哪些字的調值為「42」或「55」，可輸入「42,55」。 

（四）調類 

調類的檢索機制如下: 
1. 調類的檢索採取關鍵字搜尋，例如，在清遠（粵語）的「調類」

欄位輸入「平」，可找出「陰平」及「陽平」的字。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調類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若想知道哪些字的調類為「陰平」或「陽平」，除了輸入「平」

外，也可輸入「陰平,陽平」。 

三、中古音及近代音 

中古音以《廣韻》為代表，《廣韻》的體例如下： 
1. 依平聲、上聲、去聲、入聲，共分 206 韻。 
2. 每韻的名稱叫作韻目，為該韻的第一字；同韻字指的是韻身（韻

腹及韻尾）和聲調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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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反切來記音。反切是一種用上字表示聲母，下字表示韻母和聲

調的一種記音方式。 
4. 又音是指一個字的其他讀音，體例為「又音某」；又切則為一個字

的其他切語，體例為「又某某切」。 
《集韻》、《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增修互注禮部韻略》等其他中古

音韻書體例和《廣韻》相同，只是韻目用字稍有不同。 
近代音的韻書，除了《洪武正韻》的體例仍和《廣韻》相同外（但只

分 76 韻），《中原音韻》、《中州音韻》已有顯著差異。《中原音韻》的體例

如下 14： 
1. 韻目分部不論聲調，共分 19 個韻部，每個韻部下包括平、上、去

韻字，平聲分為陰、陽，上、去不分，入聲字分別附於平、上、

去聲之後。 
2. 同一聲調的字分為各個不同的同音字組，或稱小韻。每個同音字

組用一個常用字打頭，不注反切，字組內的字聲母、韻母完全相

同。 
《中州音韻》的體例如下： 
1. 韻目分部不論聲調，共分 19 個韻部，和《中原音韻》相同，只改

「侵尋」為「尋侵」而已。每個韻部下包括平、上、去韻字，入

聲字分別附於平、上、去聲之後。 
2. 用反切來記音。 
3. 少數沒有反切的字，改用音或叶音來標音。例如，「菊，音矩」，「桶，

叶通上聲」。 
廣韻資料庫的字音屬性，除了聲調、韻目、反切外，還多了攝、字母、

開合、等第及清濁，分別說明如下： 
1. 攝，又叫韻攝，攝是統攝之意，意指將近韻歸納統攝於同一攝之

下，《廣韻》的 206 韻可歸納為十六攝。 
2. 字母，是後人針對韻書注音中的聲母部分，加以研究歸納而成，

也就是聲母之分類，廣韻資料庫的字母有 42 個。 
3. 開合，是開口和合口的合稱，若某字沒有介音（韻頭），則屬開口；

若存在介音，則屬合口。 
4. 等第，是指韻母的分等，分為一、二、三、四等，現在普遍認為

韻母的分等是對韻母中介音的有無和韻腹開口度大小和發音部位

前後的分析。 
5. 清濁，是清音和濁音的合稱，語音學中將發音時聲帶振動者稱為

濁音，聲帶不振動者稱為清音；中古漢語細分為全清、次清、全

濁、次濁四類。 
集韻、洪武正韻資料庫的的字音屬性，另有聲類一項，說明如下： 
1. 聲類，即反切上字的分類。 
2. 集韻資料庫的聲類有白滌洲的 39 聲類及邵榮芬的 40 聲類。 

14維基百科‧中原音韻：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原音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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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洪武正韻資料庫的聲類則是應裕康的 31 聲類。 
中古音、近代音也可用擬音，擬音則用國際音標標注。另外，魏晉南

北朝的聲韻系統（見表 2-6）目前只有韻部資料，魏分 34 部，晉分 37 部，

宋北魏前期分 40 部，北魏後期北齊分 45 部，齊梁陳北周隋分 51 部。中

古音、近代音各資料庫的檢字機制，分別說明如下。 

（一）聲調 

廣韻、集韻、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及洪武正韻的

聲調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12(a)。 
1. 直接輸入聲調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的聲調屬於

「平」聲，可在「聲調」欄位輸入「平」。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聲調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廣

韻》中哪些字屬於「平」聲或「去」聲，可輸入「平去」。 

中原音韻、中州音韻的聲調檢索機制如下，中原音韻的輔助輸入表如

圖 2-12(b)、中州音韻如圖 2-12(c)。 
1. 直接輸入聲調檢索，例如，欲檢索《中原音韻》中哪些字的聲調

屬於「上聲」，可在「聲調」欄位輸入「上聲」。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聲調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欲檢索《中原音韻》中哪些字的聲調屬於「上聲」或「入

聲作上聲」，可輸入「上聲,入聲作上聲」 

（二）韻目及韻部 

圖 2-12(a) 廣韻聲調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2(b) 中原音韻聲調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2(c) 中州音韻聲調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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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韻、集韻、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及洪武正韻的

韻目（或韻部）檢索機制如下，廣韻的韻目輔助輸入表如圖 2-13(a)，集韻

如圖 2-13(b)，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如圖 2-13(c)、洪武

正韻的韻部輔助輸入表如圖 2-13(d)。 
1. 直接輸入韻目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屬於「冬」

韻，可在「韻目」欄位輸入「冬」。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韻目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廣

韻》中哪些字屬於「冬」韻或「止」韻，可輸入「冬止」。 
 

圖 2-13(a) 廣韻韻目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3(b) 集韻韻目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3(c) 禮部韻略韻目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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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音韻、中州音韻的韻部檢索機制如下，中原音韻的輔助輸入表如

圖 2-14(a)、中州音韻如圖 2-14(b)。 
1. 直接輸入韻部檢索，例如，欲檢索《中原音韻》中哪些字屬於「寒

山」韻，可在「韻部」欄位輸入「寒山」。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韻部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欲檢索《中原音韻》中哪些字屬於「寒山」或「桓歡」韻，

可輸入「寒山, 桓歡」。 

魏晉南北朝聲韻系統的韻部檢索機制，魏、晉同廣韻，其他同中原音

韻。魏韻部的輔助輸入表如圖 2-15(a)，晉如圖 2-15(b)，宋北魏前期如圖

2-15(c)，北魏後期北齊如圖 2-15(d)，齊梁陳北周隋如圖 2-15(e)。 

圖 2-13(d) 洪武正韻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4(a) 中原音韻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4(b) 中州音韻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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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a) 魏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5(b) 晉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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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c) 宋北魏前期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5(d) 北魏後期北齊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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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攝 

廣韻攝的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16。 
1. 直接輸入攝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屬於「通」攝，

可在「攝」欄位輸入「通」。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攝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廣

韻》中哪些字屬於「通」攝或「江」攝，可輸入「通江」。 

（四）字母及聲類 

廣韻、中原音韻及洪武正韻的字母檢索機制如下，廣韻字母的輔助輸

入表如圖 2-17(a)，中原音韻如圖 2-17(b)，洪武正韻如圖 2-17(c)。 
1. 直接輸入字母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的字母屬於

圖 2-16 廣韻攝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5(e) 齊梁陳北周隋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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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可在「字母」欄位輸入「幫」。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字母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廣

韻》中哪些字的字母屬於「幫」或「非」，可輸入「幫非」。 

集韻及洪武正韻的聲類檢索機制同廣韻的字母，集韻的白滌洲聲類輔

助輸入表如圖 2-18(a)、邵榮芬聲類如圖 2-18(b)，洪武正韻的輔助輸入表如

圖 2-18(c)。 
 
 
 

圖 2-17(a) 廣韻字母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7(b) 中原音韻字母的輔助輸入表 

圖 2-17(c) 洪武正韻字母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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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a) 集韻的白滌洲聲類輔助輸入表 

圖 2-18(b) 集韻的邵榮芬聲類輔助輸入表 

圖 2-18(c) 洪武正韻的聲類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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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開合 

廣韻的開合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19。 
1. 直接輸入開合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屬於「開口」，

可在「開合」欄位輸入「開」；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屬於「合

口」，可在「開合」欄位輸入「合」 
2. 若同時輸入「開合」，跟什麼都不輸入的檢索結果相同。 
 

（六）等第 

廣韻的等第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20。 
1. 直接輸入中文數字的「一二三四」，或是阿拉伯數字的「1234」檢

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屬於一等，可在「等第」欄

位輸入「一」或「1」。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等第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廣

韻》中哪些字屬於一等或三等，可輸入「一三」或「13」。 

（七）清濁 

廣韻、中原音韻及洪武正韻的清濁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21。 
1. 直接輸入清濁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屬於「全清」，

可在「清濁」欄位輸入「全清」。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清濁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屬於「全清」或「次清」，可輸入

「全清, 次清」。 
3. 若在「清濁」欄位只輸入「清」，系統會自動檢索「全清」及「次

清」；若只輸入「濁」，亦會自動檢索「全濁」及「次濁」。 
 

圖 2-19 廣韻開合的輔助輸入表 

圖 2-20 廣韻等第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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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字、下字、又音、又切、叶音及音 

上字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上字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的上字為「息」，

可在「上字」欄位輸入「息」。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上字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廣

韻》中哪些字的上字為「息」或「居」，可輸入「息居」。 
下字的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下字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的下字為「弓」，

可在「下字」欄位輸入「弓」。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下字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廣

韻》中哪些字的下字為「弓」或「良」，可輸入「弓良」。 
廣韻、洪武正韻的又音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又音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的又音為「紅」，

可在「又音」欄位輸入「紅」。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又音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廣

韻》中哪些字的又音為「紅」或「東」，可輸入「紅東」。 
廣韻、洪武正韻的又切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又切檢索，例如，欲檢索《廣韻》中哪些字的又切為「丁

果」，可在「又切」欄位輸入「丁果」。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又切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若想知道《廣韻》中哪些字的又切為「丁果」或「直珍」，

可輸入「丁果,直珍」。 
3. 當只需檢索某個又切上字時，可用「*」代替不固定之又切下字，

例如，只想檢索又切上字有「丁」的字時，可輸入「丁*」；同樣

的，當只需檢索某個又切下字時，可用「*」 代替不固定之又切

上字，例如，只想檢索又切下字有「果」的字時，可輸入「*果」。 
4. 當只輸入一個字時，系統會視為只檢索又切上字。例如，當只輸

入一個字「丁」時，所得出的檢索的結果和輸入「丁*」是一樣的。 
中州音韻的叶音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叶音字，不需輸入聲調。例如，欲檢索《中州音韻》中

哪些字的叶音為「潛」，可在「叶音」欄位輸入「潛」。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又音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索

《中州音韻》中哪些字的叶音為「潛」或「豈」，可輸入「潛豈」。 
中州音韻的音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用來注音的字。例如，欲檢索《中州音韻》中哪些字以

圖 2-21 清濁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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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為音，可在「音」欄位輸入「矩」。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注音字時，不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如，欲檢

索《中州音韻》中哪些字的以「矩」或「縹」為音，可輸入「矩

縹」。 

（九）擬音 

中古音、近代音各聲韻資料庫的擬音，聲母及韻母皆以國際音標來標

注，聲母及韻母的檢索機制及輔助輸入表可參考方言。 

四、上古音 

上古音的聲韻系統可參考表 2-5，聲韻屬性包括聲母、韻母及韻部，

聲母、韻母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在時代方面可分為先秦及兩漢，先秦的

高本漢系統只有聲母及韻母，兩漢系統則只有韻部。聲母及韻母的檢索機

制可參考方言，韻部的檢索機制可參考中古音或近代音。王力系統的韻部

輔助輸入表如圖 2-22(a)，董同龢系統如圖 2-22(b)，周法高系統如圖 2-22(c)，
李方桂系統如圖 2-22(d)，西漢如圖 2-22(e)，東漢如圖 2-22(f)。 

 

圖 2-22(a) 王力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圖 2-22(b) 董同龢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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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c) 周法高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圖 2-22(d) 李方桂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圖 2-22(e) 西漢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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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出處檢字 

出處檢字是利用古漢字的出處屬性來檢索，以下依甲骨文、金文及戰

國文字分別說明，小篆因屬規範文字，不須標明出處。 

一、甲骨文 

甲骨文的出處屬性有舊著錄及合集號。舊著錄是《甲骨文編》15所收

錄甲骨的原始材料來源簡稱，根據《甲骨文編》所附引書簡稱表所記載，

共收錄有 40 本，例如，「鐵」代表《鐵雲藏龜》，「鐵 148.1」代表《鐵雲

藏龜》的第 148.1 號圖版。合集號乃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輯《甲

骨文合集》16圖版之編號，例如，「合 10308」即為《甲骨文合集》第 10308
號圖版。 

舊著錄的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23。 
1. 直接輸入書名簡稱，可篩選出材料來源為該書的甲骨文。例如，

在「舊著錄」欄位輸入「鐵」，可檢索出自《鐵雲藏龜》的甲骨文。 
2. 欲以某書之原始編號進行查詢時，可於簡稱之後加入其他數字（視

原書的體例而定）。例如，輸入「鐵 148」時，可檢索《鐵雲藏龜》

第 148 頁之所有圖版，輸入「鐵 148.1」時，只檢索《鐵雲藏龜》

之第 148.1 號圖版。 
3.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出處時，為求區隔，中間需要加上半形逗號分

隔。例如，輸入「鐵 148,佚」，即可查出材料來源為《鐵雲藏龜》

第 148 頁或《殷契佚存》的甲骨文。 
合集號的檢索機制如下。 

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甲骨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2004 年重印〉 
16 郭沫若主编、胡厚宣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輯工作組集體編輯：

《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1978-1982 年〉 

圖 2-22(f) 東漢韻部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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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輸入合集號，例如，欲檢索合集號 10308 的甲骨文，只須在

「合集號」欄位輸入「10308」即可。 
2. 欲檢索 1 組以上的合集號，為求區隔，中間需要加上半形逗號分

隔。例如，輸入「10308,37497」，即可檢索合集號為「10308」或

「37497」的甲骨文。 
3. 欲檢索某一區段的字，可輸入區段始尾之合集號，中間以破折號

隔開。例如，輸入「10001-10003」，可檢索《甲骨文合集》第 10001
號圖版至第 10003 號圖版收錄的甲骨文。 

二、金文 

金文的出處屬性有器號、器名及時代。器號是《殷周金文集成》17所

編列的器物號碼，例如「集成 5292」即為《殷周金文集成》第 5292 號器。

器名是金文原銘刻所在器物之名稱，金文資料庫所列器名並非完全遵照

《金文編》18之器物命名，而是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修訂之成果。

時代是指金文銘刻器物之推估時代，金文資料庫所列時代是由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提供。 
器號的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器號，例如，欲檢索「集成 5292」所收錄的金文，只需

在「器號」欄位輸入「5292」即可。 
2. 欲檢索1組以上的器號，為求區隔，中間需要加上半形逗號分隔。。

例如，輸入「5292,10175」，可檢索器號「5292」和「10175」所

收錄的金文。 
3. 欲檢索某一區段的字號，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器號，中間以破折號

隔開。例如，輸入「100-102」，可檢索《殷周金文集成》第 100
號器至第 102 號器收錄的金文。 

器名的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器名，例如，欲檢索哪些金文出自「毛公鼎」，可在「器

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2007 年〉 
18 容庚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金文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 

圖 2-23 甲骨文舊著錄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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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欄位輸入「毛公鼎」。 
2. 欲檢索 1 個以上的器名，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

如，欲檢索哪些金文出自「毛公鼎」或「貉子卣」，可輸入「毛公

鼎,貉子卣」。 
3. 只需檢索器名的某部分，可用「*」代替不固定的部分。例如，只

想檢索器名中以「貉子」開頭的器物時，可輸入「貉子*」；欲檢

索器名中任一部分包含「貉子」的器物時，可輸入「*貉子*」；又

如，欲檢索所有「卣」這種器物類型所收錄的金文時，可輸入「*
卣」。 

時代的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24。 
1. 直接輸入時代，例如，欲檢索春秋早期的金文，可在「時代」欄

位輸入「春秋早期」。 
2. 欲檢索 1 個以上的時代，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

如，欲檢索「春秋早期」或「春秋中期」的金文，可輸入「春秋

早期,春秋中期」。 
3. 欲檢多個相關的時代，可在時代前後加*號。例如，輸入「*春秋

中期*」可檢索「春秋中期」、「春秋中期或晚期」和「春秋中期偏

晚」。 

三、戰國文字 

小學堂戰國文字資料庫包括楚系簡帛文字、秦系簡牘文字及傳抄古文

字資料庫。楚系簡帛文字的出處是指《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19所收

錄楚系簡帛文字的出處引書簡稱，秦系簡牘文字的出處是指《睡虎地秦簡

文字編》20所收錄秦系簡牘文字的出處引書簡稱，傳抄古文字的出處是指

《傳抄古文字編》21所收錄傳抄古文字的出處引書簡稱。 
楚系簡帛文字出處的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25。 

19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 年〉 
20 張守中：《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文物出版社，1994 年〉 
21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綫裝書局，2006 年〉 

圖 2-24 金文時代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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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接輸入出處引書簡稱。例如，欲檢索「荊門郭店楚墓竹簡」的

楚系文字，可在「出處」欄位輸入「郭」；欲檢索「荊門郭店楚墓

竹簡．語叢」（包含語叢一～語叢四）的楚系文字，可輸入「郭.
語」。 

2. 欲檢索 1 個以上的出處，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

如，欲檢索「江陵天星觀一號墓卜筮簡」及「江陵天星觀一號墓

遣策簡」的楚系文字，可輸入「天卜,天策」。 

秦系簡牘文字出處的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26。 
1. 直接輸入出處引書簡稱。例如，欲檢索「睡虎地秦簡文字編.語書」

的秦系文字，可在「出處」欄位輸入「睡.語」；欲檢索「睡虎地

秦簡文字編.日書」（包含日書甲種、日書乙種）的秦系文字，可

輸入「睡.日」。 
2. 欲檢索 1 個以上的出處，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

如，欲檢索「睡虎地秦簡文字編.日書甲種」及「睡虎地秦簡文字

編.語書」的秦系文字，可輸入「睡.日甲,睡.語」。 

傳抄古文字出處的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27。 
1. 直接輸入出處引書簡稱。例如，欲檢索「集篆古文韻海」的傳抄

古文字，可在「出處」欄位輸入「海」。 
2. 欲以某書之原始編號進行查詢，可於簡稱之後加入其他數字（視

原書的體例而定）。例如，輸入「海 5」時，可檢索《集篆古文韻

海》第 5 卷的傳抄古文字；輸入「海 5.10」時，可檢索《集篆古

文韻海》第 5 卷第 10 頁的傳抄古文字。 
3. 欲檢索 1 個以上的出處，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

如，欲檢索《集篆古文韻海》第 3 卷和第 5 卷的傳抄古文字，可

輸入「海 3,海 5」。 

圖2-25 楚系簡帛文字出處的輔助輸入表 

圖2-26 秦系簡牘文字出處的輔助輸入表 

46 
 



肆、其他檢字 

小學堂仍有其他檢字機制，無法歸入字形、字音或出處，這些檢字機

制包括字號、頁碼、卷數及重文。 

一、字號 

字號即是字頭的編號，通常是依字頭出現順序來編號。例如，《甲骨

文編》第一個字「一」的字號為 1，第二個字「元」的字號為 2。小學堂

的主要參考字書中，只有《甲骨文編》、《金文編》及《說文解字詁林》22提

供字號。小學堂各字形及字音資料庫都有各自的字號，這些字號和主要參

考字書的字號是一致的；若主要參考字書不提供字號，則自行依字頭出現

順序來編號。提供字號檢字有利於資料庫開發時的內部測試，一般使用者

也可根據檢索出的字形，利用該字字號檢索前後字的相關資訊。 
以甲骨文為例，字號的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字號。例如，欲檢索字號為 2 的甲骨文，可在「字號」

欄位輸入「2」。 
2. 欲檢索 1 個以上的字號，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例

如，輸入「1,3,6」可檢索字號 1 的「一」字、3 的「天」字，以

及 6 的「帝」字。 
3. 欲檢索某一區段的字，可輸入區段始尾之字號，中間以破折號隔

開。例如輸入「1-6」，可檢索字號 1 至 6 的字。 

二、頁碼 

字頭也可用頁碼資訊來標示。小學堂古漢字資料庫的頁碼資訊包括頁

碼、行數、字序，頁碼、行數可表達字頭，字序可表達字頭下的某個字形。

甲骨文、戰國文字、小篆資料庫只用到頁碼、行數，金文資料庫的金文隸

定由於和《金文編》差異較大，故部分金文無法依原字號或原字頭查詢，

此時即可用字序來標示。以金文為例，頁碼的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輸入頁碼，若該頁有 2 個以上的字頭，則預設檢索該頁第 1

行所對應的字頭。例如「頁碼」欄位輸入「303」，可檢索《金文

22 楊家駱主編：《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全十二冊）〈臺北：鼎文書局，1994
年〉 

圖 2-27 傳抄古文字出處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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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第 303 頁第 1 行所對應的「箙」字。 
2. 輸入「頁碼.行數」，頁碼和行數之間須以半形「.」隔開。例如，

輸入「303.6」，即可查出《金文編》第 303 頁第 6 行所對應的「箕」

字。 
3. 輸入「頁碼.行數.字序」，頁碼、行數和字序之間須以半形「.」隔

開。例如，輸入「141.4.3」，即可查出《金文編》第 141 頁第 4
行第 3 個金文，此字在《金文編》隸定為「訊」，但在金文資料庫

已修訂為「拘」字。 

三、卷數 

小篆資料庫主要參考《說文解字》，《說文解字》共分 14 卷，每卷又

分上、下。小篆以外的古漢字資料庫，主要的參考字書也都沿用《說文解

字》分成 14 卷，但各卷不再分上下。小篆的卷數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以阿拉伯數字輸入卷數。例如，欲檢索《說文解字》卷 1 的

小篆，可在「卷數」欄位輸入「1」；若輸入「1 下」，可檢索《說

文解字》卷 1 下的小篆。 
2. 欲檢索的卷數為 1 筆以上時，為了區別起見，卷數之間需要加上

半形逗號分隔。例如，輸入「1,3 上」，可檢索《說文解字》卷 1
及卷 3 上的小篆。 

3. 欲檢索某一區段的小篆，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卷數，中間以破折號

隔開。例如輸入「1-3 上」，可檢索《說文解字》卷 1 至卷 3 上的

小篆。 
小篆以外的古漢字資料庫，以甲骨文為例，其卷數檢索機制如下： 
1. 直接以阿拉伯數字輸入卷數。例如，欲檢索《甲骨文編》卷 1 的

甲骨文，可在「卷數」欄位輸入「1」。 
2. 欲檢索的卷數為 1 筆以上時，為了區別起見，卷數之間需要加上

半形逗號分隔。例如，輸入「1,3」，可檢索《甲骨文編》卷 1 及

卷 3 的甲骨文。 
3. 欲檢索某一區段的甲骨文，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卷數，中間以破折

號隔開。例如，輸入「1-3」，可檢索《甲骨文編》卷 1 至卷 3 的

甲骨文。 

四、重文 

重文是指一個字的不同寫法，依《說文解字》整理歸納為七類。小篆

資料庫可使用重文的類別來檢索，重文的檢索機制如下，輔助輸入表如圖

2-28。 
1. 請直接輸入重文類別。例如，欲檢索哪些字屬於「說文奇字」，可

在「重文」欄位輸入「說文奇字」。 
2. 欲檢索 1 類以上的重文時，為求區隔，中間需以半形逗號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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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欲檢索哪些字屬於「說文奇字」或「說文俗字」，可輸入「說

文奇字,說文俗字」。 

伍、綜合檢字 

以上的字形檢字、字音檢字、出處檢字及其他檢字，都可進行多欄位

的交叉檢索。楷書的檢索欄位如表 2-21、古漢字如表 2-22，廣韻等韻書的

檢索欄位如表 2-23，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除廣韻以外的各聲韻系統（見表 2-5
至表 2-17）的檢索欄位如表 2-24。在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檢索界面中，由

於甲骨文等古漢字可以和楷書進行交叉檢索，因此楷書的檢索欄位也可用

來檢索古漢字。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檢索界面中，表 2-24 各聲韻系統除

了彼此間可交叉檢索外，還可和廣韻資料庫進行交叉檢索。 

表 2-21 楷書的檢索欄位 

檢字類別 檢索欄位 

字形檢字 字形、部首、筆畫、部件 

字音檢字 
國語注音、漢語拼音、中古聲調、中古韻目、中古字

母、反切、上古韻部 

其他檢字 字號 

表 2-21 至表 2-24 的「字形」欄位，指的是使用者自行輸入的字形。

韻書資料庫的「字形」欄位，可同時輸入多個字形。例如，利用漢字古今

音資料庫進行廣韻及隋唐董同龢擬音系統的交叉查詢，在「字形」欄位輸

入杜甫《秋興八首》之四的頸聯：「直北關山金鼓震，征西車馬羽書馳」，

由圖 2-29 的檢索結果可看出，「直北」同屬入聲，「征西」同屬平聲，「關

山」疊韻 23，「金鼓」雙聲，「車馬」疊韻，「羽書」疊韻。 
  

23 「關」字屬「刪」韻，「山」字屬「山」韻，《廣韻》註刪山同用，顯示此兩韻

已屬同音，可通押，因此「關山」是主要元音、韻尾相同的疊韻字。 

圖 2-28 小篆重文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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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 古漢字的檢索欄位 

古 漢 字 

檢索欄位 

字形檢字 出處檢字 其他檢字 

字

形 

部

首 
部件 

合

集

號 

舊

著

錄 

器

號 

器

名 

時

代 

出

處 

字

號 

頁

碼 

卷

數 

重

文 

甲 骨 文 ○  ○ ○ ○     ○ ○ ○  

金 文 ○  ○   ○ ○ ○  ○ ○ ○  

楚系文字 ○  ○      ○ ○ ○ ○  

秦系文字 ○        ○ ○ ○ ○  

傳抄文字 ○        ○ ○ ○ ○  

小 篆 ○ ○ ○       ○ ○ ○ ○ 

表 2-23 韻書的檢索欄位 

韻 書 
檢索欄位 

字

號 

字

形 

部

件 

聲

調 
攝 

韻

目 

韻

部 

字

母 

聲

類 

開

合 

等

第 

清

濁 

上

字 

下

字 

又

音 

又

切 

叶

音 
音 

擬

音 

廣 韻 ○ ○ ○ ○ ○ ○  ○  ○ ○ ○ ○ ○ ○ ○   ○ 

集 韻 ○ ○ ○ ○ ○ ○   ○ ○ ○ ○ ○ ○     ○ 

禮部韻略 ○ ○ ○ ○  ○       ○ ○      

中原音韻 ○ ○ ○ ○   ○ ○    ○       ○ 

中州音韻 ○ ○ ○ ○   ○      ○ ○   ○ ○  

洪武正韻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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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除廣韻以外的各聲韻系統的檢索欄位 

分期 聲韻系統 
檢索欄位 

字號 字形 韻部 聲母 韻母 調號 調值 

上 

古 

音 

先

秦 

高本漢 ○ ○  ○ ○   

王力 ○ ○ ○ ○ ○   

董同龢 ○ ○ ○ ○ ○   

周法高 ○ ○ ○ ○ ○   

李方桂 ○ ○ ○ ○ ○   

兩

漢 

西漢 ○ ○ ○     

東漢 ○ ○ ○     

中 

古 

音 

魏

晉

南

北

朝 

魏 ○ ○ ○     

晉 ○ ○ ○     

宋北魏前期 ○ ○ ○     

北魏後期北齊 ○ ○ ○     

齊梁陳北周隋 ○ ○ ○     

隋

唐 

高本漢 ○ ○  ○ ○   

王力 ○ ○  ○ ○   

董同龢 ○ ○  ○ ○   

周法高 ○ ○  ○ ○   

李方桂 ○ ○  ○ ○   

現 

代 

音 

方

言 

官話 ○ ○  ○ ○ ○ ○ 

晉語 ○ ○  ○ ○ ○ ○ 

吳語 ○ ○  ○ ○ ○ ○ 

徽語 ○ ○  ○ ○ ○ ○ 

贛語 ○ ○  ○ ○ ○ ○ 

湘語 ○ ○  ○ ○ ○ ○ 

閩語 ○ ○  ○ ○ ○ ○ 

粵語 ○ ○  ○ ○ ○ ○ 

平話 ○ ○  ○ ○ ○ ○ 

客語 ○ ○  ○ ○ ○ ○ 

其他土話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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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學堂的字形處理機制 

如前所述，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是由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及漢字古今音

資料庫組成，而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前身即為漢字構形資料庫。漢字古今

音資料庫建置之初，中文字碼採用 Big5，後改用 Unicode；漢字構形資料

庫的中文字碼則一直採用 Big5，並且使用構字式及風格碼來解決古今漢字

的編碼問題，這個模式也為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所沿用。關於 Big5 及 Unicode
的收錄字數及相關資訊，可參考表 2-25；Unicode 在 Windows 實際的應用

狀況可參考表 2-26。24構字式及風格碼可參考表 2-27、表 2-28，詳細的說

明可見技術報告《漢字構形資料庫的研發與應用》。 

24 Big5、Unicode 中文字集總整理：

http://terryhung.pixnet.net/blog/post/24828008-big5、unicode-中文字集總整理 

疊韻 

疊韻 

平聲 

入聲 

疊韻 

雙聲 

圖 2-29 廣韻及隋唐董同龢擬音系統的交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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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5 Big5 及 Unicode 的收錄字數及相關資訊 

 Big5 CJK CJK 
Ext-A 

CJK 
Ext-B 

CJK 
Ext-C 

CJK 
Ext-D 

CJK 
Ext-E 

發表時間 1984 1993 2000 2001 2009 2010 2015 
收納漢字
字數 13,060 20,902 6,582 42,711 4,149 222 5,762 

Unicode 
版本 - 1.0 3.0 3.1 5.2 6.0 8.0 

Unicode 
累積字數 - 20,902 27,484 70,195 74,344 74,566 80,328 

每個字元 
佔用長度 2 位元組 2 位元組 2 位元組 4 位元組 4 位元組 4 位元組 4 位元組 

Windows 
新細明體 
版本需求 

任何版本 
3.21 
及其以後
版本 

5.03 
及其以後
版本 

新細明體
-ExtB 
1.05 及
其以後 

新細明體
-ExtB 
7.01 及
其以後 

新細明體
-ExtB 
7.01 及
其以後 

尚未支援 

表 2-26 Windows 預設的新細明體版本 

作業系統版本 字型名稱 檔案大小 版本 

Windows 95 細明體 6171 KB 15 May, 1966: 2.00, second release 

Windows NT 4.0 細明體 6171 KB 15 May, 1966: 2.00, second release 

Windows 98 細明體 6902 KB Version 2.10 

Windows 2000 細明體 8617 KB Version 3.21 

Windows ME 細明體 8436 KB Version 3.00 

Windows XP 細明體 8617 KB Version 3.21 

Windows 2003 細明體 8623 KB Version 3.21 

Windows Vista 
細明體 26.2 MB Version 6.02 
細明體-ExtB 32.2 MB Version 5.00 

Windows 7 
細明體 30.7 MB Version 7.00 
細明體-ExtB 32.2 MB Version 7.00 

Windows 8/8.1 
細明體 26.2 MB Version 7.01 
細明體-ExtB 35.0 MB Version 7.01 

Windows 10 
細明體 26.1 MB Version 7.02 
細明體-ExtB 35.0 MB Version 7.01 

新細明體更新套件 
細明體 22.8 MB Version 5.03 
細明體-ExtB 30.8 MB Version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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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 構字符號及構字式 

構字符號 說 明 構字式 

形標 
 為字形標示的起點， 表示結束，部件則
包夾於其中。 

寶＝ 宀王缶貝  
 

定
位
符
號 

連
接
符
號 

 橫連─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左至右 謝＝言 射 

 直連─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上至下 霜＝雨 相 

 包含─當部件的組合順序為由外至內 圓＝囗 員 

重
疊
符
號 

 兩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林＝ 木 

 兩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棗＝ 朿 

 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 子 

 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 小 

 三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三角狀排列 轟＝ 車 

 四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左至右 ＝ 㮇 

 四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由上至下 ＝一 

 四個相同部件的組合方式為四角狀排列 燚＝ 火 

表 2-28(a) 古漢字「員」的風格碼 

古 漢字 風 格 碼 古 漢 字 風 格 碼 
 員 合集 10978   員 集成 6432  
 員 英 1782   員 集成 6432;2  
 員 集成 5861   員 集成 2789  
 員 集成 5966   員 秦 1.2  

 員 集成 9367   員 說文  

 員 集成 9534   員 說文籀文  

表 2-28(b) 古漢字的風格碼 

古漢字 楷 定 風 格 碼 古漢字 楷 定 風 格 碼 
  宀貝 合集 35249    亻水示 天卜  
  臣戈 合集 6404 反    囂灬 包 2.257  
  金須 集成 4388    土則 說文  
  木吹 集成 3687    大亘 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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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中文字碼的轉換問題之前，有一個技術問題應先說明。漢字構

形資料庫 1.0 版於 1998 年釋出，當時的作業系統是 Microsoft Windows 98
中文版，內碼採用 Big5；漢字構形資料庫 2.7 版於 2011 年釋出，作業系統

為 Windows 7，而內碼自 Windows 2000 起早已改用 Unicode，為何漢字構

形資料庫的 Big5 版卻還能持續在 Unicode 環境下運作？這主要是因為

Unicode 已收納 Big5 的所有漢字，Windows 會根據字碼對應，自動將 Big5
轉成 Unicode。然而漢字構形資料庫利用 Big5 造字區增補了構字符號及大

量部件外字，這些缺字又該如何轉換？Unicode 其實也提供了一塊私人使

用區，Windows 也會將 Big5 造字區的字碼自動轉換到 Unicode 的私人使用

區。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中文字碼改用 Unicode，有下列兩個好處： 
一、解決國際音標的輸入及顯示的問題。因為 Unicode 已收納國際音

標，使用者只要安裝國際音標字型，即可解決輸入及顯示的問

題。 
二、舒緩《廣韻》字頭的缺字問題。廣韻資料庫收錄字頭 25,528 個，

由於一字多音的關係，不同的字形只有 19,551 個；而這 19,551
個字形，Big5 的缺字有 8,855 個，Unicode 3.1 版的缺字只有 70
個。然而 Unicode 3.1 版已收錄的 Big5 缺字，資料建置者須自行

逐字將 Big5 轉成 Unicode。 
漢字構形資料庫的中文字碼為何一直採用 Big5，而未改用 Unicode，

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更換中文字碼，通常不可避免地要重新開發程式。漢字構形資料

庫採用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中文版開發，此版本只支援 Big5；
Visual Basic 7.0 版（VB.NET）雖然支援 Unicode，但卻採用新的

核心，以致程式需重新改寫。 
二、Unicode 雖可舒緩缺字問題，但卻無法完全解決缺字問題。因為

漢字是個開放字集，字數無法固定，因此無論Unicode 如何擴編，

缺字問題還是會存在。以小學堂收錄的 222,013 個漢字為例，先

不管其中的 130,195 個古漢字，即使在 91,818 個楷書中，也有

23,582 個字形未為 Unicode 3.1 版所收錄。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開始研發時，開發環璄早已是 Unicode 的天下，但

為了相容於 Big5 版的漢字構形資料庫，因此做了以下的調適： 
一、建立漢字構形資料庫 Big5 部件外字和 Unicode 的字碼對應。漢

字構形資料庫在 Big5 造字區增補的構字符號及部件外字，

Unicode 已收錄部分部件外字，建立這些部件和 Unicode 的字碼

對應，以便直接利用 Unicode 來使用這些部件外字。 
二、除了 Unicode 的缺字仍採用 Big5 版的構字式及風格碼表達外，

其他一律使用 Unicode。 
漢字構形資料庫的缺字解決方案除了構字式及風格碼外，還包含了

Big5 缺字字型，漢字古今字資料庫除了沿用這些字型外，還加以擴充，這

些字型可參考表 2-29，表 2-29 的欄位「代碼」為該字型在資料庫的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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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9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使用的字型

字體 字型名稱 代碼 

楷 

書 

外 

字 

︵ 

標 

楷 

體 

︶ 

標楷體 0 
標楷體外字集一 1 
標楷體外字集二 2 
標楷體外字集三 3 
標楷體外字集四 4 
標楷體外字集五 5 
標楷體外字集六 6 
標楷體外字集七 7 
標楷體外字集八 8 
標楷體外字集九 9 
標楷體外字集十 10 
標楷體外字集十一 11 
標楷體外字集十二 12 
標楷體外字集十三 13 

楷 

書 

外 

字 

︵ 

細 

明 

體 

︶ 

細明體 0 
細明體外字集一 1 
細明體外字集二 2 
細明體外字集三 3 
細明體外字集四 4 
細明體外字集五 5 
細明體外字集六 6 
細明體外字集七 7 
細明體外字集八 8 
細明體外字集九 9 
細明體外字集十 10 
細明體外字集十一 11 
細明體外字集十二 12 
細明體外字集十三 13 

   
   

字體 字型名稱 代碼 

小 

篆 
北師大說文小篆 27 
北師大說文重文 28 

金 

文 

中研院金文重文一 31 
中研院金文重文二 32 
中研院金文重文三 33 
中研院金文重文四 34 
中研院金文重文五 35 
中研院金文重文六 36 
中研院金文重文七 37 
中研院金文重文八 38 
中研院金文重文九 39 

甲 

骨 

文 
 

中研院甲骨文重文一 41 
中研院甲骨文重文二 42 
中研院甲骨文重文三 43 
中研院甲骨文重文四 44 
中研院甲骨文重文五 45 

楚 

系 

簡 

帛 

文 

字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一 51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二 52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三 53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四 54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五 55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六 56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七 57 
中研院楚系簡帛文字重文八 58 

秦系簡牘文字 中研院秦系簡牘文字重文一 71 

傳 

抄 

古 

文 

字 

中研院傳抄古文字重文一 81 
中研院傳抄古文字重文二 82 
中研院傳抄古文字重文三 83 
中研院傳抄古文字重文四 84 
中研院傳抄古文字重文五 85 

表 2-29 的字型，標楷體及細明體為系統字型，其他為 Big5 的缺字字

型。缺字字型除了北師大說文小篆外，其他的字型都只使用Big5的造字區，

Big5 造字區分成四段，總字數 6,217 個，可參考表 2-30。楷書外字分成標

楷體及細明體，以符合 Windows 繁體中文版的使用習慣。由於 Big5 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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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造字空間只有 6,217 個，由表 2-1 小學堂收錄的字形個數可看出，多

數字體皆須使用好幾個字型。 

表 2-30 Big5 的造字區 

 使用範圍 字數 
第一段 FA40-FEFE 785 
第二段 8E40-A0FE 2983 
第三段 8140-8DFE 2041 
第四段 C6A1-C8FE 408 
合計 6217 

由於小學堂的使用者端並未安裝表 2-29 的字型，為了讓使用者能看到

缺字，網頁上的缺字會以圖片來呈現。例如，金文資料庫「夙」字的檢索

結果可見圖 2-30，紅色圓圈內的小篆、金文，綠色圓圈內的楷書都是

Unicode 的缺字，都以圖片來呈現。 

圖 2-30 藍色圓圈內的楷書其實也是圖片，然而在字頭列的「夙」、「𡖊𡖊」

等字 Unicode 皆已收納，為何也要用圖片來呈現，理由如下： 
一、由於使用者瀏覽器設定的文字大小及畫面縮放比例不一，因此網

頁上的圖片和文字的大小會有出入，對齊也不易，為了畫面上的

美觀，字頭列的楷書無論是否為缺字，一律以圖片來呈現。 
二、由表 2-25 可看出，Windows 支援的漢字個數，會受作業系統及

細明體版本影響，以致使用者瀏覽器看到的字數會不相同，為了

確保使用者皆能正確看到字形，因此字頭列的楷書無論是否為缺

字，一律以圖片來呈現。 
同樣地，楷書資料庫的檢索結果，無論字形是否為缺字，也一律以圖

片來呈現。圖 2-31 為楷書資料庫包含部件「夙」的檢索結果，紅色圓圈內

的字形都是Unicode 3.1的缺字，藍色圓圈內的字形則已為Unicode所收納，

圖 2-30 金文資料庫的「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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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兩者都以圖片來呈現。 
 

以圖片來呈現 Unicode 收納的漢字，雖能兼顧畫面上的美觀及看到正

確的示形，但是卻也造成字形編輯的不易。為了便於使用者編輯字形，小

學堂利用網頁圖片的替代文字嵌入字形的表達式。這些表達式除了可沿用

漢字構形資料庫的構字式及風格碼形外，小學堂還加入字型碼的機制。字

型碼的機制可參考表2-29，小學堂的每個字形都須透過字型、字碼來呈現，

因此字型、字碼也可用來表達字形，只是這樣的表達機制，就如同字號，

只適合小學堂內部使用。例如，表 2-31 的 Big5 外字「珟」在楷書資料庫

的字號為 28743，Unicode 為 73DF，相對應的字形在標楷體外字集二的 Big5
造字區 9AAC，9AAC 對應的 Unicode 則為 EAB7，由於標楷體外字集二的

字型代碼為 2，因此「珟」可用「2.EAB7」來表達。目前小學堂採用字型

碼當作網頁文字圖片的替代文字，並在字型碼前後分別加上字元「&」、「;」

以作區分，即「&2.EAB7;」。透過字型碼，可得知此字的 Unicode，或任意

變換圖片的大小，以利字形編輯。 

表 2-31 「珟」字在小學堂的相關屬性 

字號 字形 Unicode 構字式 字型碼 

28743 珟 73DF 王㮇夙 2.EAB7 
 
  

圖 2-31 楷書資料庫包含部件「夙」的檢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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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界面設計 

本章首先說明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界面設計理念，其次再說明漢字古

今字資料庫在界面上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異同，最後再說明如何透過資

料庫的連結來延伸頁面。 

第一節 從漢字古今音資料庫談起 

小學堂雖於 2013 年 4 月正式開放供各界使用，但其中的漢字古今音

資料庫 25則早於 2011 年 9 月開放，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主要操作界面可見

圖 3-1。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使用界面，基本上仍為後期開發的各資料庫所依

循。本節主要介紹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界面的設計理念，間或涉及一些簡易

25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指的是網站(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而非圖 2-2
的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站目前只能檢索上古音、中古音及現

代音。 

圖 3-1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使用界面 

語料選單 

檢索條件 

檢索結果 

系統選單 

全
頁
面
顯
示
切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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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技巧，至於詳細的使用說明，請直接參考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26。 
設計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使用界面，最困難的是如何在同一個頁面進行

425 個聲韻系統（可參考第二章第二節）的交叉檢索，並檢視檢索結果。

界面設計的初期，我們排除了以下兩個設計概念： 
一、早期網頁版的檢索系統，在設定檢索條件進行檢索後，常須變換

網頁以檢視檢索結果，接著再變換網頁重新檢索，這帶給使用者

極大的不便。 
二、採用框架式的網頁設計，雖然可讓同一個頁面包含好幾張網頁，

以解決上述變換網頁的問題，但是在進行聲韻系統交叉檢索時會

產生大量的資料，這些資料在不同的網頁不容易傳遞。 
還好有了 AJAX27技術，可允許局部更新網頁，因此可將圖 3-1 漢字古

今音資料庫的網頁界面，切分成系統選單、語料選單、檢索條件及檢索結

果四大方塊。 

26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使用說明：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Content/files/Get_Started.pdf 
27 維基百科‧AJAX：https://zh.wikipedia.org/wiki/AJAX 

圖 3-2 透過系統選單檢視吳語的收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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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選單的內容主要為系統簡介、收錄現況、凡例、問題及說明、參

考書目等與系統相關之說明。例如，圖 3-2 先將滑鼠移到系統選單的「收

錄現況」、「詳細(現代)」，再點選「吳語」，即可檢視吳語的收錄現況 
語料選單可用來選取聲韻系統，例如，圖 3-3(a)先將滑鼠移到「上古」、

「先秦」，再點選「董同龢系統」，圖 3-3(b)先將滑鼠移到「現代」、「吳語」、

「太湖片」，再點選「蘇州」聲韻系統。 
 

圖 3-3(a) 透過語料選單選取「董同龢」聲韻系統 

圖 3-3(b) 透過語料選單選取「蘇州」聲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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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條件預設的聲韻系統為廣韻，加選的聲韻系統會自動加到檢索條

件中，而且可同時選取好幾個。例如，圖 3-4 的檢索條件除了廣韻外，還

加入「上古音」、「先秦」的「董同龢」聲韻系統，「現代音」、「吳語」、「太

湖片」的「蘇州」聲韻系統。若要移除某聲韻系統，可按下該聲韻系統方

塊右上角的「Ｘ」按鈕即可；若要移除所有加選的聲韻系統，只保留廣韻，

則可按下廣韻系統方塊右上角的「Ｘ」按鈕。 

 
檢索條件的設定，可參考第二章第五節小學堂的檢字機制，設定檢索

條件後，按下檢索條件方塊下方的「確定送出」按鈕後，即可檢視檢索結

果。由於古今音資料庫的檢索欄位很多，聲韻屬性也難以全部記住，因此

我們在檢索條件的界面上設計了以下兩項功能： 
一、快速取得操作指引。只要在檢索欄位按下 F1 鍵，即可開啟該欄

位的操作指引。例如，在圖 3-5 先用滑鼠點選「字母」欄位，再

按 F1 鍵，即可開啟「字母」欄位的操作指引。 
二、提供輔助輸入表。只要在檢索欄位按兩下滑鼠，即可開啟輔助輸

入表。例如，在圖 3-6 在「字母」欄位連按兩下滑鼠，即可開啟

「字母」欄位的輔助輸入表。 

圖 3-4 加入董同龢、蘇州聲韻系統的檢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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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快速取得「字母」欄位的操作指引 

圖 3-6 開啟「字母」欄位的輔助輸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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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交叉檢索的聲韻系統可能很多，檢索結果方塊可能無法同時呈現

這麼多資料，因此增加以下的界面以彈性檢視檢索結果： 
一、在檢索結果方塊下方增加水平捲軸以檢視檢索結果。例如，圖 3-7

可拖曳水平捲軸來檢視「董同龢」及「蘇州」的聲韻資料。拖曳

水平捲軸時，欄位「字號」及「字」並不會跟著捲動。 

 
二、可利用檢索條件方塊或檢索結果方塊上方的核取方塊，彈性設定

顯示的欄位，儘可能不須拖曳水平捲軸，即可看到所有的檢索資

料。例如，圖 3-8 廣韻系統的檢索結果，不須拖曳水平捲軸，即

可看到「字號」、「字」、「聲調」、「韻母」、「字母」、「上字」、「下

字」、「又音」、「又切」各欄位的聲韻資料。 

  

檢索欄位的核取方塊 

圖 3-8 利用核取方塊設定顯示欄位 

圖 3-7 拖曳檢索結果方塊下的水平捲軸以檢視資料 

水平捲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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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採用全版頁面檢視檢索結果。在圖 3-1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使用

界面，檢索條件及檢索結果分列頁面的左、右方，可按下兩個方

塊間的「《」以隱藏檢索條件，並以全頁面呈現檢索結果，頁面

如圖 3-9。若要恢復原先檢索條件及檢索結果並列的頁面，按下

圖 3-9 頁面左方的「》」即可。 

 
四、開啟新網頁，以便使用者比對某一個字在各個聲韻系統中性質相

近的聲韻屬性。例如，選取圖 3-9「直」字的字號 24223，新頁

面的聲韻屬性如圖 3-10。 

第二節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變革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架構如圖 2-1。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界面設計大

致上是依循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但為了兼顧維護、檢索及呈現的便利，個

別的古漢字皆獨立開發資料庫，並有個別的簡易查詢界面，但共用一個進

階查詢界面，而且只能和楷書做交叉檢索。 
以金文資料庫為例，圖 3-11 為金文資料庫的主要頁面，頁面切分成系

圖 3-9 採用全版頁面檢視檢索結果 

恢
復
原
先
頁
面 

圖 3-10 「直」字在廣韻、董同龢及蘇州聲韻系統的聲韻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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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選單、檢索條件及檢索結果三大方塊。系統選單及檢索條件都和漢字古

今音資料庫類似，也可進行全版頁面檢視，只有檢索結果是以字形為主。 

金文資料庫的檢索結果，增加了設定每頁顯示字數及調整字形大小的

功能，每頁顯示字數的設定頁面如圖3-12，字形大小的調整頁面如圖3-13。
這兩項功能可讓螢幕較小的行動裝置，配合全版頁面的檢視，可逐頁檢視

金文。 

 
 

圖 3-11 金文資料庫的使用界面 

檢索條件 

系統選單 

檢索結果 

全
頁
面
顯
示
切
換 

圖 3-12 金文資料庫每頁顯示字數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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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為金文資料庫的簡易查詢界面，按一下檢索條件方塊的上方的

「進階查詢」，即可開啟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28進行進階查詢，頁面如圖

3-14。 

28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指的是網站(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db)，而非圖

2-1 的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網站除了可查詢楷書外，也可進行

古漢字的進階查詢。 

圖 3-14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金文) 
 

系統選單 

全
頁
面
顯
示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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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條件 

檢索結果 

語料選單 

圖 3-13 金文資料庫字形大小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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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使用界面同樣依循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頁面分成

系統選單、語料選單、檢索條件及檢索結果四大方塊，也可進行全版頁面

檢視。除了檢索結果是以字形為主外，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和古今音資料庫

在設計上最大的不同，在於古今字資料庫只能由語料選單選取一種字體，

而古今音資料庫則能同時選取好幾個聲韻系統。例如，若點選圖 3-14 語料

選單的「小篆」，原先檢索條件方塊中的金文就為小篆所取代，並可進行

小篆的進階查詢界面，頁面如圖 3-15。 
 

 
若在圖 3-15 的頁面按下小篆檢索條件右上角的「Ｘ」按鈕，可移除小

篆，此時檢索條件就只剩下楷書，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就成了楷書的檢索界

面，頁面如圖 3-16。 
圖 2-1 的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架構中，甲骨文、戰國文字（含楚系簡帛

文字、秦系簡牘文字及傳抄古文字）及小篆等古文字資料庫的使用界面也

大致和金文資料庫相同。在界面的設計上，雖然不允許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可同時看到好幾種字體，但這可透過字形演變資料庫來達成，圖 3-17 為「天」

的字形演變。 
  

圖 3-15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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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楷書) 
 

圖 3-17 「天」的字形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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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庫的連結與頁面的延伸 

圖 3-11 金文資料庫使用界面上的檢索結果，其實是不完整的，另有「相

關連結」及「相關索引」兩項訊息尚未呈現，完整的檢索結果可參考圖3-18。
若點選圖 3-18 相關連結的「甲骨文」，就會在瀏覽器新增分頁以瀏覽甲骨

文資料庫的「天」字，如圖 3-19，瀏覽器的網址列可參考第二章第三節小

學堂的資料庫銜接機制。 
 
 

圖 3-18 金文資料庫的「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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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相關連結的第一列是圖 2-1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架構中的各資料

庫，第二、三列則是圖 2-2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架構中的各資料庫。 
第二列的聲韻資料庫其實可看作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站的延伸，因為

兩者共用同一批聲韻資料。這些資料庫和漢字古今字資料庫關係最密切的

當屬上古音資料庫，若點選圖 3-18 相關連結的「上古音」，上古音資料庫

「天」字的檢索結果（不含相關連結及相關索引）如圖 3-20。圖 3-20 的上

古音資料雖然也可透過漢字古今字資料庫來檢索，但是操作程序較為繁複。

基於同樣的概念，我們也開發了中古音、官話、晉語、吳語、贛語、湘語、

閩語、粵語、平話、客語及其他土話資料庫。 
第三列聲韻資料庫的資料來源為韻書，除了廣韻外，漢字古今音資料

庫網站並未收錄，因為這些韻書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框架並不相容。以

「數」字為例，集韻資料庫的檢索結果如圖 3-21，共有 10 筆；而廣韻資

料庫的檢索結果如圖 3-22，只有 4 筆；由於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是以《廣韻》

為框架，《集韻》的 10 筆「數」字目前暫無法整合到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框架尚未調整之前，集韻資料庫只好先獨立出來，

禮部韻略、中原音韻、中州音韻及洪武正韻資料庫也是如此。 
 

圖 3-19 甲骨文資料庫的「天」字 

71 
 



 

圖 3-20 上古音資料庫的「天」字 

圖 3-21 集韻資料庫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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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韻、禮部韻略、中原音韻、中州音韻及洪武正韻資料庫由於未能整

合到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所以無法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站中進行跨語料

檢索，因此我們另外規畫了韻書集成資料庫，提供使用者可一次查詢多本

韻書，並將韻書集成資料庫加入小學堂的連結，圖 3-23 為韻書集成資料庫

的「天」字檢索結果。 
 

關於資料庫的連結，第二章第四節小學堂的文字銜接機制曾提到：「創」

字可分別透過異體字「刅」及「刱」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參考圖 2.5），
相關的銜接頁面可參考圖 3-24 異體字表資料庫「創」字的檢索結果，圖

3-24 相關連結的第一、二列可分別透過異體字「刅」、「刱」開啟小學堂的

相關資料庫。 
小學堂的字形及聲韻資料庫眾多，雖然使用者可由任一個資料庫切入，

再銜接到其他資料庫，但對使用者而言，還是需要有一個真正的首頁。小

學堂首頁的系統功能表，可讓使用者切入任一個資料庫，也可直接檢索，

再透過相關連結銜接到其他資料庫，並根據相關索引查閱字書，圖 3-25
為小學堂首頁的「堂」字。 

圖 3-22 廣韻資料庫的「數」字 

圖 3-23 韻書集成資料庫的「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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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異體字表資料庫的「創」字 

圖 3-25 小學堂首頁的「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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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資料結構 

本章首先說明小學堂資料庫和資料表的關係，其次再針對漢字古今字

資料庫、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相關連結及相關索引的資料表，分別說明其

欄位結構，再舉例做補充說明。 

第一節 資料庫與資料表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事實上是由眾多的關聯式資料表所組成，而這些

資料表和圖 2-1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架構中各資料庫的關係如表 4-1，和圖

2-2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架構中各資料庫的關係如表 4-2，用來處理相關連結

及相關索引的資料表如表 4-3。 

表 4-1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資料表 

資 料 庫 資 料 表 

（共用） EudcFont 

楷 書 Grapheme、BasicComponent、Radical、Pronunciation、
ZuYin2PinYin、YouQie、Variant 

小 篆 
XiaoZi 、XiaoVariant、XiaoGrapheme、XiaoBasicComponent、
XiaoRadical、XiaoConformation 

金 文 
JinZi、JinVariant、JinGrapheme、JinBasicComponent、
JinBronze、JinBronzeDynasty 

甲 骨 文 
JiaZi、JiaVariant、JiaGrapheme、JiaBasicComponent、
JiaGuWenAbbreviate 

戰

國

文

字 

楚 系 簡 

帛 文 字 
ChuZi、 ChuVariant、ChuGrapheme、ChuBasicComponent、
ChuAbbreviate 

秦 系 簡 

牘 文 字 
QinZi、QinVariant、QinGrapheme、QinBasicComponent、
QinAbbreviate 

傳 抄 古 

文 字 

ChuanZi、ChuanVariant、ChuanGrapheme、
ChuanBasicComponent 、ChuanAbbreviate、HanJianAbbreviate 

字形演變 EvoZi、EvoVariant、EvoCo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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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資料表 

資 料 庫 資 料 表 

（共用） CCIPA、CCRCategory、CCRAbbreviation 

上 古 音 CCRShangGu 
CCYunBu 

中 古 音 CCRZhongGu 

現

代

音 

官話、晉語 

吳語、徽語 

贛語、湘語 

閩語、粵語 

平話、客語 

其他土話 

CCRXianDai、CCDiaoLei 

韻

書 

廣韻 
CCRGuangYun_Base、CCRGuangYun_YouChie、
CCRGuangYun_YouYin、CCRGuangYun_Errata、
GuangYunShiYi、CCR_CCDB、CCR_Mandarin 

集韻 Jiyun、Jiyun_CCDB、GuangJiYunMu 

附釋文互註

禮部韻略 
LiBu、LiBu_CCDB、GuangLibuYunMu 

增修互注禮

部韻略 
ZengYun、ZengYun_CCDB、GuangZengYunMu 

中原音韻 
ZhongYuan、ZhongYuan_CCDB、
ZhongYuanShengDiao、ZhongYuanYunBu、
ZhongYuanZiMu 

中州音韻 
ZhongZhou、ZhongZhou_CCDB、
ZhongZhouShengDiao、ZhongZhouYunBu 

洪武正韻 

HongWu、HongWuYouChie、HongWuYouYin、
HongWuNiYin、HongWu_CCDB、HongWuShengDiao、
HongWuYunBu、HongWuZiMu 

 
圖 2-2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架構中，原規畫輸入日本、韓國和越南三地

的域外譯音，但至今仍未輸入，由於資料表的欄位無法確認，所以表 4-2
暫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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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相關連結及相關索引的資料表 

連結索引 資 料 表 

相關連結 

ccMapCode、ccMap、ccrMapCode、ccrMap、 
ccrToolBookCode、ccrToolBookMap、ccMOEMapCode、
ccMOEMap、 ccExtMapCode、ccExtMap 

相關索引 ccDictIndexCode、ccDictIndex 

第二節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資料表 

表 4-1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資料表分類說明如下。 

壹、共用資料表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共用的資料表只有 EudcFont，EudcFont 即表 2-29
的外字字型表，其欄位說明如表 4-4。 

表 4-4 字型資料表 EudcFont 

欄位名稱 描述 

EudcFontOrder 
外字字型代碼，例如：1（標楷體外字集一）、27（北師大

說文小篆）。 
EudcFontName 外字字型名稱，例如：標楷體外字集一、北師大說文小篆。 

貳、楷書資料表 

楷書資料表包括 Radical、Grapheme、BasicComponent、Pronunciation、
YouQie、ZuYin2PinYin 及 Variant，資料表說明如表 4-5。 

表 4-5 楷書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Radical 《康熙字典》部首表 
Grapheme 字形屬性表 
BasicComponent 基礎部件表，需搭配 Grapheme 使用。 
Pronunciation 字音屬性表，又切 YouQie 需搭配 Pronunciation 使用。 
YouQie 
ZuYin2PinYin 國語注音及漢語拼音的對照表 
Variant 異體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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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熙字典》部首表 

《康熙字典》部首表 Radical 可配合部首檢字，並製作圖 2-6 的輔助輸

入表，其欄位說明如表 4-6。 

表 4-6 《康熙字典》部首表 Radical 

欄位名稱 描述 
RadicalOrder 部首代碼，例如：9（人）、61（心）。 
Radical 部首，例如：人、心。 

二、字形屬性表 

字形屬性表 Grapheme 可配合進行字形、部首、筆畫及部件檢字，其

欄位說明如表 4-7。 

表 4-7 楷書字形屬性表 Grapheme 

類別 欄位名稱 描述 
字號 KaiOrder 楷書字號，例如：9（人）、126（心）。 

字形 

EudcFontOrder 外字字型代碼，可參考表 4-4。 

EudcFontChar 
外字字型中的字形，例如：標楷體外字集一的

字形 
Char 楷書字形，例如：人、心。 
EudcChar 楷書字型的預設外字，例如：亻、忄。 

字碼 Unicode Unicode 字碼，例如：4EBA（人）、5FC3（心）。 
部首 RadicalOrder 部首代碼，可參考表 4-6。 

筆畫 StrokeCounts 
楷書字形筆畫數，例如：「人」為 2 畫，「心」

為 4 畫。 

字形

結構 

CompositionCode 
部件的連接符號，可參考表 2-27，例如：1（橫

連符號）。 
CompSeq 部件序，例如：亻旦（但） 
BasCompSeq 基礎部件序，例如：亻日一（但） 
BasCompSet 基礎部件組，例如：一亻日（但） 
NormCompSeq 正規化的部件序，例如：人旦（但） 
NormBasCompSeq 正規化的基礎部件序例如：人日一（但） 
NormBasCompSet 正規化的基礎部件組，例如：一人日（但） 

 
表 4-7 和字形相關的欄位有 EudcFontOrder、EudcFontChar、Char 及

EudcChar 四個，其實若無缺字問題，一個 Char 欄位即已足夠。第一章第

三節曾提到：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其實就是漢字構形資料庫的網路進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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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漢字古今字資料庫仍沿用著漢字構形資料庫的楷書字形屬性表，而漢

字構形資料庫採用 Big5 為中文內碼，並針對缺字建立了表 2-29 的標楷體

及細明體外字字型。以「宴」、「妟」及「瑬」為例，表 4-8 列出這三個字

在漢字構形資料庫楷書字形屬性表的相關屬性，說明如下： 
1. 楷書字形屬性表的 KaiOrder 大於 13,053 者，都是 Big5 的缺字，

這是因為 1998 年推出的漢字構形資料庫 1.0 版只收錄 Big5，而

Big5 共收錄字形 13,053 個；漢字構形資料庫後續增收的字形，其

KaiOrder 就由 13,054 開始編號。 
2. KaiOrder 為 27974 的「妟」字，雖然是 Big5 缺字，但由於是「宴」

字的構成部件，另存於標楷體的預設外字（字碼 8DD2），Microsoft 
Windows 的預設外字檔名通常為 eudc.tte。 

3. KaiOrder 為 28880 的「瑬」字為 Big5 缺字，其字形須透過標楷體

外字集二（字碼 9B76）來顯示； 

表 4-8 漢字構形資料庫楷書字形屬性表的「宴」、「瑬」及「妟」字 

KaiOrder EudcFontOrder EudcFontChar Char Big5 Unicode CompSeq 
1605 0(標楷體) 宴(AE62) 宴 AE62 5BB4 宀妟 
27974 0(標楷體預設外字) 妟(8DD2) 妟 8DD2 599F 日女 
28880 2(標楷體外字集二) 㮇(9B76)   746C 流玉 

 
表 4-9 為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楷書字形屬性表的「宴」、「瑬」及「妟」

字，和表 4-8 不同的是： 
1.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採用 Unicode 為中文內碼，因此「瑬」字可出

現於 Char 欄位。 
2. 為了和 Big5 版的漢字構形資料庫相容，「妟」字因此有兩個編碼，

一個存於標楷體預設外字的 8DD2，一個為 Unicode 的 599F；出

現於 Char 欄位的為 Unicode 的 599F，出現於 EudcChar 欄位的為

標楷體預設外字的 8DD2。 

表 4-9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楷書字形屬性表的「宴」、「瑬」及「妟」字 

KaiOrder EudcFontOrder EudcFontChar Char EudcChar Unicode CompSeq 
1605 0(標楷體) 宴(AE62) 宴  5BB4 宀妟 
27974 0(標楷體預設外字) 妟(8DD2) 妟 妟 599F 日女 
28880 2(標楷體外字集二) 㮇(9B76) 瑬  746C 流玉 

 
表 4-7 和字形結構相關的欄位有 CompositionCode、CompSeq、

BasCompSeq 、 BasCompSet 、 NormCompSeq 、 NormBasCompSeq 、

NormBasCompSet 七個，CompositionCode 及 CompSeq 兩個欄位可用來表

達表 2-27 的構字式，必須人工輸入，其餘的欄位可根據 CompSeq 欄位推

算而得，用來增加部件檢字的彈性，詳細的說明可參考技術報告《漢字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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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資料庫的研發與應用》第三章第三節的「構字式的處理技巧」。以「但」

字為例，表 4-10 為楷書字形屬性表的相關屬性，說明如下： 
1. 正規化是針對基礎部件而言，例如，基礎部件「亻」正規化後為

「人」。 
2. 基礎部件序仍保留部件拆分的順序，基礎部件組則依循基礎部件

表 BasicComponent 中的部件順序重新排序。例如，「但」字的基

礎部件序為「亻日一」，基礎部件組為「一亻日」。基礎部件表

BasicComponent 的說明如表 4-11。 

表 4-10 楷書字形屬性表「但」字的字形結構 

Char CompositionCode CompSeq BasCompSeq BasCompSet NormCompSeq NormBasCompSeq NormBasCompSet 
但 1(橫連) 亻旦 亻日一 一亻日 人旦 人日一 一人日 

 
有了這些欄位後，無論是輸入部件「人」、「旦」、「日一」、「日人」或

「一日人」，都能檢索「但」字。 

三、基礎部件表 

基礎部件表 BasicComponent 用來規範基礎部件的順序，其欄位說明如

表 4-11。 

表 4-11 楷書基礎部件表 BasicComponent 

欄位名稱 描述 
BasCompOrder 基礎部件序號，例如：70（人）、571（心）。 
BasComp 基礎部件，例如：人、心。 

 
字形屬性表的欄位 BasCompSet 可根據基礎部件表的基礎部件序號，

由 BasCompSeq 推得。當進行部件檢字時，若要忽略部件的輸入順序，可

將輸入的部件利用基礎部件表重新排序，再利用字形屬性表的欄位

BasCompSet 進行檢索即可。基礎部件的順序可任意定義，目前是採用筆

畫數來排序；筆畫數相同者，則依起筆的橫、直、撇、點、折來排序。 

四、字音屬性表 

字音屬性表 Pronunciation 和 YouQie 可配合進行國語注音、漢語拼音、

聲調、韻目、字母、反切及韻部檢字，Pronunciation 的欄位說明如表 4-12，
YouQie 如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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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楷書字音屬性表 Pronunciation 

類別 欄位名稱 描述 
字號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音項 YinItem 現代音項 
YiItem 中古音項 

現代音 PinYin 漢語拼音，例如，「適」的漢語拼音為「shi4」。 

中古音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圖 2-12(a)。 
YunMu 韻目，可參考圖 2-13(a)。 
ZiMu 字母，可參考圖 2-17(a)。 
ShanZi 反切上字，例如，「適」的上字為「施」。 
XiaZi 反切下字，例如，「適」的下字為「隻」。 

上古音 YunBu 韻部，可參考圖 2-22(a)。 

表 4-13 楷書字音屬性表的又切 YouQie 

類別 欄位名稱 描述 
字號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12。 

音項 
YinItem 現代音項，可參考表 4-12。 
YiItem 中古音項，可參考表 4-12。 
QieItem 又切音項 

中古音 ShanZi 反切上字，可參考表 4-12。 
XiaZi 反切下字，可參考表 4-12。 

 
表 4-12 及 4-13 的音項是用來表達漢字的多音。以「適」字為例，《漢

語大字典》的音韻屬性如表 4-14，表 4-14 有 5 個中古音，其中「都歷切」

和「亭歷切」的現代音皆為「di2」；而「施隻切」另有又切「之石切」及

「都歷切」。這些音韻屬性在 Pronunciation 及 YouQie 的表達如表 4-15 及

表 4-16。 

表 4-14 《漢語大字典》「適」字的音韻屬性 

字頭 現代音 中古音 上古音 

適 

shi4 《廣韻》施隻切，入昔書。又之石切，都歷切。 

錫部 di2 
《廣韻》都歷切，入錫端。 
《集韻》亭歷切，入錫定。 

ti4 《集韻》他歷切，入錫透。 
zhe2 《集韻》陟革切，入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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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楷書字音屬性表的「適」字 

KaiOrder YinItem YiItem PinYin ShengDiao YunMu ZiMu ShanZi XiaZi YunBu 
4084 1 1 shi4 入 昔 書 施 隻 錫 
4084 2 1 di2 入 錫 端 都 歷 錫 
4084 2 2 di2 入 錫 定 亭 歷 錫 
4084 3 1 ti4 入 錫 透 他 歷 錫 
4084 4 1 zhe2 入 麥 知 陟 革 錫 

表 4-16 楷書字音屬性表的「適」字（又切） 

KaiOrder YinItem YiItem QieItem ShanZi XiaZi 
4084 1 1 1 之 石 
4084 1 1 2 都 歷 

五、國語注音及漢語拼音的對照表 

音韻屬性表的現代音採用漢語拼音標記，但透過國語注音及漢語拼音

的對照表 ZuYin2PinYin，即可進行國語注音檢字。ZuYin2PinYin 的欄位說

明如表 4-17，表 4-18 為 ZuYin2PinYin 中「ㄓㄜ」的四聲。 

表 4-17 國語注音及漢語拼音的對照表 ZuYin2PinYin 

欄位名稱 描述 
ZuYin 國語注音 
ZuYin2 國語注音，聲調符號改用數字表示。 
PinYin 漢語拼音 
PinYin2 漢語拼音，聲調符號改用數字表示。 

表 4-18 ZuYin2PinYin 中「ㄓㄜ」的四聲 

ZuYin ZuYin2 PinYin PinYin2 
ㄓㄜ˙ ㄓㄜ 0 zhe zhe0 
ㄓㄜ ㄓㄜ 1 zhē zhe1 
ㄓㄜˊ ㄓㄜ 2 zhé zhe2 
ㄓㄜˇ ㄓㄜ 3 zhě zhe3 
ㄓㄜˋ ㄓㄜ 4 zhè zhe4 

六、異體字表 

異體字表 Variant 為異體字表資料庫所採用，其欄位說明如表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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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楷書異體字表 Variant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異體字表組號 

SubZiOrder 
同組的字形序號，1 為主體字，2 為簡化字，3 以上為其他

異體字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IsShouWen 
是否為小篆資料庫的字頭，1 為主體字兼小篆資料庫的字

頭，3 為異體字兼小篆資料庫的字頭 
 
以「亏」字為例，「亏」在異體字表第 7 組中作「于」的異體字，可

參考圖 2-4(a)；但「亏」也同時是第 6755 組「虧」的簡化字，可參考圖 2-4(b)。
表 4-20 列出異體字表和「亏」相關的第 7、6755 組的相關屬性，說明如下： 

一、「亏」在第 7 組的 SubZiOrder 為 3，表示「亏」為主體字「于」

（SubZiOrder 為 1）的異體字。 
二、「亏」在第 6755 組的 SubZiOrder 為 2，表示「亏」為主體字「虧」

（SubZiOrder 為 1）的簡化字。 
三、第 7、6755 組的主體字「于」、「虧」的 IsShouWen 皆為 1，表示

這兩組異體字皆可透過主體字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 

表 4-20 楷書異體字表和「亏」字相關的第 7、6755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IsShouWen 
7 1 32（于） 1 
7 3 19788（丂）  
7 4 19790（亏）  
7 5 19791（亐）  

6755 1 4627（虧） 1 
6755 2 19790（亏）  
6755 3 23368（㚀）  
6755 4 23369（𡓰𡓰）  
6755 5 41821（𧟯𧟯）  
6755 6 41993（𧇾𧇾）  

 
另以異體字表第 689 組的「創」字為例，圖 2-5 的「創」字可分別透

過異體字「刅」及「刱」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表 4-21 列出異體字表第

689 組的相關屬性，其中「刅」、「刱」的 IsShouWen 為 3，表示「創」字

可透過異體字「刅」、「刱」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相關界面可參考圖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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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楷書異體字表和「創」字相關的第 689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IsShouWen 
689 1 2466（創）  
689 2 21900（创）  
689 3 21863（刅） 3 
689 4 21909（𠛂𠛂）  
689 5 21929（𠛲𠛲）  
689 6 5830（刱） 3 

 

參、小篆資料表 

小 篆 資 料 表 包 括 XiaoZi 、 XiaoVariant 、 XiaoGrapheme 、

XiaoBasicComponent、XiaoRadical 及 XiaoConformation，資料表說明如表

4-22。表 4-22 提到的字頭、字形及字形解說可參考圖 4-1 小篆資料庫「瓊」

字的檢索結果。 

表 4-22 小篆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XiaoZi 字頭屬性表 
XiaoVariant 字形屬性表（不含字形結構） 
XiaoGrapheme 字形結構屬性表 
XiaoBasicComponent 基礎部件表，需搭配 XiaoGrapheme 使用。 
XiaoRadical 《說文解字》部首表 
XiaoConformation 《說文解字》字形解說表 

 

字頭 

字
形 

 

字
形
解
說 

 

圖 4-1 小篆資料庫的「瓊」字 

84 
 



一、字頭屬性表 

字頭屬性表 XiaoZi 的欄位說明如表 4-23。 

表 4-23 小篆的字頭屬性表 XiaoZi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小篆字號 
SubZiOrder 字號相同的楷書字形序號，最小者為字頭，其餘為異體字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EudcFontOrder 外字字型代碼，可參考表 4-4。 
EudcFontChar 外字字型中的字形，可參考表 4-7。 
IsZiTou 重見字形的顯示順序 
IsShouWen 是否為說文小篆對應的楷書字形 

 
以圖 4-1 為例，和「瓊」字相關的小篆字頭屬性表第 94 組的相關屬性

如表 4-24。 

表 4-24 小篆字頭屬性表和「瓊」字相關的第 94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IsZiTou IsShouWen 
94 1 4933 0 瓊 1 1 
94 2 10618 0 璚 1  
94 3 12612 0 瓗 1  
94 4 7490 0 琁 1  

 
由於小篆資料庫的字頭皆為楷書，EudcFontOrder 及 EudcFontChar 兩

個欄位的數值其實可由表 4-7 的楷書字形屬性表 Grapheme 取得，但是其

他古漢字資料庫的字頭則以小篆為主（可參考圖 3-11 的金文資料庫），為

了維持古漢字字頭屬性表的一致性，因此仍在小篆字頭屬性保留

EudcFontOrder 及 EudcFontChar 兩個欄位。 
欄位 IsZiTou 是用來設定重見字形的顯示順序，例如，「悊」字為小篆

資料庫第 6702 組的字頭，但又重見於第 837 組的「哲」字，表 4-25 列出

字頭屬性表和「悊」字相關的第 837、6702 組的相關屬性。 

表 4-25 小篆字頭屬性表和「悊」字相關的第 837、6702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IsZiTou IsShouWen 
837 1 1561 0 哲 1 1 
837 2 7303 0 悊 2  
837 3 24856 1 嚞 1  
6702 1 7303 0 悊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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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中，「悊」字的 IsZiTou 在 6702 組為 1，在 837 組為 2，意謂在

小篆資料庫檢索「悊」字，組號的排列依序為 6702、837，可見圖 4-2(a)
「悊」字的檢索結果。當使用者點選圖 4-2(a)字頭列的 837，檢索結果會切

換到圖 4-2(b)；若使用者再點選圖 4-2(b) 字頭列的 6702，檢索結果又會切

換到圖 4-2(a)。 

欄位 IsShouWen 是用來標示是否為說文小篆對應的楷書字形，例如，

「怖」字為小篆資料庫第 6913 組的字頭，但「怖」字只是說文或體，「悑」

字才是說文小篆，表 4-26 列出字頭屬性表第 6913 組的相關屬性。 

表 4-26 小篆字頭屬性表和「怖」字相關的第 6913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IsZiTou IsShouWen 
6913 1 886 0 怖 1  
6913 2 36913 3 悑 1 1 

圖 4-2(a) 小篆資料庫的「悊」字（6702 組） 

點選 837 可切換到圖 4-2(b) 

圖 4-2(b) 小篆資料庫的「悊」字（837 組） 

點選 6702 可切換到圖 4-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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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中， IsShouWen 為 1 的是「悑」字，意謂小篆資料庫第 6913
組是要透過「悑」字來銜接小學堂各資料庫。圖 4-3(a)為小篆資料庫「怖」

字的檢索結果，若點選「相關連結」的「傳抄古文字」，會開啟傳抄古文

字資料庫「悑」字的檢索結果，如圖 4-3(b)。 

 

二、字形屬性表 

字形屬性表 XiaoVariant 可配合進行字形、部首、卷數及重文檢字，其

欄位說明如表 4-27。和楷書字形屬性表不同，小篆的字形屬性表並不包含

字形結構，而用資料表 XiaoGrapheme 來描述字形結構，這是因為古漢字

資料庫收錄了大量重文（可參考圖 3-18 金文資料庫的「天」字），這些重

文的字形結構皆相同，沒有必要在字形屬性表重複描述。 
以圖 4-1 小篆資料庫第 94 組的「瓊」字為例，相對應的字形屬性表如

表 4-28。 
 
 

圖 4-3(a) 小篆資料庫的「怖」字 

點選「傳抄古文字」可開啟圖 4-3(b) 

圖 4-3(b) 傳抄古文字資料庫的「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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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7 小篆的字形屬性表 XiaoVariant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小篆字號，可參考表 4-23。 
SubZiOrder 字號相同的字形序號，1 為小篆，其餘為重文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EudcFontOrder 外字字型代碼，可參考表 4-4。 
EudcFontChar 外字字型中的字形，可參考表 4-7。 
RadicalOrder 《說文解字》部首代碼，可參考表 4-6。 
Volume 《說文解字》卷數，共 14 卷，每卷又分上、下。 
Reference 出處，可標示重文類別，重文類別可參考圖 2-28。 

表 4-28 小篆字形屬性表和「瓊」字相關的第 94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RadicalOrder Volume Reference 
94 1 4933 27  6 1 上 說文‧玉部 
94 2 10618 27  6 1 上 說文或體 
94 3 12612 27  6 1 上 說文或體 
94 4 7490 27  6 1 上 說文或體 

 

三、字形結構屬性表 

字形結構屬性表XiaoGrapheme可配合部件檢字，其欄位說明如表 4-29。
和楷書的部件不同，小篆的部件不必正規化，因此不需要表 4-7 楷書字形

屬性表的 NormCompSeq、NormBasCompSeq 及 NormBasCompSet 欄位。

表 4-30 以部件「人」為例，說明小篆同一個部件在楷書的不同變體。 

表 4-29 小篆的字形結構屬性表 XiaoGrapheme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小篆字號，可參考表 4-23。 
SubZiOrder 字號相同的字形序號，可參考表 4-27。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Char 小篆字形，例如：人、心。 
CompositionCode 部件的連接符號，可參考表 2-27，例如：1（橫連符號）。 
CompSeq 部件序，例如：人旦（但） 
BasCompSeq 基礎部件序，例如：人日一（但） 
BasCompSet 基礎部件組，例如：一人日（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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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小篆部件「人」的楷書變體 

小篆          
楷書 介 但 及 死 冘 飾 負 光 閃 

 
小篆字形結構表欄位 CompSeq、BasCompSeq 及 BasCompSet 的作用

同表 4-7 的楷書字形屬性表。小篆基礎部件表 XiaoBasicComponent 的欄位

說明及作用也如同表 4-11 的楷書基礎部件表。 

四、《說文解字》部首表 

《說文解字》部首表 XiaoRadical 可配合部首檢字，並製作圖 2-7 的輔

助輸入表，其欄位說明同表 4-6《康熙字典》部首表。 

五、《說文解字》字形解說表 

《說文解字》字形解說表 XiaoConformation 的欄位說明如表 4-31。以

圖 4-1 小篆資料庫第 94 組的「瓊」字為例，相對應的字形解說表如表 4-32。 

表 4-31 《說文解字》字形解說表 XiaoConformation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小篆字號，可參考表 4-23。 
Explanation 《說文解字》的字形解說 

表 4-32 《說文解字》字形解說表的第 94 組「瓊」字 

ZiOrder Explanation 

94 
《說文》：“瓊，赤玉也。从玉，敻聲。璚，瓊或从矞。

瓗，瓊或从巂。琁，瓊或从旋省。” 
 

肆、小篆以外的古漢字資料表 

表 4-1 的古漢字資料表中，除了小篆外，還包含金文、甲骨文及戰國

文字。這些古漢字資料表和小篆的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字形出處的表達。 

一、金文資料表 

表 4-33 為金文資料表，和字形出處相關的資料表有青銅器屬性表及

青銅器時代表，字形屬性表也因此有了變動，其他的字頭屬性表、字形結

構屬性表及基礎部件表則和小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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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金文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JinZi 字頭屬性表 
JinVariant 字形屬性表（不含字形結構） 
JinGrapheme 字形結構屬性表 
JinBasicComponent 基礎部件表，需搭配 JinGrapheme 使用。 
JinBronze 青銅器屬性表 
JinBronzeDynasty 青銅器時代表 

 
青銅器屬性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34，青銅器時代表如表 4-35，字形屬

性表如表 4-36。 

表 4-34 青銅器屬性表 JinBronze 

欄位名稱 描述 
QiOrder 《殷周金文集成》

29的青銅器器號。 
QiMing 《殷周金文集成》的青銅器器名 
DynastyOrder 青銅器時代代碼，可參考表 4-35。 

表 4-35 青銅器時代表 JinBronzeDynasty 

欄位名稱 描述 
DynastyOrder 青銅器時代代碼。 
Dynasty 青銅器時代，可參考圖 2-24。 

表 4-36 金文的字形屬性表 JinVariant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金文字號 
SubZiOrder 字號相同的字形序號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EudcFontOrder 外字字型代碼，可參考表 4-4。 
EudcFontChar 外字字型中的字形，可參考表 4-7。 
Volume 《金文編》卷數，共 14 卷。 
QiOrder 青銅器器號，可參考表 4-34。 
 

29 郭沫若：《殷周金文集成》（全十八冊）〈中華書局，1984 年至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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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環」字為例，圖 4-4 為金文資料庫「環」字的檢索結果，相關的

字形屬性表、青銅器屬性表及青銅器時代表如表 4-37。 

表 4-37(a) 金文字形屬性表和「環」字相關的第 44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Volume QiOrder 
44 1 63502 31  1 9897 
44 2 4543 31  1 2841 
44 3 42889 31  1 4326 

表 4-37(b) 金文青銅器屬性表和「環」字相關的青銅器 

QiOrder QiMing DynastyOrder 
2841 毛公鼎 10 
4326 番生簋蓋 10 
9897 師遽方彝 7 

表 4-37(c) 金文青銅器時代表和「環」字相關的時代 

DynastyOrder Dynasty 
7 西周中期 

10 西周晚期 
 

二、甲骨文資料表 

表 4-38 為甲骨文資料表，和字形出處相關的資料表有字形屬性表和

引書簡稱表，其他的字頭屬性表、字形結構屬性表及基礎部件表則和小篆

相同。 

圖 4-4 金文資料庫的「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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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8 甲骨文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JiaZi 字頭屬性表 
JiaVariant 字形屬性表（不含字形結構） 
JiaGrapheme 字形結構屬性表 
JiaBasicComponent 基礎部件表，需搭配 JiaGrapheme 使用。 
JiaGuWenAbbreviate 《甲骨文編》引書簡稱表 

 
甲骨文字形屬性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39，《甲骨文編》引書簡稱表的

欄位說明如表 4-40。 

表 4-39 甲骨文的字形屬性表 JiaVariant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甲骨文字號 
SubZiOrder 字號相同的字形序號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EudcFontOrder 外字字型代碼，可參考表 4-4。 
EudcFontChar 外字字型中的字形，可參考表 4-7。 
Volume 《甲骨文編》卷數，共 14 卷。 
Reference 舊著錄，可參考表 4-40。 
HeJiOrder 合集號，《甲骨文合集》30圖版的編號。 
LeiZu_Liu 類組，《新甲骨文編》31的類組。 

表 4-40 《甲骨文編》引書簡稱表 JiaGuWenAbbreviate 

欄位名稱 描述 
Abbreviate 簡稱，可參考圖 2-23。 
Title 全稱 

 
以「名」字為例，圖 4-5 為甲骨文資料庫「名」字的檢索結果，相關

的字形屬性表、引書簡稱表如表 4-41。 
 
 
 
 
 
 

30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全十三冊）〈中華書局，1999 年〉 
31 劉釗：《新甲骨文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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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a) 甲骨文字形屬性表和「名」字相關的第 89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Volume Reference HeJiOrder LeiZu_Liu 
89 1 338 41  2 甲 3488 19616 賓組 
89 2 338 41  2 乙 2461 9502 賓組 
89 3 338 41  2 乙 3290 9503 賓組 
89 4 338 41  2 乙 7808 9505 賓組 
89 5 338 41  2 前 6.1.4 19617 賓組 

表 4-41(b) 《甲骨文編》引書簡稱表和「名」字相關的屬性 

Abbreviate Title 
甲 《殷虛文字甲編》（一冊） 
乙 《殷虛文字乙編》（三冊） 
前 《師遽方彝殷虛書契前編》（八卷） 

 

三、戰國文字資料表 

表 4-1 的戰國文字資料表包括楚系簡帛文字、秦系簡牘文字及傳抄古

文字資料表。 
表4-42為楚系簡帛文字資料表，其中的字頭屬性表、字形結構屬性表、

基礎部件表、引書簡稱表和甲骨文相同，字形屬性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43。 
 
 
 
 

圖 4-5 甲骨文資料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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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楚系簡帛文字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ChuZi 字頭屬性表 
ChuVariant 字形屬性表（不含字形結構） 
ChuGrapheme 字形結構屬性表 
ChuBasicComponent 基礎部件表，需搭配 ChuGrapheme 使用。 
ChuAbbreviate 《楚系簡帛文字編》引書簡稱表 

表 4-43 楚系簡帛文字的字形屬性表 ChuVariant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楚系簡帛文字字號 
SubZiOrder 字號相同的字形序號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EudcFontOrder 外字字型代碼，可參考表 4-4。 
EudcFontChar 外字字型中的字形，可參考表 4-7。 
Volume 《楚系簡帛文字編》卷數，共 14 卷。 
Reference 字形出處 

 
以「芻」字為例，圖 4-6 為楚系簡帛文字資料庫「芻」字的檢索結果，

相關的字形屬性表、引書簡稱表如表 4-44。 
 

表 4-44(a) 楚系簡帛文字字形屬性表和「芻」字相關的第 156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Volume Reference 
156 1 1866 51  1 望 1.5 
156 2 1866 51  1 望 1.7 
156 3 1866 51  1 包 2.95 
156 4 1866 51  1 包 2.183 

 
 

圖 4-6 楚系簡帛文字資料庫的「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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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b) 《楚系簡帛文字編》引書簡稱表和「芻」字相關的屬性 

Abbreviate Title 
望 1 江陵望山 1 號墓竹簡 
包 2 荊門包山 2 號墓竹簡 

 
秦系簡牘文字資料表如表 4-45。字頭屬性表、字形屬性表、字形結構

屬性表、基礎部件表及引書簡稱表和楚系簡帛文字相同。 

表 4-45 秦系簡牘文字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QinZi 字頭屬性表 
QinVariant 字形屬性表（不含字形結構） 
QinGrapheme 字形結構屬性表 
QinBasicComponent 基礎部件表，需搭配 QinGrapheme 使用。 
QinAbbreviate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引書簡稱表 

 
以「折」字為例，圖 4-7 為秦系簡牘文字資料庫「折」字的檢索結果，

相關的字形屬性表、引書簡稱表如表 4-46。 
 

 

表 4-46(a) 秦系簡牘文字字形屬性表和「折」字相關的第 60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Volume Reference 
60 1 607 71  1 睡.法 75 
60 2 607 71  1 睡.日乙 255 
60 3 607 71  1 睡.日甲 67 背 
60 4 607 71  1 睡.雜 36 
60 5 607 71  1 睡.秦 127 

 
 

圖 4-7 秦系簡牘文字資料庫的「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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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b)《睡虎地秦簡文字編》引書簡稱表和「折」字相關的屬性 

Abbreviate Title 
睡.秦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 
睡.雜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雜抄》 
睡.法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睡.日甲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種》 
睡.日乙 《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乙種》 

傳抄古文字資料表如表 4-47。字頭屬性表、字形屬性表、字形結構屬

性表、基礎部件表及引書簡稱表和楚系簡帛文字並無不同。 

表 4-47 傳抄古文字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ChuanZi 字頭屬性表 
ChuanVariant 字形屬性表（不含字形結構） 
ChuanGrapheme 字形結構屬性表 
ChuanBasicComponent 基礎部件表，需搭配 ChuanGrapheme 使用。 
ChuanAbbreviate 《傳抄古文字編》引書簡稱表 
HanJianAbbreviate 《汗簡》、《古文四聲韻》字形出處簡稱表 

以「趨」字為例，圖 4-8 為傳抄古文字資料庫的「趨」字的檢索結果，

相關的字形屬性表、引書簡稱表如表 4-48。 

表 4-48(a) 傳抄古文字字形屬性表和「趨」字相關的第 810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Volume Reference 
810 1 4661 81  2 四 1.25 乂 
810 2 4661 81  2 海 3.35 
810 3 9047 81  2 海 4.12 
810 4 4064 81  2 海 5.6 
810 5 47930 81  2 海 5.6 

圖 4-8 傳抄古文字資料庫的「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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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b)《傳抄古文字編》引書簡稱表和「趨」字相關的屬性 

Abbreviate Title 
四 《古文四聲韻》 
海 《集篆古文韻海》 

表 4-48(c)《古文四聲韻》字形出處簡稱表和「趨」字相關的屬性 

Abbreviate Title 
乂 《王存乂切韻》 

 

伍、字形演變資料表 

字形演變資料表包括 EvoZi、EvoVariant、EvoConformation，資料表

說明如表 4-49，其中的字頭屬性表和字形解說表和小篆相同，字形屬性表

則稍有差異，欄位的說明如表 4-50。 

表 4-49 字形演變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EvoZi 字頭屬性表 
EvoVariant 字形屬性表 
EvoConformation 《說文解字》以外的字形解說表 

表 4-50 字形演變的字形屬性表 EvoVariant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形演變字號 
SubZiOrder 字號相同的字形序號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EudcFontOrder 外字字型代碼，可參考表 4-4。 
EudcFontChar 外字字型中的字形，可參考表 4-7。 
Reference 古漢字字形出處 
GuHanzi 古漢字類別，例如：「甲」表甲骨文，「金」表金文。 
Dynasty 時代，目前僅標示青銅器時代，可參考表 4-35。 
 

以「齒」字為例，圖 4-9 為「齒」字的字形演變，相關的字形屬性表

如表 4-51，《說文解字》的字形解說取自表 4-31 的 XiaoConformation，相

關解說則取自 EvoCo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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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 字形演變字形屬性表和「齒」字相關的第 1277 組 

ZiOrder SubZiOrder KaiOrder EudcFont EudcFontChar Reference GuHanzi Dynasty 
1277 1 4151 41  甲 2319 甲  
1277 2 4151 41  鐵 80.3 甲  
1277 3 4151 34  齒兄丁觶 金 商代晚期 
1277 4 4151 31  中山王㮇㮇㮇昔㮇壺 金 戰國晚期 
1277 5 4151 51  仰 25.25 楚  
1277 6 4151 51  天策 楚  
1277 7 4151 51  望 2.5 楚  
1277 8 4151 27  說文古文   
1277 9 4151 27  說文‧齒部   
1277 10 4151 71  睡.為 17 秦  

 

 

圖 4-9 「齒」字的字形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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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資料表 

表 4-2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資料表分類說明如下。 

壹、共用資料表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共用的資料表有國際音標輔助輸入表 CCIPA、聲韻

系統分類表 CCRCategory 及聲韻系統屬性表 CCRAbbreviation。 

一、國際音標輔助輸入表 

資料表 CCIPA 可用來製作圖 2-10 的國際音標輔助輸入表，其欄位說

明如表 4-52。國際音標輔助輸入表和圖 2-10 對應的前五筆輔音如表 4-53。 

表 4-52 國際音標輔助輸入表 CCIPA 

欄位名稱 描述 
IPAOrder 國際音標於輔助輸入表的顯示順序。 
IPA 國際音標 
TableName 輔助輸入表的分類，分成輔音表、元音表、附加符號及其他。 

表 4-53 國際音標輔助輸入表和圖 2-10 對應的前五筆輔音 

IPAOrder IPA TableName 
1 ç 輔音表 
2 ð 輔音表 
3 ħ 輔音表 
4 ŋ 輔音表 
5 ƥ 輔音表 

 

二、聲韻系統分類表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聲韻系統的分類可用樹狀結構來描述，這個樹狀結

構記錄在資料表 CCRCategory，CCRCategory 的欄位說明如表 4-54。以圖

3-3(a)透過語料選單選取「董同龢」聲韻系統為例，語料選單的第一層為「上

古」，第二層為「先秦」、「兩漢」，「先秦」下的第三層為「高本漢系統」、

「王力系統」、「董同龢系統」、「周法高系統」、「李方桂系統」，分類表

CCRCategory 相對應的節點屬性如表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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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4 聲韻系統分類表 CCRCategory 

欄位名稱 描述 
Id 節點識別碼，採用 GUID(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32來表示。 
Title 節點名稱，即聲韻系統名稱。 
ParentId 父節點 
Order 同一層節點的顯示序號 
IsLeaf 是否為末層節點 

表 4-55 聲韻系統分類表和圖 3-3(a)對應的相關屬性 

Id Title ParentId Order IsLeaf 
{48E55AEE-31DC-4605-

8098-49BB6EC6FE7C} 
上古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 
1 FALSE 

{BD141A80-6FF0-40A6-

8AE6-2D4C7BCB7846} 
先秦 

{48E55AEE-31DC-4605-8

098-49BB6EC6FE7C} 
1 FALSE 

{30459FA5-B78E-4107-9

6AE-FFB8BBF48B3C} 
兩漢 

{48E55AEE-31DC-4605-8

098-49BB6EC6FE7C} 
2 FALSE 

{F71F268C-95D2-41EA-

92D5-2F04847AF9A5} 
高本漢系統 

{BD141A80-6FF0-40A6-8

AE6-2D4C7BCB7846} 
1 TRUE 

{9D43BD6E-CDC7-42D1

-ABEC-85CB3E478698} 
王力系統 

{BD141A80-6FF0-40A6-8

AE6-2D4C7BCB7846} 
2 TRUE 

{E4092E0E-DE4A-423F-

B3C5-8D58A136335E} 
董同龢系統 

{BD141A80-6FF0-40A6-8

AE6-2D4C7BCB7846} 
3 TRUE 

{84B4F6C3-308B-46F9-9

7BA-4B7095EBF631} 
周法高系統 

{BD141A80-6FF0-40A6-8

AE6-2D4C7BCB7846} 
4 TRUE 

{AA35D406-16EF-4BB6-

BA28-A22C67638E30} 
李方桂系統 

{BD141A80-6FF0-40A6-8

AE6-2D4C7BCB7846} 
5 TRUE 

 
表 4-55 的 Id 皆採用 GUID，GUID 是一種由演算法生成的唯一標識，

通常表示成 32 個 16 進位數字組成的字串，如：{BD141A80-6FF0-40A6-8
AE6-2D4C7BCB7846}，它實質上是一個 128 位元長的二進位整數。 

三、聲韻系統屬性表 

聲韻系統屬性表 CCRAbbreviation 主要用來記錄方言點的分類、經緯

度及資料筆數，其欄位說明如表 4-56。 

32 全局唯一識別元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全局唯一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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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聲韻系統屬性表 CCRAbbreviation 

欄位名稱 描述 
Id 聲韻系統識別碼，採用 GUID 來表示。 

Area 
聲韻系統所屬的區，例如：表 2-7 的長春屬於東北

官話，表 2-13 的泉州屬於閩南區。 

Division 
聲韻系統所屬的片，例如：表 2-9 的蘇州屬於太湖

片。 

SmallDivision 
聲韻系統所屬的小片，例如：表 2-9 的蘇州屬於太

湖片的蘇滬嘉小片。 
Title 聲韻系統的名稱，例如：表 2-9 的蘇州。 

Abbreviation 
聲韻系統的簡稱，例如：表 2-5 先秦的董同龢系統

簡稱為先秦董。 
LatitudeAndLongitude 方言點的緯度和經度 
AbbOrder 聲韻系統的顯示序號 
CategorySum 聲韻系統已輸入資料筆數 

 
以圖 3-2 為例，相對應的聲韻系統屬性如表 4-57。若點選圖 3-2 的崑

山，即會透過表 4-57 崑山的經緯度在 Google 地圖上標示出崑山。 

表 4-57 和圖 3-2 相對應的聲韻系統屬性如表 

Division SmallDivision Title LatitudeAndLongitude Abbreviation AbbOrder CategorySum 

太湖片 毗陵小片 丹陽後巷童家橋 32.089303,119.788092 童家橋 130 2136 

太湖片 毗陵小片 靖江 32.014818,120.274490 靖江 131 2102 

太湖片 毗陵小片 丹陽 31.991159,119.575340 丹陽 132 2158 

太湖片 毗陵小片 江陰 31.920673,120.284946 江陰 133 2242 

太湖片 毗陵小片 海門 31.893726,121.170601 海門 134 0 

太湖片 毗陵小片 常州 31.810077,119.974454 常州 135 2185 

太湖片 毗陵小片 金壇西崗 31.698545,119.480333 西崗 136 2149 

太湖片 毗陵小片 溧陽 31.416911,119.484211 溧陽 137 2100 

太湖片 毗陵小片 宜興 31.338638,119.822282 宜興 138 2069 

太湖片 蘇滬嘉小片 常熟 31.653584,120.752507 常熟 139 2083 

太湖片 蘇滬嘉小片 無錫 31.566145,120.303027 無錫 140 2244 

太湖片 蘇滬嘉小片 寶山霜草墩 31.488899,121.311327 霜草墩 141 2126 

太湖片 蘇滬嘉小片 寶山羅店 31.413130,121.342353 羅店 142 566 

太湖片 蘇滬嘉小片 崑山 31.384913,120.981150 崑山 143 2154 

 
另外，聲韻系統的簡稱可應用在圖 3-7 的檢索結果的欄位名稱，以節

省欄位的顯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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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廣韻資料表 

廣韻資料庫為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核心，廣韻資料表包括 CCRGuang
Yun_Base、CCRGuangYun_YouChie、CCRGuangYun_YouYin、CCRGuang
Yun_Errata、GuangYunShiYi、CCR_CCDB、CCR_Mandarin，資料表說明

如表 4-58。 

表 4-58 廣韻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CCRGuangYun_Base 字音屬性表，又音 CCRGuangYun_YouYin、又切

CCRGuangYun_YouChie、勘誤 CCRGuangYun_E
rrata 需搭配 CCRGuangYun_Base 使用。 

CCRGuangYun_YouYin  
CCRGuangYun_YouChie 
CCRGuangYun_Errata 
GuangYunShiYi 釋義表 
CCR_CCDB 廣韻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CCR_Mandarin 廣韻字頭和國語注音的對照表 

 
字音屬性表 CCRGuangYun_Base 和又音 CCRGuangYun_YouYin、又切

CCRGuangYun_YouChie、勘誤 CCRGuangYun_Errata 可配合進行聲調、韻

目、字母、清濁及反切檢字。 
 
CCRGuangYun_Base 的欄位說明如表 4-59，CCRGuangYun_YouYin 如

表 4-60，CCRGuangYun_YouChie 如表 4-61，CCRGuangYun_Errata 如表

4-62。 

表 4-59 廣韻的字音屬性表 CCRGuangYun_Base 

欄位名稱 描述 
Id 字頭識別碼，採用 GUID 來表示。 
Order 字號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圖 2-12(a)。 
Sir 攝，可參考圖 2-16。 
YunMu 韻目，可參考圖 2-13(a)。 
ZiMu 字母，可參考圖 2-17(a)。 
KaiHe 開合，可參考圖 2-19。 
DenDi 等第，可參考圖 2-20。 
QingZhuo 清濁，可參考圖 2-21。 
ShangZi 反切上字，例如，「適」的上字為「施」。 
XiaZi 反切下字，例如，「適」的下字為「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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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0 廣韻的字音屬性表又音 CCRGuangYun_YouYin 

欄位名稱 描述 
Id 字頭識別碼，採用 GUID 來表示。 
GId 廣韻字頭識別碼，可參考表 4-59。 
Yin 又音，例如：「坊」，又音「方」。 

表 4-61 廣韻的字音屬性表又切 CCRGuangYun_YouChie 

欄位名稱 描述 
Id 字頭識別碼，採用 GUID 來表示。 
GId 廣韻字頭識別碼，可參考表 4-59。 
ShangZi 反切上字，可參考表 4-59。 
XiaZi 反切下字，可參考表 4-59。 

表 4-62 廣韻的字音屬性表勘誤 CCRGuangYun_Errata 

欄位名稱 描述 
Id 字頭識別碼，採用 GUID 來表示。 
GId 廣韻字頭識別碼，可參考表 4-59。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表 4-59。 
Sir 攝，可參考表 4-59。 
YunMu 韻目，可參考表 4-59。 
ZiMu 字母，可參考表 4-59。 
KaiHe 開合，可參考表 4-59。 
DenDi 等第，可參考表 4-59。 
QingZhuo 清濁，可參考表 4-59。 
ShangZi 反切上字，可參考表 4-59。 
XiaZi 反切下字，可參考表 4-59。 

 
廣韻資料表的字音屬性表 CCRGuangYun_Base、CCRGuangYun_YouC

hie 和楷書資料表的字音屬性表 Pronunciation（參考表 4-12）、YouQie（參

考表 4-13）很類似，主要的不同在於資料的收集。廣韻資料表的字音屬性

表只收錄《廣韻》的字音，而楷書資料表的字音屬性表則收錄《漢語大字

典》的字音，這些字音包括上古音、中古音及現代音，可參考表 4-14。 
以「適」字為例來說明字音屬性表的又切，圖 4-10 為廣韻資料庫「適」

字的檢索結果，相關的音韻屬性在 CCRGuangYun_Base 及 CCRGuangYun
_YouChie 的表達如表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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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a) 廣韻字音屬性表的「適」字 

Id Order Sheng 
Diao Sir Yun 

Mu ZiMu Kai 
He 

Den 
Di 

Qing 
Zhuo 

Shang 
Zi 

Xia 
Zi 

{7DC2E7D5-AC8D-487D-

A122-043DE426F513} 
23836 入 梗 昔 書 開 3 全清 施 隻 

{11934A0C-645D-4BFA-9

BFE-869B2193CE79} 
23868 入 梗 昔 章 開 3 全清 之 石 

{13176C3A-95E0-4F5B-8

A37-D80A33099554} 
24033 入 梗 錫 端 開 4 全清 都 歷 

表 4-63(b) 廣韻字音屬性表的「適」字（又切） 

Id GId ShangZi XiaZi 
{B8BA9F92-94A1-4247-B95B

-67F6B4704A69} 

{7DC2E7D5-AC8D-487D-A122-

043DE426F513} 
都 歷 

{5E708140-B13E-43B5-B035-

8719323A58B3} 

{7DC2E7D5-AC8D-487D-A122-

043DE426F513} 
之 石 

{3AD32F8C-D0C2-4CEA-980

6-B87BF25902D3} 

{11934A0C-645D-4BFA-9BFE-8

69B2193CE79} 
都 歷 

{72FED500-E21E-43B9-B2C5-

0D64624934E3} 

{13176C3A-95E0-4F5B-8A37-D

80A33099554} 
之 石 

{1440BFB4-574C-4963-A3D2-

865D7FD42DA9} 

{13176C3A-95E0-4F5B-8A37-D

80A33099554} 
始 石 

 
以「員」字為例來說明字音屬性表的又音，圖 4-11 為廣韻資料庫「員」

字 的 檢 索 結 果 ， 相 關 的 音 韻 屬 性 在 CCRGuangYun_Base 及

CCRGuangYun_YouYin 的表達如表 4-64。 
 
 
 

圖 4-10 廣韻資料庫的「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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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a) 廣韻字音屬性表的「員」字 

Id Order Sheng 
Diao Sir Yun 

Mu ZiMu Kai 
He 

Den 
Di 

Qing 
Zhuo 

Shang 
Zi 

Xia 
Zi 

{AC01D933-82D5-44E4-A

6EC-00A223069CF8} 
4164 平 臻 文 云 合 3 次濁 王 分 

表 4-64(b) 廣韻字音屬性表的「員」字（又音） 

Id GId Yin 
{5E5273F6-A6EE-463B-AAB6-9591CDF27297} {AC01D933-82D5-44E4-A6EC-00A223069CF8} 圓 
{6AA5FF7E-CA14-44F2-AD37-E9998A2F3CFE} {AC01D933-82D5-44E4-A6EC-00A223069CF8} 運 

 
以「棻」字為例來說明字音屬性表的勘誤，圖 4-12 為廣韻資料庫「棻」

字的檢索結果，相關的音韻屬性在 CCRGuangYun_Base 及 CCRGuangYun_ 
Errata 的表達如表 4-65。 

 

表 4-65(a) 廣韻字音屬性表的「棻」字 

Id Order Sheng 
Diao Sir Yun 

Mu ZiMu Kai 
He 

Den 
Di 

Qing 
Zhuo 

Shang 
Zi 

Xia 
Zi 

{86387D01-7159-4336-B1

E8-EAEB70E8B026} 
4256 平 臻 文 非 合 3 全清 府 文 

表 4-65(b) 廣韻字音屬性表的「棻」字（勘誤） 

Id GId ZiMu QingZhuo ShangZi 
{9616A3B3-C460-49A4-ADDF-0

8EBB5193342} 

{86387D01-7159-4336-B1E8-E

AEB70E8B026} 
敷 次清 撫 

圖 4-12 廣韻資料庫的「棻」字 

圖 4-11 廣韻資料庫的「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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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9 字音屬性表的 Order 指的是廣韻資料庫的字號，而非楷書資料

庫的字號 KaiOrder，這兩個字號的對照，記錄在資料表 CCR_CCDB，

CCR_CCDB 的欄位說明如表 4-66。由於廣韻資料庫只收錄了 2 萬多字，

部分字形仍找不到讀音，尤其是異體字，因此 CCR_CCDB 增補了異體字，

而由欄位 VariantCode 來描述。 

表 4-66 廣韻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CCR_CCDB 

欄位名稱 描述 
CCR_Order 廣韻字號，可參考表 4-59。 

VariantCode 
異體字類別碼，1 表廣韻字頭，2 表廣韻字頭的簡化字，3
表廣韻字頭的異體字。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表 4-63 廣韻字音屬性表「適」字的字號為 23836、23868 及 24033，

表4-64的「員」字為4164，表4-65的「棻」字為4256，這三個字在CCR_CCDB
的屬性如表 4-67。表 4-67 廣韻字號 4164 除了「員」字外，另收錄了簡化

字「员」及異體字「貟」。 

表 4-67 廣韻字頭「員」、「棻」及「適」字和楷書的對應 

CCR_Order  VariantCode KaiOrder 
4164 1 1567(員) 
4164 2 23991(员) 
4164 4 49028(貟) 
4256 1 2632(棻) 

23836 1 4084(適) 
23868   1 4084(適) 
24033 1 4084(適) 

 
理論上，表 4-59 的字音屬性表 CCRGuangYun_Base 可增加 KaiOrder

欄位，資料表 CCR_CCDB 就不需要；事實上，CCRGuangYun_Base 原先

也規畫了欄位 CId(Character Id)，仍採用 GUID 表示，只是漢字古今字資料

庫並不採用 GUID，以致必須透過 CCR_CCDB 來連結楷書資料庫。 
國語注音對照表 CCR_Mandarin 的情況也有點類似，原先漢字古今音

資料庫也規畫了「國語」聲韻系統，但並無資料，於是我們暫由表 4-12
的字音屬性表 Pronunciation 擷取資料，建立了廣韻字頭和國語注音的對照

表 CCR_Mandarin，CCR_Mandarin 的欄位說明如表 4-68。廣韻字頭的國語

注音有時會不止一個，例如廣韻字號 6062 的「殽」字在表 4-69《漢語大

字典》的現代音有「xiao2」、「yao2」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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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8 廣韻字頭和國語注音的對照表 CCR_Mandarin 

欄位名稱 描述 
CCR_Order 廣韻字號，可參考表 4-59。 
YinItem 音項 
PinYin 漢語拼音，可參考表 4-12。 

表 4-69 《漢語大字典》「殽」字的音韻屬性 

字頭 現代音 中古音 上古音 

殽 
xiao2 《廣韻》胡茅切，平肴匣。 

宵部 yao2 《廣韻》胡茅切，平肴匣。 
xiao4 《集韻》後教切，去效匣。 

廣韻的釋義表 GuangYunShiYi 目前僅輸入少許資料，其欄位說明如表

4-70。 

表 4-70 廣韻的釋義表 GuangYunShiYi 

欄位名稱 描述 
CCR_Order 廣韻字號，可參考表 4-59。 
ShiYi 釋義 

參、上古音、中古音及現代音資料表 

表 4-2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上古音、中古音及現代音資料表說明如表

4-71。字音屬性表可配合進行聲母、韻母、韻部檢字，韻部表及調類表可

用來製作輔助輸入表。 

表 4-71 上古音、中古音及現代音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CCRShangGu 上古音的字音屬性表 
CCRZhongGu 中古音的字音屬性表 
CCRXianDai 現代音的字音屬性表 
CCYunBu 上古音及中古音的韻部表 
CCDiaoLei 現代音的調類表 

一、字音屬性表 

上古音、中古音字音屬性表 CCRShangGu、CCRZhongGu 的欄位說明

如表 4-72，現代音字音屬性表 CCRXianDai 如表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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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2 上古音、中古音字音屬性表 CCRShangGu、CCRZhongGu 

資料表 說明 
Id 識別碼，採用 GUID 來表示。 
Cid 聲韻系統識別碼，可參考表 4-54。 
GId 廣韻字頭識別碼，可參考表 4-59。 
YunBu 韻部，可參考表圖 2-22。 
ShengMu 聲母，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 
YunMu 韻母，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 
Comment 備註 

表 4-73 現代音字音屬性表 CCRXianDai 

資料表 說明 
Id 識別碼，採用 GUID 來表示。 
Cid 聲韻系統識別碼，可參考表 4-54。 
GId 廣韻字頭識別碼，可參考表 4-59。 
ShengMu 聲母，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 
YunMu 韻母，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 
DiaoLei 調類，可參考表圖 2-11。 
DiaoZhi 調值，採用「五度制標調」來標注。 
Comment 備註 

 
以「直」字為例，圖 4-13 為「直」字在廣韻、魏、先秦及隋唐的董同

龢系統、吳語蘇州、粵語清遠的聲韻屬性。 

和圖 4-13 相關的資料表，包括聲韻系統屬性表，廣韻字音屬性表，上

古音、中古音及現代音字音屬性表，相關的屬性可參考表 4-74。 

圖 4-13 「直」字在廣韻、魏、先秦及隋唐的董同龢系統、吳語蘇州、

粵語清遠的聲韻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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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4(a) 聲韻系統屬性表的魏、先秦及隋唐的董同龢、蘇州、清遠系統 

Id Title Abbreviation 
{E4092E0E-DE4A-423F-B3C5-8D58A136335E} 董同龢系統 先秦董 
{3946CD9B-7D7D-4267-B566-130C4270C202} 魏 魏 
{72B4DA4D-0FED-4958-8564-B14FECCD4D90} 董同龢系統 隋唐董 
{2CEF7A6F-CCB0-4AEA-8D6E-42C2F36C4B04} 蘇州 蘇州 
{FB34CB22-391F-4318-859A-7C14A755130A} 清遠 清遠 

表 4-74(b) 廣韻字音屬性表的「直」字 

Id Order Sheng 
Diao Sir Yun 

Mu ZiMu Kai 
He 

Den 
Di 

Qing 
Zhuo 

Shang 
Zi 

Xia 
Zi 

{29CF81AE-46F9-42D2-B

790-B9BE61DEA18F} 
24223 入 曾 職 澄 開 3 全濁 除 力 

表 4-74(c) 上古音字音屬性表的「直」字（先秦董同龢系統） 

Id GId CId 
Yun 
Bu 

Sheng 
Mu 

Yun 
Mu 

{D946DC7A-DD1A-49DC-

9B49-A829D4675116} 

{29CF81AE-46F9-42D2-B

790-B9BE61DEA18F} 

{E4092E0E-DE4A-423F-B

3C5-8D58A136335E} 
之 dʰ jək 

表 4-74(d) 中古音字音屬性表的「直」字（魏及隋唐董同龢系統） 

Id GId CId 
Yun 
Bu 

Sheng 
Mu 

Yun 
Mu 

{4C8436FC-8EA0-4138-87

9F-A1A13288B06A} 

{29CF81AE-46F9-42D2-B

790-B9BE61DEA18F} 

{3946CD9B-7D7D-4267-B

566-130C4270C202} 
職  jək 

{A5438633-DDEE-4466-B

D76-7BA580817AD4} 

{29CF81AE-46F9-42D2-B

790-B9BE61DEA18F} 

{72B4DA4D-0FED-4958-8

564-B14FECCD4D90} 
 ȡʰ jək 

表 4-74(e) 現代音字音屬性表的「直」字（吳語蘇州、粵語清遠） 

Id GId CId 
Sheng 

Mu 
Yun 
Mu 

Diao 

Zhi 

Diao 

Lei 

{5F6D9983-C11D-4DBD

-8447-E9D27A936EA5} 

{29CF81AE-46F9-42D2-

B790-B9BE61DEA18F} 

{2CEF7A6F-CCB0-4AEA-

8D6E-42C2F36C4B04} 
z ɤʔ 23 

陽

入 
{8B1F4A12-8B08-4EF3-

9895-BD45E6937449} 

{29CF81AE-46F9-42D2-

B790-B9BE61DEA18F} 

{FB34CB22-391F-4318-85

9A-7C14A755130A} 

ts ek 22 陽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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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韻部表 

上古音及中古音的韻部表 CCYunBu 可用來製作圖 2-15 及圖 2-22 的韻

部輔助輸入表，韻部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75。 

表 4-75 上古音及中古音的韻部表 CCYunBu 

資料表 說明 
YunBuOrder 韻部序號 
YunBu 韻部 
CId 聲韻系統識別碼，可參考表 4-54。 

 
以圖 2-22(b)董同龢韻部的輔助輸入表為例，前四個韻部「之」、「蒸」、

「幽」、「中」在韻部表的相關屬性如表 4-76(a)。 

表 4-76(a)韻部表的董同龢韻部 

YunBuOrder YunBu CId 
31 之 {E4092E0E-DE4A-423F-B3C5-8D58A136335E} 
32 蒸 {E4092E0E-DE4A-423F-B3C5-8D58A136335E} 
33 幽 {E4092E0E-DE4A-423F-B3C5-8D58A136335E} 
34 中 {E4092E0E-DE4A-423F-B3C5-8D58A136335E} 

 
再以圖 2-15(a) 魏韻部的輔助輸入表為例，前四個韻部「之」、「咍」、

「幽」、「宵」在韻部表的相關屬性如表 4-76(b)。 

表 4-76(b)韻部表的魏韻部 

YunBuOrder YunBu CId 
160 之 {3946CD9B-7D7D-4267-B566-130C4270C202} 
161 咍 {3946CD9B-7D7D-4267-B566-130C4270C202} 
162 幽 {3946CD9B-7D7D-4267-B566-130C4270C202} 
163 宵 {3946CD9B-7D7D-4267-B566-130C4270C202} 
 

三、調類表 

現代音的調類表 CCDiaoLei 可用來製作圖 2-11 的調類輔助輸入表，調

類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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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7 現代音的調類表 CCDiaoLei 

資料表 說明 
DiaoLeiOrder 調類序號 
DiaoLei 調類 

肆、廣韻以外的韻書資料表 

表 4-2 的韻書資料表中，除了廣韻外，還包含集韻、禮部韻略、中原

音韻、中州音韻及洪武正韻。這些韻書資料表和廣韻其實大同小異，以下

僅說明不同之處。 

一、集韻資料表 

表 4-78 為集韻資料表，相較於表 4-58 的廣韻資料表，集韻沒有又切、

又音，釋義也不再獨立成表。集韻和廣韻都分成 206 韻，韻目用字或有不

同，因此另外增加了韻目對照表。集韻字音屬性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79。 

表 4-78 集韻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Jiyun 字音屬性表 
Jiyun _CCDB 集韻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GuangJiYunMu 集韻韻目和廣韻韻目的對照表 

表 4-79 集韻的字音屬性表 Jiyun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號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圖 2-12(a)。 
Sir 攝，可參考圖 2-16。 
YunMu 韻目，可參考圖 2-13(b)。 
KaiHe 開合，可參考圖 2-19。 
DenDi 等第，可參考圖 2-20。 
QingZhuo 清濁，可參考圖 2-21。 
ShangZi 反切上字，可參考表 4-59。 
XiaZi 反切下字，可參考表 4-59。 
ShengLei(Bai) 白滌洲聲類，可參考圖 2-18(a)。 
ShengLei(Shao) 邵榮芬聲類，可參考圖 2-18(b)。 
ShengMu(Shao) 聲母（邵榮芬擬音），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 
YunMu(Shao) 韻母（邵榮芬擬音），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 
ShiYi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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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9 的字音屬性表可配合進行攝、聲調、韻目、聲類、開合、等第、

清濁、反切、聲母及韻母檢字。以「直」字為例，圖 4-14 為集韻資料庫「直」

字的檢索結果，「直」字在集韻有兩個字頭，字號 51476 的資料仍待增補，

「直」字在字音屬性表的屬性如表 4-80(a)。 

表 4-80(a) 集韻字音屬性表的「直」字 

Zi 
Order 

Sheng 
Diao 

Yun 
Mu Sir Kai 

He 
Den 
Di 

Qing 
Zhuo 

Shang
Zi 

Xia 
Zi 

Sheng 
Lei(Bai) 

Sheng 
Lei(Shao) 

Sheng 
Mu(Shao) 

Yun 
Mu(Shao) 

32454 去 志 止 開 3 全濁 直 吏 澄 澄 ȡ ie 
51476 入 職 曾    逐 力     

 
集韻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Jiyun _CCDB 的欄位同表 4-69，只是字

號名稱由 CCR_Order 改成 ZiOrder，「直」字在 Jiyun _CCDB 的屬性如表

4-80(b)。 

表 4-80(b) 集韻字頭「直」和楷書的對應 

ZiOrder  VariantCode KaiOrder 
32454 1 1034 (直) 
51476 1 1034 (直) 

 
集韻韻目和廣韻韻目的對照表 GuangJiYunMu，主要讓使用者可用廣

韻的韻目來檢索集韻，其欄位說明如表 4-81。表 4-82 列出幾個集韻韻目和

廣韻韻目不同者，兩者的關係大多為異體字，例如「暮」與「莫」、「線」

與「綫」、「號」與「号」。 

表 4-81 集韻韻目和廣韻韻目的對照表 GuangJiYunMu 

欄位名稱 描述 
YunMuOrder 韻目序號 
GuangYunMu 廣韻韻目，可參考圖 2-13(a)。 
JiYunMu 集韻韻目，可參考圖 2-13(b)。 

 
 

圖 4-14 集韻資料庫的「直」字 

112 
 



表 4-82 幾個不同於廣韻韻目的集韻韻目 

YunMuOrder GuangYunMu JiYunMu 
33 肴 爻 
53 添 沾 

123 暮 莫 
145 線 綫 
149 號 号 

 

二、禮部韻略資料表 

禮部韻略資料表包括表 4-83 的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資料表及表 4-84
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資料表。 

表 4-83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LiBu 字音屬性表 
LiBu _CCDB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GuangLibuYunMu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韻目和廣韻韻目的對照表 

表 4-84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ZengYun 字音屬性表 
ZengYun _CCDB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GuangZengYunMu 增修互注禮部韻略韻目和廣韻韻目的對照表 

 
表 4-84 的資料表和表 4-83 的資料表完全相同，以下僅介紹表 4-83 的

資料表。表 4-83 字音屬性表可配合進行聲調、韻目及反切檢字，其欄位說

明如表 4-85。 

表 4-85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的字音屬性表 LiBu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號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圖 2-12(a)。 
YunMu 韻目，可參考圖 2-13(b)。 
ShangZi 反切上字，可參考表 4-59。 
XiaZi 反切下字，可參考表 4-59。 
ShiYi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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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 LiBu _CCDB、GuangLibuYunMu 的欄位則和集韻的 Jiyun 
_CCDB、GuangJiYunMu 完全相同。以「直」字為例，圖 4-15 為附釋文互

註禮部韻略資料庫「直」字的檢索結果，字音屬性表及楷書字頭對照表的

的相關屬性如表 4-86。 

表 4-86(a)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字音屬性表的「直」字 

ZiOrder ShengDiao YunMu ShangZi XiaZi 
9496 入 職 逐 力 

表 4-86(b)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字頭「直」和楷書的對應 

ZiOrder  VariantCode KaiOrder 
9496 1 1034 (直) 

 

三、中原音韻資料表 

表4-87為中原音韻資料表，和集韻資料表相比，字音屬性表稍有差異，

楷書字頭的對照表則相同，新增的聲調表、韻部表及字母表主要用來製作

輔助輸入表。 

表 4-87 中原音韻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ZhongYuan 字音屬性表 
ZhongYuan_CCDB 中原音韻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ZhongYuanYunBu 韻部表 
ZhongYuanShengDiao 聲調表 
ZhongYuanZiMu 字母表 

 
字音屬性表可配合進行韻部、聲調、字母、清濁及擬音檢字，其欄位

說明如表 4-88，韻部表、聲調表及字母表的欄位說明則如表 4-89、表 4-90、
表 4-91。 

 
 

圖 4-15 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資料庫的「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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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8 中原音韻的字音屬性表 ZhongYuan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號 
YunBu 韻部，可參考圖 2-14(a)。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圖 2-12(b)。 
ZiMu 字母，可參考圖 2-17(b)。 
QingZhuo 清濁，可參考表 4-59。 
NiYin 擬音，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 

表 4-89 中原音韻的韻部表 ZhongYuanYunBu 

欄位名稱 描述 
YunBuOrder 韻部序號 
YunBu 韻部，可參考圖 2-14(a)。 

表 4-90 中原音韻的聲調表 ZhongYuanShengDiao 

欄位名稱 描述 
ShengDiaoOrder 聲調序號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圖 2-12(b)。 
ShengDiao_FullName 聲調（全稱），可參考圖 2-12(b)。 

表 4-91 中原音韻的字母表 ZhongYuanZiMu 

欄位名稱 描述 
ZiMuOrder 字母序號 
ZiMu 字母，可參考圖 2-17(b)。 

 
以「直」字為例，圖 4-16 為中原音韻資料庫「直」字的檢索結果，字

音屬性表、楷書字頭對照表、聲調表的的相關屬性如表 4-92。 
 

 
 
 

圖 4-16 中原音韻資料庫的「直」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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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2(a) 中原音韻字音屬性表的「直」字 

ZiOrder ShengDiao YunBu ZiMu QingZhuo NiYin 
1101 入平 齊微 照 全清 tʂi 

表 4-92(b) 中原音韻字頭「直」和楷書的對應 

ZiOrder  VariantCode KaiOrder 
1101 1 1034 (直) 

表 4-92(c) 中原音韻聲調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ShengDiaoOrder ShengDiao ShengDiao_FullName 
3 入平 入聲作平聲 

 

四、中州音韻資料表 

表 4-93 為中州音韻資料表，相較於中原音韻，除了字音屬性表及聲調

表稍有差異外，楷書字頭的對照及韻部表則相同。聲調表、韻部表可用來

製作輔助輸入表。字音屬性表可配合進行韻部、聲調、反切及叶音檢字，

其欄位說明如表 4-94。 

表 4-93 中州音韻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ZhongZhou 字音屬性表 
ZhongZhou _CCDB 中州音韻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ZhongZhouYunBu 韻部表 
ZhongZhouShengDiao 聲調表 

表 4-94 中州音韻的字音屬性表 ZhongZhou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號 
YunBu 韻部，可參考圖 2-14(b)。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圖 2-12(c)。 
ShangZi 反切上字，可參考表 4-59。 
XiaZi 反切下字，可參考表 4-59。 
XieYin 叶音 
Yin 音 
ShiYi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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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桶」、「直」、「菊」字為例，圖 4-17 為這三個字在中州音韻資料庫

的檢索結果，字音屬性表、楷書字頭對照表的的相關屬性如表 4-95。 

表 4-95(a) 中州音韻字音屬性表的「桶」、「直」、「菊」字 

ZiOrder ShengDiao YunBu ShangZi XiaZi XieYin Yin 
260 上聲 東鍾   通上聲  
1479 入作平聲 齊微 征 移   
2826 入作上聲 魚模    矩 

表 4-95(b) 中州音韻字頭「桶」、「直」、「菊」字和楷書的對應 

ZiOrder  VariantCode KaiOrder 
260 1 2181 (桶) 

1479 1 1034 (直) 
2826 1 2798 (菊) 

 
中州音韻字音屬性表的 ShengDiao 欄位，不像表 4-88 的中原音韻使用

簡稱，因此中州音韻聲調表 ZhongZhouShengDiao 的 ShengDiao 欄位只有

全稱。 

五、洪武正韻資料表 

表 4-96 為洪武正韻資料表，相較於廣韻，字音屬性表也包含了又切及

又音，但是新增了擬音表；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也和廣韻相同。相較

於中原音韻及中州音韻，聲調表、韻部表同中州音韻，字母表則和中原音

韻略有差異，這三個表皆可用來製作輔助輸入表。 
字音屬性表 HongWu 和又音 HongWuYouYin、又切 HongWuYouChie、

可配合進行聲調、韻目、字母、開合、等第、清濁及反切檢字，擬音表可

配合利用國際音標檢字。字音屬性表 HongWu 的欄位說明如表 4-97，又音

HongWuYouYin 如表 4-98，又切 HongWuYouChie 如表 4-99，擬音表

HongWuNiYin 如表 4-100。 

圖 4-17 中州音韻資料庫的「桶」、「直」、「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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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6 洪武正韻資料表 

資料表 說明 
HongWu 字音屬性表，又音 HongWuYouYin、又切

HongWuYouChie、需搭配 HongWu 使用。 HongWuYouYin 
HongWuYouChie 
HongWuNiYin 擬音表 
HongWu_CCDB 洪武正韻字頭和楷書字頭的對照表 
HongWuShengDiao 聲調表 
HongWuYunBu 韻部表 
HongWuZiMu 字母表 

表 4-97 洪武正韻的字音屬性表 HongWu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號 
ShengDiao 聲調，可參考圖 2-12(a)。 
YunBu 韻部，可參考圖 2-13(d)。 
ZiMu 字母，可參考圖 2-17(c)。 
QingZhuo 清濁，可參考圖 2-21。 
ShangZi 反切上字，可參考表 4-59。 
XiaZi 反切下字，可參考表 4-59。 
ShiYi 釋義 

表 4-98 洪武正韻的字音屬性表又音 HongWuYouYin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號 
SubZiOrder 同一字號的又音序號 
YouYin 又音 

表 4-99 洪武正韻的字音屬性表又切 HongWuYouChie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號 
SubZiOrder 同一字號的又切序號 
ShangZi 反切上字，可參考表 4-97。 
XiaZi 反切下字，可參考表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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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0 洪武正韻的擬音表 HongWuNiYin 

欄位名稱 描述 
ZiOrder 字號 
SubZiOrder 同一字號的擬音序號 
NiYin 擬音，採用國際音標來標注。 

以「瞳」、「跫」字為例來說明字音屬性表的又音、又切，圖 4-18 為洪

武正韻資料庫「瞳」、「跫」字的檢索結果，相關的音韻屬性在字音屬性表、

又音表、又切表、擬音表、楷書字頭對應表的表達如表 4-101。 

表 4-101(a) 洪武正韻字音屬性表的「瞳」、「跫」字 

ZiOrder ShengDiao YunBu ZiMu QingZhuo ShangZi XiaZi 
19 平 東 定 全濁 徒 紅 
341 平 東 曉 全清 許 容 
5617 上 董 曉 全清 許 拱 

表 4-101(b) 洪武正韻字音屬性表的「瞳」字（又音） 

ZiOrder SubZiOrder YouYin 
19 1 充 

表 4-101(c) 洪武正韻字音屬性表的「跫」字（又切） 

ZiOrder SubZiOrder ShangZi XiaZi 
341 1 巨 恭 

表 4-101(d) 洪武正韻擬音表的「瞳」、「跫」字 

ZiOrder SubZiOrder NiYin 
19 1 d‘uŋ 
341 1 xyuŋ 

5617 1 xyuŋ 

圖 4-18 洪武正韻資料庫的「瞳」、「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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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1(e) 洪武正韻字頭「瞳」、「跫」字和楷書的對應 

ZiOrder  VariantCode KaiOrder 
19 1 4550(瞳) 
341 1 9063(跫) 

5617 1 9063(跫) 
 
洪武正韻字母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102，聲類和字母可逐一對應，也

可配合進行聲類檢字。 

表 4-102 洪武正韻的字母表 HongWuZiMu 

欄位名稱 描述 
ZiMuOrder 字母序號 
ZiMu 字母，可參考圖 2-17(c)。 
ShengLei 聲類，可參考圖 2-18(c)。 

第四節 相關連結及相關索引的資料表 

表 4-3 相關連結及索引的資料表分類說明如下。 

壹、相關連結資料表 

小學堂的相關連結資料表可分成字形、字音及字義三大類，各類的資

料表及連結的資料庫如表 4-103。 

表 4-103 相關連結資料表 

類別 資料表 資料庫 

字形 ccMapCode 
ccMap 

異體字表、字形演變、小篆、金文、甲骨文、楚

系簡帛文字、秦系簡牘文字、傳抄古文字 

字音 

ccrMapCode 
ccrMap 

上古音、中古音、官話、晉語、吳語、徽語、贛

語、湘語、閩語、粵語、平話、客語、其他土話 
ccrToolBookCode 
ccrToolBookMap 

廣韻、集韻、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增修互注禮

部韻略、中原音韻、中州音韻、洪武正韻 

字義 

ccMOEMapCode 
ccMOEMap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ccExtMapCode 
ccExtMap 

國際電腦漢字與異體字知識庫、CNS11643 中文

全字庫、開放康熙字典 
 
以「直」字為例，圖 4-19 為「直」字的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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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形連結資料表 

字形連結資料表包括字形連結代碼表ccMapCode及字形連結表ccMap，
字形連結代碼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104，字形連結表如表 4-105。 

表 4-104 字形連結代碼表 ccMapCode 

欄位名稱 描述 
Code 字形連結代碼 
GuHanzi 字形連結 
DispOrder 顯示序號 

表 4-105 字形連結表 ccMap 

欄位名稱 描述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MapCode 字形連結代碼，可參考表 4-104。 

 
圖 4-19「直」字相關的字形連結，在字形連結代碼表及字形連結表的

相關屬性如表 4-106。表 4-106 和圖 4-19 的關聯如下： 
1. 表 4-106(b) 的字形連結表有 6筆資料和「直」字相關，由表 4-106(a) 

字形連結代碼表可看出，這 6 筆分別為甲骨文、金文、小篆、楚

系簡帛文字、秦系簡牘文字、傳抄古文字。 
2. 依表 4-106(a)字形連結代碼表的欄位 DispOrder，由小到大依序列

出，即是圖 4-19 的字形連結。 
3. 最後再依第二章第三節提到的資料庫銜接機制，分別加上超連節

即可，例如「甲骨文」的超連結為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
iaguwen? kaiOrder=1034。 

圖 4-19 「直」字的相關連結 

字形連結 

 

字音連結 

 

字義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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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106(a) 字形連結代碼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Code GuHanzi DispOrder 
1 甲骨文 4 
2 金文 3 
4 小篆 2 
5 楚系簡帛文字 5 
6 秦系簡牘文字 6 
7 傳抄古文字 7 

表 4-106(b) 字形連結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KaiOrder MapCode 
1034(直) 1 
1034(直) 2 
1034(直) 4 
1034(直) 5 
1034(直) 6 
1034(直) 7 

 

二、字音連結資料表 

字音連結資料表有兩組，一組是以方言為主的字音連結代碼表

ccrMapCode 和字音連結表 ccrMap，另一組是以韻書為主的韻書連結代碼

表 ccrToolBookCode 和韻書連結表 ccrToolBookMap。字音連結代碼表和韻

書連結代碼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107，而字音連結表和韻書連結表則同字

形連結表。 

表 4-107 字音連結代碼表 ccrMapCode和韻書連結代碼表 ccrToolBookCode 

欄位名稱 描述 
Code 字音（或韻書）連結代碼 
Phonetic 字音（或韻書）連結 
DispOrder 顯示序號 

 
圖 4-19「直」字相關的字音連結，在字音連結代碼表及字音連結表的

相關屬性如表 4-108。表 4-108 和圖 4-19 的關聯類似於表 4-106 和圖 4-19，
而韻書連結代碼表及韻書連結表的相關屬性則和表 4-108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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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8(a) 字音連結代碼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Code Phonetic DispOrder 
1 上古音 1 
2 中古音 2 
5 官話 5 
6 晉語 6 
7 吳語 7 
8 徽語 8 
9 贛語 9 
10 湘語 10 
11 閩語 11 
12 粵語 12 
13 平話 13 
14 客語 14 
15 其他土話 15 

表 4-108(b) 字音連結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KaiOrder Code 
1034(直) 1 
1034(直) 2 
1034(直) 5 
1034(直) 6 
1034(直) 7 
1034(直) 8 
1034(直) 9 
1034(直) 10 
1034(直) 11 
1034(直) 12 
1034(直) 13 
1034(直) 14 
1034(直) 15 

 

三、字義連結資料表 

表 4-103 和字義連結有關的幾部線上字典，可參考表 2-4，由於字義連

結資料表和線上字典的銜接機制息息相關，首先說明這幾部線上字典的銜

接機制如表 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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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9 小學堂線上字典的銜接機制 

線上字典 銜接機制 

異體字字典 

常

用

字 

格式：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htm 
備註：*為常用字字號 
範例：「直」字的字號為 A02759，銜接網頁為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02759.htm。 

次

常

用

字 

格式：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b/frb/frb*.htm 
備註：*為次常用字字號 
範例：「勺」字的字號為 B00262，銜接網頁為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b/frb/frb00262.htm 

罕

用

字 

格式：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c/frc/frc*.htm 
備註：*為罕用字字號 
範例：「劻」字的字號為 C00727，銜接網頁為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c/frc/frc00727.htm 

重編國語辭

典修訂本 

格式：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idx=dict.
idx&cond=%*%*&pieceLen=50&fld=1&cat=&imgFont=1 
備註：第一個*為 Big5 的高位元組，第二個*為低位元組 

範例：「直」字在 Big5 的高、低位元組為 AA、BD，銜接網頁為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idx=dict
.idx&cond=%AA%BD&pieceLen=50&fld=1&cat=&imgFont
=1 

CNS11643 中

文標準交換

碼全字庫 

格式：http://www.cns11643.gov.tw/AIDB/query_general_view.do?pa
ge=*&code=* 

備註：第一個*為 CNS11643 的字面，第二個*為字碼 
範例：「直」字位於 CNS11643 第一字面的 4E7E，銜接網頁為

http://www.cns11643.gov.tw/AIDB/query_general_view.do?pa
ge=1&code=4E7E 

開放康熙字

典 

格式：http://kangxi.adcs.org.tw/kangxizidian/#* 
備註：*為 utf8 編碼 
範例：「直」字的 utf8 編碼為 E79BB4，銜接網頁為

http://kangxi.adcs.org.tw/kangxizidian/#%E7%9B%B4 

國際電腦漢

字與異體字

知識庫 

格式：http://chardb.iis.sinica.edu.tw/char/U+* 
備註：*為 Unicode 
範例：「直」字的 Unicode 為 76F4，銜接頁面為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char/U+76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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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義連結代碼表及字義連結表分成兩組，一組適用於教育部的線上字

典，包含資料表 ccMOEMapCode 及 ccMOEMap；另一組則適用於教育部

以外的線上字典，包含資料表 ccExtMapCode 及 ccExtMap。這兩組的欄位

都是一樣的，字義連結代碼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110，字義連結表如表

4-111。 

表 4-110 字義連結代碼表 ccMOEMapCode、ccExtMapCode 

欄位名稱 描述 
Code 字義連結代碼 
wwwName 字義連結的名稱 
wwwLink 字義連結的網址 
DispOrder 顯示序號 

表 4-111 字義連結表 ccMOEMap、ccExtMap 

欄位名稱 描述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MapCode 字義連結代碼，可參考表 4-110。 
MapPattern 字義連結的網址參數 

 
圖 4-19「直」字相關的字義連結，教育部線上字典的字義連結代碼表

及字義連結表的相關屬性如表 4-112，其他的線上字典則如表 4-113。 

表 4-112(a) 教育部線上字典的字義連結代碼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Code www 
Name wwwLink Disp 

Order 

1 
異體字

字典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yiti*/fr*/fr******.ht
m 1 

3 
重編國

語辭典

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
sh?idx=dict.idx&cond=%**%**&pieceLen=50&fl
d=1&cat=&imgFont=1 

3 

表 4-112(b) 教育部線上字典的字義連結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KaiOrder MapCode MapPattern 
1034(直) 1 A02759 
1034(直) 3 A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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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3(a) 教育部以外線上字典的字義連結代碼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Code wwwName wwwLink DispO
rder 

1 CNS11643 中文

全字庫 
http://www.cns11643.gov.tw/AIDB/query
_general_view.do?page=?&code=???? 1 

2 開放康熙字典 http://kangxi.adcs.org.tw/kangxizidian/# 2 
3 國際電腦漢字與

異體字知識庫 http://chardb.iis.sinica.edu.tw/char/U+* 3 

表 4-113(b) 教育部以外線上字典的字義連結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KaiOrder MapCode MapPattern 
1034(直) 1 1-4E7E 
1034(直) 2 E79BB4 
1034(直) 3 76F4 

 
表 4-112(a)和表 4-112(b)的關聯，可參考表 4-109，例如，4-112(b)的

MapCode 為 1、ＭapPattern 為 A02759，銜接的頁面即為異體字字典字號

A02759 的「直」字。表 4-113(a)和表 4-113(b)的關聯，同樣可參考表 4-109，
例如，4-113(b)的 MapCode 為 1、ＭapPattern 為 1-4E7E，銜接的頁面即為

CNS11643 中文全字庫第一字面、字碼為 4E7E 的「直」字。 

貳、相關索引資料表 

小學堂的相關索引資料表包括字書索引代碼表 ccDictIndexCode 及字

書索引表 ccDictIndex，字書索引代碼表的欄位說明如表 4-114，字書索引

表如表 4-115。 

表 4-114 字書索引代碼表 ccDictIndexCode 

欄位名稱 描述 
Code 字書索引代碼 
Dictionary 字書名稱 
Press 出版發行 
IndexFormat 字書索引格式 
ccMapCode 字形連結代碼，可參考表 4-104。 
ccIndexCode 是否為字形資料庫的參考字書，0：否，1：是 
CCRIndexCode 是否為字音資料庫的參考字書，0：否，1：是 
DispOrder 顯示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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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5 字書索引表 ccDictIndex 

欄位名稱 描述 
KaiOrder 楷書字號，可參考表 4-7。 
DictIndexCode 字書索引代碼，可參考表 4-114。 
DictIndex 字書索引 
DispOrder 顯示序號 

 
以「直」字為例，圖 4-20 為「直」字的相關索引，在字書索引代碼表

及字書索引表的相關屬性如表 4-116。 
 

 
 
 

圖 4-20 「直」字的相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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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6(a) 字書索引代碼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Code Dictionary Press Index 
Format 

ccMap
Code 

ccIndex 
Code 

CCRInd
exCode 

Disp 
Order 

1 漢語大字典 遠東圖書公司 冊.頁.字 0 1 1 1 
2 漢語大字典 建宏出版社 頁.字 0 1 1 2 
3 康熙字典 中華書局 頁.字 0 1 1 3 
4 中文大辭典 中華學術院 冊.編號 0 1 1 4 
5 說文解字詁林正補合編 鼎文書局 冊.頁 4 1 0 6 
6 廣韻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頁.字 0 0 1 9 
7 金文編 中華書局 頁.行 2 1 0 11 
8 金文詁林 香港中文大學 卷.頁 2 1 0 12 
9 金文詁林補 中央研究院 冊.卷.頁 2 1 0 13 

10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 中華書局 字號.頁 2 1 0 14 
11 甲骨文編 中華書局 頁.行 1 1 0 16 
12 甲骨文字詁林 吉林大學 冊.頁 1 1 0 17 
13 甲骨文字集釋 中央研究院 卷.頁 1 1 0 18 
14 殷墟甲骨刻辭類纂 吉林大學 冊頁 1 1 0 19 
15 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 湖北教育出版社 頁.行 3 1 0 22 
16 說文新證 藝文印書館 冊頁 4 1 0 7 
17 新甲骨文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頁.行 1 1 0 20 
18 說文新證 福建人民出版社 頁 4 1 0 8 
19 集韻 上海古籍出版社 頁.行.字 0 0 1 10 
20 甲骨文字編 中華書局 字號.冊頁 1 1 0 21 
21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古文聲系 中華書局 冊頁 3 1 1 25 
22 睡虎地秦簡文字編 文物出版社 頁.行 3 1 0 23 
23 秦簡牘文字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頁 3 1 0 24 
24 新金文編 作家出版社 冊頁 2 1 0 15 
25 傳抄古文字編 綫裝書局 冊頁.行 3 1 0 26 
26 說文解字 中華書局 卷.部首.頁 4 1 0 5 
27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四川辭書版社 頁 5 1 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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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6(b) 字書索引表和「直」字相關的屬性 

KaiOrder DictIndexCode DispOrder DictIndex 
1034(直) 1 1 1.61.7 
1034(直) 2 1 26.22 
1034(直) 3 1 0800.05 
1034(直) 4 1 6.23676 
1034(直) 5 1 10.369 
1034(直) 6 1 524.38 
1034(直) 7 1 833.6 
1034(直) 9 1 6.12.3692 
1034(直) 10 1 4330.1275 
1034(直) 11 1 497.4 
1034(直) 12 1 1.554 
1034(直) 13 1 補遺.4438 
1034(直) 14 1 上 206 
1034(直) 15 1 1065.2 
1034(直) 16 1 下 203 
1034(直) 17 1 699.4 
1034(直) 18 1 907 
1034(直) 19 1 485.1.1 
1034(直) 19 2 757.10.7 
1034(直) 20 1 0652.上 185 
1034(直) 21 1 上 67 
1034(直) 22 1 189.5 
1034(直) 23 1 357 
1034(直) 24 1 中 1741 
1034(直) 25 1 下 1272.2 
1034(直) 26 1 12 下.𠃊𠃊.267 
1034(直) 27 1 902 

 
表 4-116 和圖 4-20 的關聯如下： 
1. 表 4-116(b) 的字書索引表有 27 筆資料和「直」字相關，透過欄

位 DictIndexCode 和表 4-116(a)字書索引代碼表的欄位 Code 、
Dictionary、Press，即可得知對應的字書。 

2. 表 4-116(b) 字書索引表的的欄位 DictIndex，其格式可參考表

4-116(a)字書索引代碼表的欄位 IndexFormat。 
3. 「直」字在《集韻》有兩個字號（可參考表 4-80），因此表 4-116(b)

《集韻》(DictIndexCode 為 19)的「直」字有 2 筆索引，可依欄位

DispOrder 由小到大依序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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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述結果，依表 4-116(a) 字書索引代碼表的欄位 DispOrder，由

小到大依序列出，即是圖 4-20 的相關索引。 
表 4-116(b) 和「直」字相關的字書索引有 27 筆，其實並不是每一個

資料庫的「直」字，都要顯示這 27 筆索引。表 4-114 字書索引代碼表的欄

位 ccMapCode、ccIndexCode 及 CCRIndexCode 可提供相關的資訊，讓各

資料庫選擇列出相關的索引。例如： 
1. 廣韻資料庫可根據欄位 CCRIndexCode，只須列出和字音相關的

參考字書（CCRIndexCode 為 1）：漢語大字典、康熙字典、中文

大辭典、廣韻、集韻、戰國古文字典。 
2. 甲骨文資料庫可根據欄位 ccMapCode，只須列出和甲骨文相關的

參考字書（ccMapCode 為 1）：甲骨文編、甲骨文字詁林、甲骨文

字集釋、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新甲骨文編、甲骨文字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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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實作 

本章首先說明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改版前的反思與研發新系統的策略，

其次介紹新系統的開發環境及工具、資料庫專案架構，最後再說明如何進

行資料更新。 

第一節 系統改版的反思與策略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雖然是在 2013 年 4 月正式開放，但是系統的核

心架構，則在 2011 年 9 月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正式開放時，就已經奠立。 
2009 年 9 月，文獻處理實驗室開始進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改版，在

這之前，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已開發雛型系統，只是資料庫架構規劃不當，

擴充不易，因此必須進行重整，重整後的資料庫包括表 4-54 的聲韻系統分

類表，表 4-56 聲韻系統屬性表，表 4-58 的廣韻資料表和表 4-71 的上古音、

中古音及現代音資料表。 
隨著資料庫架構的重新規劃，程式碼也必須重寫，檢視過雛型系統的

程式碼，發現有以下幾個問題： 

一、程式寫得毫無章法可言，沒有使用類別，也沒有使用函式，程式

碼間還依稀可看得出後來接手系統的人將自己的程式碼強行併

入的痕跡。這樣的程式碼除了閱讀困難，維護和擴充都是很大的

問題。 
二、不論多複雜的檢索條件，最後都會合併成一次資料庫查詢，所以

在程式中會發現許多地方都在串接查詢字串，不僅使得程式變得

破碎，也讓人難以理解程式背後的邏輯與意圖，加上資料庫中的

資料結構本來就很複雜，使得夾雜查詢字串的網頁程式碼更加難

懂。 
三、使用了大量的 javascript，以致程式顯得過於雜亂。 
有鑑於此，在開發新系統時，我們採取如下的策略： 
一、 採用 ASP.NET MVC33 作為動態網頁的開發工具。MVC 架構讓

程式易於擴充、再利用，也較容易維護。 
二、 採用 Linq34 to SQL 連結資料庫。Linq 可將資料庫查詢語法整合

進程式語言當中，免去了煩瑣程序，讓程式碼變得簡潔。 
三、 採用 jQuery35幫程式瘦身。jQuery 是 javascript 的函式庫，其單一

指令處理網頁元素的能力相當強大，可大大簡化了 javascript 的寫

33 維基百科‧ASP.NET MVC Framework：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SP.NET_MVC_Framework 
34 維基百科‧語言整合查詢：https://zh.wikipedia.org/wiki/語言整合查詢 
35 維基百科‧jQuery：https://zh.wikipedia.org/wiki/JQu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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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以下簡單說明 ASP.NET MVC、Linq to SQL 及 jQuery。 

壹、ASP.NET MVC 

很多人會以為ASP.NET MVC是奠基在ASP.NET上的進階開發工具，

但事實上，ASP.NET MVC 之於 ASP.NET，正如 ASP.NET 之於 ASP，兩者

並沒有直接關聯。相較於 ASP.NET 提供了許多便捷的控制項，ASP.NET 
MVC 提供的則是一個開發架構。 

MVC 是一種軟體架構，並不只限於網路應用程式使用。MVC 架構將

軟體區分為三個層次：「模型（Model）」、「檢視（View）」、「控制器

（Controller）」，「模型」負責底層的演算法實作及資料處理，「檢視」負責

視覺介面，「控制器」則負責「模型」和「檢視」之間的溝通與連結。因

為視覺界面與底層實作分離，MVC 架構讓程式易於擴充與再利用。界面

的更改不會影響程序運作，底層資料的抽換也不會影響界面配置。又因為

控制器提供了統一的控制流程，系統中同類型的操作會遵循相同的規則，

如此程式便容易維護。 
將 MVC 的概念套用至網路應用程式當中，ASP.NET MVC 將網頁視

為「檢視」，背後資料庫的存取與底層演算法實作視為「模型」，伺服器與

用戶端間的資料傳送則交由「控制器」；所有的用戶端請求都會送至「控

制器」，再由「控制器」決定要回傳什麼。所以，在 ASP.NET MVC 中，不

論是靜態頁面或是動態頁面，都是「控制器」執行某個「動作（Action）」
之後的結果，使用者端無法靠 URL 取得某一特定頁面；URL 對 ASP.NET 
MVC 而言是使用者端請求「控制器」執行「動作」的方式，其格式為：

http://web_domain/controller/action/。 
ASP.NET MVC 網站的預設入口為 http://web_domain/home/index/，即 

Home Controller 的 Index。完成初始設定之後，Index 會回傳「檢視」，「檢

視」會根據「模型」產生網頁內容，當中可以連結的方式呼叫「控制器」，

「控制器」接受請求後，會視狀況更新「模型」，處理完畢則會回傳 
ActionResult，通常是「檢視」。 

ASP.NET MVC 並未完全實作 MVC 架構，在 ASP.NET MVC 中，「模

型」的設計是完全沒有規範的，也可以說彈性相當大，可以使用內建的資

料結構以及自訂的資料類別，也可以是一個商業物件。但也就因為 
ASP.NET MVC 沒有實作「模型」，寫程式要特別留心「模型」的設計。 

這裡要特別澄清，資料庫處理只是「模型」的一部份，只要會需要傳

遞、處理資料，都應該有相應的「模型」。 

貳、Linq to SQL 

由於 ASP.NET MVC 沒有實作「模型」，我們必須自己設計自己的「模

型」。設計「模型」首先要考慮的，無非是資料庫程式的撰寫。微軟提供

132 
 



了許多途徑和資料庫互動，由於實驗室的資料庫用的是 MS SQL Server36，

我們於是決定採用 Linq to SQL 作為底層用來存取資料庫的工具。 
Linq 的全稱為 Language-Intergrated Query， Linq 可將資料庫語法整合

到程式語言當中，如此，程式設計師就不需要因為資料庫存取與查詢而跳

開原來的程序，去連結資料庫、下達查詢指令、讀取回傳資料、分析回傳

資料等。在 ADO.NET 的時代，不論用如何精巧的界面包裝資料庫物件，

建構查詢字串總是免不了。透過 Linq，對資料庫的操作就如同對物件實例

的處理，一氣呵成，實例可見圖 5-1。 

圖 5-1 是完全合法的 VB.NET 程式碼，上述的程式碼先 new 了一個  
MyDatabase 的 Linq to SQL 物件，接著找尋 db 資料庫的 MyClassmate 
資料表中，符合 Number 為「10」的 n，找到之後便將 n 的 Name 當作參

數傳入 Classmate 的建構子中，其中，Classmate 是程式中另外定義的類

別，得到的實例則指派給變數 c。當然，c 之後可以有其他的用途，只是，

在上面這個簡單的例子中，馬上就被消滅了。 
透過圖 5-1 的簡單例子，應該已可感受到 Linq to SQL 的強大威力，資

料庫的查詢幾乎不造成程式設計師額外的負擔，藉由在程式語言中直接支

援資料庫語法，不僅免去了煩瑣程序，讓程式碼變得簡潔，還可以在編譯

期間便發現錯誤且有 intellisense 輔助輸入，對程式撰寫和維護都有助益。 
但 Linq 也不是全然沒有缺點，因為查詢指令不再是「字串」，程式設

計師就無法以「串接」的方式組合如 "(a1 = v1 AND a2 = v2 AND a3 = v3 ) 
OR a4 = v4" 這類的複雜檢索條件。面對這樣的狀況，Linq 真的就束手無

策了嗎？當然不，下一節會提出解決方法。 

參、jQuery 

jQuery是 javascript 的函式庫，它使用 CSS 簡明的網頁元素搜尋機制，

大大簡化了 javascript 的寫法，並使得單一指令處理網頁元素的能力變得更

加強大，同時也以外掛程式的方式保留了腳本的擴充性。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雛型系統使用了大量的 javascript，為了不讓程式

顯得過於雜亂，我們決定用 jQuery 幫程式瘦身，但這並不表示接續開發要

繼續使用 jQuery，基本上 jQuery 能做的事情，javascript 都做得到。 

36 維基百科‧Microsoft SQL Serv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icrosoft_SQL_Server 

Using db as new MyDatabase 
Dim c as Classmate = ( From n In db.MyClassmate _ 
Where n.Number = "10" _ 
Select new Classmate(n.Name) 
).Single() 
End Using 

圖 5-1 Linq 操作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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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的開發環境及工具 

壹、作業系統 

雖然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雛型系統是在 Linux 環境下開發，但在系統

改版時，我們則優先考量 Windows Server，主要原因如下： 
一、字型的相容問題。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字型（可參考表 2-29）多年

來都在 Windows 環境下開發，這些字型佔用 Big5 的外字區，不

見得相容於 Linux。由於這些字型是漢字構形資料庫最珍貴的資

產，因此我們仍然選擇在 Windows 環境進行後續的開發。 
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雛型系統在 Linux 環境下開發，主要著眼在

Linux 環境下可取得較多開放原始碼軟體，以降低開發成本。然

而 Windows 環境的相關開發工具，中央研究院都有大量授權的

版本，取得並不是問題。 

貳、網頁伺服器 

由於採用 ASP.NET MVC 的程式架構，相對應的網頁伺服器自然選擇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簡稱 IIS）37。IIS 為微軟推出的網頁伺服器，

可透過 Windows Server 的伺服器管理員來安裝，並設定可執行 ASP.NET
的應用程式。 

表 2-18 小學堂各資料庫的網站都是部署在 IIS，透過 IIS 管理員可限

定訪客的 IP 位址及網域。IIS 還可設定應用程式集區，防止網頁伺服器上

不同的應用程式彼此干擾，例如，小學堂的字形及字音網站即使用不同的

應用程式集區。 

參、資料庫伺服器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事實上是由眾多的關聯式資料表所組成，因此採

用 MS SQL Server 作為資料庫伺服器。使用者端可安裝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SSMS)38，SSMS 是一個整合式環境，可用來存取、設

定、管理及開發 SQL Server 的所有元件。 

肆、系統開發工具 

可同時支援 ASP.NET MVC、Linq to SQL 及 jQuery 的最佳開發工具，

37 維基百科‧網際網路資訊服務：https://zh.wikipedia.org/wiki/網際網路資訊服務 
38 使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https://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ms17417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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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非 Microsoft Visual Studio39（簡稱 VS）莫屬，VS 也包含了廣為人知

的 IDE（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開發.NET 程式，VS 提供的 C#與 VB.NET 幾乎具有完全相同的能力，

由於漢字構形資料庫多年來一直採用 VB 開發，因此小學堂仍持續採用

VB.NET 來寫程式 
VS 的程式版本控管系統，我們則選用 AnkhSVN40。AnkhSVN 是一套

可和 VS 整合的免費版本控管系統，能同時提供多人共有資料的一致性，

以及最新、最正確的版本控管。表 2-18 小學堂各資料庫的網站，都有相

對應的 VS 專案，這些專案在版本控管系統所在的目錄如表 5-1。在 VS 開

啟 Subversion Project，即可在指定的目錄中下載這些專案。 
上一節提到 Linq 查詢指令的「串接」問題，其實可透過安裝 LINQKit41

套件來解決，LINQKit 提供的 PredicateBuilder 類別工具可用來串接查詢指

令。因此由版本控管系統下載 VS 專案後，還需再安裝 LINQKit，才能進

行程式修訂及發行。 
使用 VS 開發 ASP.NET MVC 網站最愉快的莫過於網站部署，以往在

開發網站，部署之後還會需要經過一些測試，即使已經在自己的機器上實

測過，部署到遠端伺服器還是不保證能夠正常運作，因為涉及一些設定的

問題。VS 提供了所謂「Web Deploy」的機制以簡化部署的步驟，實際使

用時只要在專案上點選右鍵，即可在選單上看到「發行」這個選項，第一

次使用，它會要求提供發佈位置和帳號、密碼等資訊，設定完成之後，以

後只需要按下「發行」，即會自動部署網站。 
  

39 維基百科‧Microsoft Visual Studio：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icrosoft_Visual_Studio 
40 AnkhSVN - Subversion Support for Visual Studio：https://ankhsvn.open.collab.net/ 
41 LINQKit：https://github.com/scottksmith95/LINQ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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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小學堂各資料庫網站的專案目錄 

編號 名稱 專案目錄 
1 小學堂 Xiaoxue 
2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CCDB 
3 小學堂甲骨文 Jiaguwen 
4 小學堂金文 Jinwen 
5 小學堂楚系簡帛文字 Chuwenzi 
6 小學堂秦系簡牘文字 Qinwenzi 
7 小學堂傳抄古文字 ChuanChaoGuWenZi 
8 小學堂小篆 Xiaozhuan 
9 小學堂字形演變 Yanbian 
10 小學堂異體字表 Variants 
11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CCR.MVC 
12 小學堂上古音 Shangguyin 
13 小學堂中古音 Zhongguyin 
14 小學堂官話 Guanhua 
15 小學堂晉語 Jinyu 
16 小學堂吳語 WuYu 
17 小學堂徽語 Huiyu 
18 小學堂贛語 Ganyu 
19 小學堂湘語 Xiangyu 
20 小學堂閩語 Minyu 
21 小學堂粵語 Yueyu 
22 小學堂平話 Pinghua 
23 小學堂客語 Keyu 
24 小學堂其他土話 Others 
25 小學堂韻書集成 YunshuCollection 
26 小學堂切韻 Qieyun 
27 小學堂廣韻 Guangyun 
28 小學堂集韻 Jiyun 
29 小學堂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 Libuyunlue 
30 小學堂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Zengxiuyunlue 
31 小學堂中原音韻 Zhongyuan 
32 小學堂中州音韻 Zhongzhou 
33 小學堂洪武正韻 Hongwu 
34 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 O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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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庫專案架構簡介 

表 5-1 的小學堂各資料庫網站，都有一個對應的 Visual Studio 專案，

這些 ASP.NET MVC 專案的檔案架構大致相同，可參考圖 5-2。 

圖 5-2 除了包括 ASP.NET 系統檔案 Global.asax、Web.config 外，還包

括了四個資料夾： 
一、資料夾 Content 再分成 Files 和 Images 兩個子資料夾，子資料夾

Files 用來存放系統文件，Images 則存放 Logo 等圖片。 
二、資料夾 Controller 存放 MVC 應用程式的控制器，控制器包含了

相關的行動。 
三、資料夾 Models 存放 LINQ to SQL 類別檔案，以便使用 Linq 來存

取 SQL 資料庫。 
四、資料夾 Views 存放著和控制器行動相對應的檢視，用來做網頁的

輸出。 
以下以金文資料庫為例，進一步說明專案的架構。利用 Visual Studio

由程式版本控管系統中開啟 Jinwen 目錄下的檔案 Jinwen.sln，即可開啟金

文資料庫專案，此專案的檔案架構如如表 5-2，相對應的使用界面可參考

圖 3-11，以下分別說明。 
  

專案 

資料夾 
Content 

資料夾 
Controller

 

資料夾 
Models 

資料夾 
Views 

系統檔案 
Global.asax 
Web.config 

資料夾 
Files 

資料夾 
Images 

圖 5-2 ASP.NET MVC 專案的檔案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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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金文資料庫專案的檔案架構 

目錄 次目錄 檔案 說明 

Content Files 
jinwen-Get_Started.pdf 使用簡介 
jinwen-Get_Tips.pdf 快速取得操作指引 

Images jinwen-title.jpg Logo 

Controllers 

AboutController.vb 簡介 
BibliographyController.vb 參考書目 
ExampleController.vb 凡例 
ExplainController.vb 操作指引 
HelpController.vb 使用說明 
HomeController.vb 最新消息及快速入門 
JinwenController.vb 首頁 
KeyboardController.vb 輔助輸入表 
PageResultController.vb 檢索結果 
StatisticsController.vb 收錄現況 
TopMenuController.vb 系統選單 

Models LinqToGujinzi.dbml LINQ to SQL 類別檔案 

Views 

About About.ascx 簡介 
Bibliography Bibliography.ascx 參考書目 
Example Example.ascx 凡例 

Explain 

DynastyExplain.ascx 時代的操作指引 
EudcFontCharExplain.ascx 字形的操作指引 
PageNoExplain.ascx 頁碼的操作指引 
QiMingExplain.ascx 器名的操作指引 
QiMuExplain.ascx 器目的操作指引 
QiOrderExplain.ascx 器號的操作指引 
ZiOrderExplain.ascx 字號的操作指引 

Help Help.ascx 使用說明 
Home Home.ascx 最新消息及快速入門 
Jinwen Index.aspx 首頁 

Keyboard 
DynastyKeyboard.ascx 時代的輔助輸入表 
QiMuKeyboard.ascx 器目的輔助輸入表 

PageResult PageResult.ascx 檢索結果 
Shared Site.Master 主版頁面 
Statistics Statistics.ascx 收錄現況 
TopMenu TopMenu.ascx 系統選單 

 Global.asax ASP.NET 應用程式檔案 
Web.config ASP.NET 系統組態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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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ASP.NET 系統檔案 

檔案Global.asax 和Web.config位於ASP.NET 架構應用程式的根目錄。

Global.asax 也稱為  ASP.NET 應用程式檔案，ASP.NET MVC 預設在 
Global.asax 所定義的 RegisterRoutes 方法中可以輕易的定義你希望擁有

的網址格式。當使用者將網址輸入瀏覽器時，MVC 應用程式會使用 
Global.asax 檔案中所定義的路由規則，對 URL 進行剖析，並判斷控制器

的路徑，控制器然後會判斷處理該要求的適當動作方法。根據預設，MVC
應用程式會將要求的 URL 視為子路徑，該子路徑包括控制器名稱，後面

接著動作名稱。例如，金文資料庫網址格式的定義可見圖 5-3，因此以網

址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nwen 連上金文資料庫，根據參數的預設

值，對應的網址應為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nwen/jinwen/index，
MVC 應用程式即會執行控制器 Jinwen 的行動 Index。 

Web.config 為 ASP.NET 的組態設定檔，其中包括資料庫的連結設定，

例如，金文資料庫 SQL Server 的驗證資料如圖 5-4（User ID 及 Password
的資料為假設）： 

當在 Visual Studio，拖曳伺服器總管的資料表到 Linq to SQL 類別

（Models\LinqToGujinzi.dbml），會自動在Web.config產生上述的驗證資料，

Data Source 通常以 IP 位址表示，改成 localhost 只是為了方便往後移轉到

其他伺服器。 

貳、Linq to SQL 類別檔案 

目錄 Models 裡的檔案 LinqToGujinzi.dbml 是個 LINQ to SQL 的類別檔

案，用來定義金文資料庫所需的資料表。在 Visual Studio，可拖曳伺服器

總管中的相關資料表到 LinqToGujinzi.dbml。 

參、資料庫的說明文件及 Logo 

目錄 Content 存放金文資料庫可供下載的文件及圖片，次目錄 Files 存

routes.MapRoute( _ 
 "Default", _         ' (1) 路由名稱 
 "{controller}/{action}/{id}", _     ' (2) URL 及參數 
 New With {.controller = "Jinwen", .action = "Index", _ 
      .id =UrlParameter.Optional} _   ' (3) 參數預設值 

圖 5-3 金文資料庫網址格式的定義 

<add name=" Gujinzi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String="Data Source= 
localhost;Initial Catalog= Gujinzi;User ID=sa;Password=abc" 
providerName="System.Data.SqlClient" /> 

圖 5-4 金文資料庫的資料庫的連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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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文件，Images 存放圖片。文件包括使用簡介(jinwen-Get_Started.pdf)、快

速取得操作指引(jinwen-Get_Tips.pdf)，圖片包括 Logo(jinwen-title.jpg)。 

肆、資料庫的主版頁面 

檔案 Views\Shared\Site.Master 為資料庫的主版頁面。ASP.NET 主版頁

面可以讓系統開發者在應用程式頁面中建立一致的配置樣式。單一主版頁

面會定義應用程式中所有頁面（或頁面群組）的外觀和標準行為。然後，

系統開發者可以建立包含想要顯示內容的個別內容頁面。當使用者要求內

容頁面時，它們就會跟主版頁面合併，以產生結合主版頁面配置與內容頁

面內容的輸出。42 
Site.Master 定義了圖 3-11 金文資料庫使用界面的框架，包括 Logo、

檢索條件、系統選單及檢索結果，這個框架也為漢字古今字資料庫的其他

資料庫所共用。 

伍、資料庫的首頁 

由圖 5-3 金文資料庫網址的定義可看出，執行控制器 Jinwen 的行動

Index，即可開啟金文資料庫。在 ASP.NET MVC 的架構中，每個系統功能

都得由「控制器」及「檢視」合力完成，相關的檔案如表 5-3。 

表 5-3 金文資料庫首頁的相關檔案 

控制器(Controllers\) 檢視(Views\) 
JinwenController.vb Jinwen\Index.aspx 
HomeController.vb Home\Home.ascx 
TopMenuController.vb TopMenu\TopMenu.ascx 

 
資料庫首頁的開啟程序如下： 
一、執行控制器 Jinwen的行動 Index（定義於 JinwenController.vb中），

會輸出首頁 Index.aspx。 
二、首頁 Index.aspx 以 Site.Master 為主版頁面，Site.Master 定義了框

架，Index.aspx 則提供實質的內容，包含 Logo 的圖片、檢索條件

的方塊等。 
三、Index.aspx 同時執行控制器 Home 的行動 Home（定義於

HomeController.vb 中），再輸出頁面 Home.ascx，Home.ascx 包含

最新消息、快速入門。 
四、Index.aspx 同時也執行控制器 TopMenu 的行動 TopMenu（定義於

TopMenuController.vb 中），再輸出系統選單 TopMenu.ascx。 

42 ASP.NET 主版頁面概觀：
https://msdn.microsoft.com/zh-tw/library/wtxbf3hh(v=vs.10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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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統選單 TopMenu.ascx 定義了選單及相對應的行動，例如，點

選「凡例」將執行控制器 Example 的行動 Example。 
六、Index.aspx 也定義了控制器 PageResult 的行動 PageResult，將會

送出檢索結果。 

陸、資料庫的系統選單 

金文資料庫的系統選單主要包括首頁、簡介、收錄現況、凡例、使用

說明及參考書目，目錄 Controllers 存放控制器的對應檔案，目錄 Views 存
放檢視的對應檔案，整理如表 5-4。 

表 5-4 金文資料庫系統選單的對應檔案 

系統選單 控制器(Controllers\) 檢視(Views\) 
首頁 HomeController.vb Home\Home.ascx 
簡介 AboutController.vb About\About.ascx 
收錄現況 StatisticsController.vb Statistics\Statistics.ascx 
凡例 ExampleController.vb Example\Example.ascx 
使用說明 HelpController.vb Help\Help.ascx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Controller.vb Bibliography\Bibliography.ascx 

 
金文資料庫一啟動，即已定義了選單及相對應的行動。例如，點選「凡

例」將執行控制器 Example 的行動 Example（定義於 ExampleController.vb
中），並輸出頁面 Example.ascx。 

柒、資料庫的操作指引及輔助輸入表 

小學堂每個資料庫都提供了操作指引及輔助輸入表，可參考第三章第

一節。金文資料庫的操作指引定義於 ExplainController.vb，相關的行動及

檢視檔案整理如表 5-5。 

表 5-5 金文資料庫操作指引的對應檔案 

操作指引 行動 檢視(Views\Explain\) 
字號 ZiOrderExplain ZiOrderExplain.ascx 
字形 EudcFontCharExplain EudcFontCharExplain.ascx 
頁碼 PageNoExplain PageNoExplain.ascx 
器號 QiOrderExplain QiOrderExplain.ascx 
器名 QiMingExplain QiMingExplain.ascx 
器目 QiMuExplain QiMuExplain.ascx 
時代 DynastyExplain DynastyExplain.ascx 

 

141 
 



表 5-5 並未說明如何啟動操作指引，相關的程式記錄在檔案

WindowScript.js 中。WindowScript.js 是一個 Java Script 的指令檔，由於這

個檔案為小學堂各資料庫所共用，因此未出現在表 5-2 中。 
以字號為例，WindowScript.js 的 Java Script 一旦偵測到使用者在字號

的文字方塊內按下 F1 鍵，即會執行以下的指令： 
一、取得文字方塊的 Id，這個 Id 已定義於 Index.aspx 中，即 ZiOrder。 
二、串接該 Id 和金文資料庫的網址、操作指引的控制器及行動成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nwen/Explain/ZiOrderExplain ， 並

藉由 Ajax 技術透過此網址取得 ZiOrderExplain.ascx 的頁面資

料。 
三、將頁面資料置入區塊 Explain_Div，此區塊已定義於 Site.Master，

同時設定區塊的位置及大小，並顯示區塊。 
金文資料庫的輔助輸入表則定義於 KeyboardController.vb，相關的行

動及檢視檔案整理如表 5-6。， 

表 5-6 金文資料庫輔助輸入表的對應檔案 

輔助輸入表 行動 檢視(Views\Keyboard\) 
器目 QiMuKeyboard QiMuKeyboard.ascx 
時代 DynastyKeyboard DynastyKeyboard.ascx 

 
輔助輸入表的啟動程序和操作指引類似，以時代為例，WindowScript.js

的 Java Script 一旦偵測到使用者在時代的文字方塊內連按滑鼠兩次，即會

執行以下的指令： 
一、取得文字方塊的 Id，這個 Id 已定義於 Index.aspx 中，即 Dynasty。 
二、串接該 Id 和金文資料庫的網址、輔助輸入表的控制器及行動成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jinwen/Keyboard/DynastyKeyboard，
並藉由Ajax技術透過此網址取得DynastyKeyboard.ascx的頁面資

料。 
三、將頁面資料置入區塊Keyboard_Div，此區塊已定義於Site.Master，

同時設定區塊的位置及大小，並顯示區塊。 

捌、資料庫的檢索結果 

金文資料庫的檢索結果是由控制器 PageResult 的行動 PageResult 送出，

這是在首頁 Index.aspx 定義的。行動 PageResult 則定義於控制器

PageResultController.vb 中，執行後會藉由 Ajax 技術取得 PageResult.ascx
的頁面資料，並顯示在區塊 PageResult，此區塊已定義於 Site.Master。 

行動 PageResult 根據使用者設定的檢索條件，透過 Linq to SQL 的技

術由 SQL Server 擷取相關資料，再將資料結合 PageResult.ascx 的頁面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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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學堂的資料更新 

第一章第二節曾提到，改版後的漢字古今音資料庫並未開發輸入界面，

目前仍舊透過先前的雛型系統輸入資料，最後再撰寫程式將資料匯入新資

料庫。事實上，後續開發的小學堂其他資料庫也一樣並未開發輸入界面，

而只透過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或 Microsoft Access 來更新資料。 

壹、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匯入 

2011 年 9 月新版的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正式開放後，後續資料的更新程

序如下： 
一、利用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雛型系統輸入資料，此雛型系統建置於

Linux Server，並採用 MySQL43資料庫。 
二、新輸入的資料通常以現代音為主，這些資料將匯入表 4-73 的現

代音字音屬性表 CCRXianDai。若輸入的是上古音或中古音，就

會匯入表 4-72 上古音、中古音字音屬性表 CCRShangGu、
CCRZhongGu。 

三、新輸入的資料若屬於新的聲韻系統，可透過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於表 4-54 聲韻系統分類表 CCRCategory、表

4-56 聲韻系統屬性表 CCRAbbreviation 中增加該聲韻系統的屬

性。 
四、匯入程式使用 ODBC44來連結 MySQL 和 MS SQL Server 的資料

庫，並提供網頁界面選取要更新的聲韻系統，最後再匯入對應的

資料表。 
五、為避免外界誤觸，此匯入程式限定只能由資料庫所在的主機來執

行。 

貳、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的資料更新 

透過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可處理 SQL Server 資料的新增、

修改及刪除 45。 
在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中，可先透過查詢從資料庫中取出

符合特定要求的資料，然後直接在查詢結果進行新增、修改及刪除。SQL 
Server 的資料查詢可使用 Transact-SQL46，例如表 4-64(a) 廣韻字音屬性表

「員」字的部分資料，可用圖 5-5 的 Transact-SQL 陳述取得。 
 

43 維基百科‧MySQL：https://zh.wikipedia.org/wiki/MySQL 
44 維基百科‧ODBC：https://zh.wikipedia.org/wiki/ODBC 
45 資料的新增、修改與刪除：web.ydu.edu.tw/~taniah/F6221-CH08.PPT 
46 維基百科‧Transact-SQL：https://zh.wikipedia.org/wiki/Transact-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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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接修改查詢結果外，也可以利用 Transact-SQL 陳述進行批次的

更新。例如，圖 5-6 的 Transact-SQL 陳述可將表 4-59 廣韻字音屬性表上字

為「王」的記錄，其聲母皆設定為「云」 

參、Microsoft Access 的資料更新 

第四章所提的小學堂資料表，只要是不使用 GUID 當識別碼的，幾乎

都是在 Microsoft Access 先建立後，再匯出到 SQL Server。這些資料表包括

表 4-1 的漢字古今字資料庫資料表，表 4-2 的韻書資料表（不含廣韻），表

4-3 的相關連結及相關索引資料表。 
利用 Microsoft Access 存取 SQL Server 資料的程序如下： 
一、Microsoft Access 須透過 ODBC 來連結 SQL Server，第一次連結

SQL Server 之前，可利用控制台的系統管理工具來開啟 ODBC
資料來源管理員，再設定 SQL Server 的位址及連結的資料夾。 

二、透過 Microsoft Access 的匯出功能，可將特定資料表匯出到 SQL 
Server 的特定資料夾，或 

三、透過 Microsoft Access 的匯入與連結功能，開啟 SQL Server 特定

資料夾的資料表後，再進行資料更新。 
  

圖 5-5 表 4-64(a) 廣韻字音屬性表「員」字的查詢陳述 

Select Order, ShengDiao, YunMu, ZiMu, ShangZi, XiaZi 
From CCRGuangYun_Base 
Where Order=4164 

圖 5-6 將廣韻字音屬性表上字為「王」的聲母設定為「云」 

Update CCRGuangYun_Base 
Set ZiMu="云" 
Where ShangZi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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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應用 

本章首先利用 Google Analyics 來分析小學堂的網站流量，其次透過臺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來說明博碩士論文引用小學堂的現況，最後是

部分使用者的經驗談。 

第一節 小學堂的網站流量分析 

小學堂採用 Google Analyics 統計網站流量，以下分別從「目標對象」

及「行為」來觀察小學堂的網站流量，統計的時間是從 2013 年 4 月 26 日

至 2017 年 6 月 7 日。 

壹、目標對象 

在 Google Analyics 點選「目標對象」、「總覽」、「瀏覽量」，即可看到

圖 6-1 的工作階段、使用者、瀏覽量等相關資料。 

從圖 6-1 的瀏覽量變化，應可看出小學堂的使用者主要來自學術界。

圖 6-1 的瀏覽量變化和學校的寒暑假有關，瀏覽量的相對高點大致落在寒

暑假前的 4 月到 5 月、12 月到 1 月，相對低點則在寒暑假的 2 月、8 月。

但仍有三個時間點的瀏覽量變化，與此無關，補充說明如下： 
一、2013 年 10 月以後的瀏覽量普遍提高，這主要是瀏覽量計算方法

圖 6-1 小學堂網站流量分析（目標對象－總覽－瀏覽量） 

2013年10月 2016 年 8 月 
201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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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小學堂初期的瀏覽量統計是以重新載入整個頁面為計量

單位，然而由於小學堂大量採用 Ajax 技術，送出檢索結果也只

會更新局部頁面，而不須重新載入整個頁面，以致瀏覽量被低估。

2013 年 10 月以後的瀏覽量統計也納入頁面的局部更新，瀏覽量

因而普遍提高。 
二、2016 年 8 月到 2017 年 2 月的瀏覽量只達去年同期的 46%，約減

少 91 萬，這段時間因為要釐清著作權的爭議，而暫時關閉小學

堂大部分字形資料庫，以致瀏覽量大幅衰退。 
三、2017 年 3 月以後的瀏覽量再度回升，這主要是因為關閉的字形資

料庫再度重新開放，但瀏覽量仍未回到去年同期的水準。 

貳、行為 

在 Google Analyics 點選「行為」、「網站內容」、「所有網頁」，即可看

到圖 6-2 小學堂網站瀏覽量來源的前十名（國家/地區），而小學堂各資料

庫網站的瀏覽量則重新製表如表 6-2。 
 

 
 

  

圖 6-2 小學堂瀏覽量來源的前十名（國家/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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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小學堂各資料庫網站的瀏覽量(2013/04/26-2017/06/07) 

編號 資料庫 瀏覽量 瀏覽量(%) 開放日期 
1. 小學堂 1,382,202 16.68% 2013/04/26 
2. 小學堂字形演變 1,123,083 13.55% 2013/09/25 
3.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1,053,631 12.71% 2011/09/01 
4. 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935,478 11.29% 2013/04/26 
5. 小學堂小篆 650,550 7.85% 2013/04/26 
6. 小學堂甲骨文 518,100 6.25% 2013/04/26 
7. 小學堂金文 461,924 5.57% 2013/04/26 
8. 小學堂上古音 273,930 3.31% 2013/04/26 
9. 小學堂異體字表 191,137 2.31% 2013/04/26 
10. 小學堂楚系簡帛文字 191,094 2.31% 2013/04/26 
11. 小學堂中古音 179,018 2.16% 2013/04/26 
12. 小學堂集韻 85,998 1.04% 2014/03/27 
13. 小學堂秦系簡牘文字 82,560 1.00% 2014/02/05 
14. 小學堂韻書集成 79,007 0.95% 2014/11/04 
15. 小學堂傳抄古文字 77,098 0.93% 2014/11/17 
16. 小學堂廣韻 57,914 0.70% 2014/08/04 
17. 小學堂閩語 32,760 0.40% 2013/04/26 
18. 小學堂粵語 27,827 0.34% 2013/04/26 
19. 甲骨文合集材料來源表 23,071 0.28% 2013/04/26 
20. 小學堂中原音韻 20,073 0.24% 2014/06/18 
21. 小學堂官話 17,754 0.21% 2013/04/26 
22. 小學堂吳語 13,166 0.16% 2013/04/26 
23. 小學堂客語 10,460 0.13% 2013/04/26 
24. 小學堂洪武正韻 8,167 0.10% 2014/06/30 
25. 小學堂中州音韻 5,652 0.07% 2014/07/11 
26. 小學堂晉語 5,393 0.07% 2013/04/26 
27. 小學堂平話 5,139 0.06% 2013/04/26 
28. 小學堂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 5,138 0.06% 2014/12/03 
29. 小學堂湘語 4,921 0.06% 2013/04/26 
30. 小學堂贛語 4,761 0.06% 2013/04/26 
31. 小學堂其他土話 4,412 0.05% 2013/04/26 
32. 小學堂徽語 2,082 0.03% 2013/04/26 
33. 小學堂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1,648 0.02% 2014/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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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引用小學堂的博碩士論文 

至 2017 年 9 月為止，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47至少可查出 62
篇在參考文獻中引用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的論文，如表 6-3。 

表 6-3 引用小學堂的博碩士論文 

 論 文 名 稱 研 究 生 指 導 教 授 校院名稱  系 所 名 稱 學位類別 論文出版年 

1 
臺灣古契約文書字詞現

象研究—以《大臺北古契

字集》為例 
黃羿禎 季旭昇 

陳美蘭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 2017 

2 「水」與大禹神話研究 蔡佩陵 高莉芬 國立政治

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士  

3 五年琱生尊銘文研究 邱玉芳 許文獻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碩博士班 碩士 2017 

4 六年琱生簋銘文研究 黃育如 許文獻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碩博士班 碩士 2017 

5 
上博九〈陳公治兵〉字詞

研究 陳貴芳 許文獻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碩博士班 碩士 2017 

6 
先秦儒道二家飲食及養

生觀之研究 王筱萱 汪中文 國立臺南

大學 

國語文學系中

國文學碩士在

職專班 
碩士 2017 

7 
程邃篆刻中以書入印與

仿古璽印之探討 黃靖軒 周芳美 國立中央

大學 藝術學研究所 碩士 2016 

8 
台灣華語呼語的句法、語

義與語用研究 蕭景浚 連金發 國立清華

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 2016 

9 
部件分解應用於中文字

組字之研究 張榮庭 洪文斌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碩士 2016 

10 
時間思維與引譬連

類——以張衡為研究個

案 
徐瑞鴻 鄭毓瑜 國立臺灣

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

所 碩士 2016 

11 
漢字家譜的理論與應用 
──華語教學中的漢字教

學策略 
林宛蓉 陳昭容 國立清華

大學 中國文學系 博士 2016 

12 
南宋辛棄疾愛國詞之音

韻風格研究 張靖怡 張慧美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6 

13 
《法華經》「四要品」偈

頌之韻律風格研究 趙詠寬 耿志堅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博士 2016 

14 
吳文英詞之音韻風格研

究──以自度曲為例 吳雅婷 張慧美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6 

15 
先秦兩漢蛇意象與龍蛇

之化研究 廖堂智 陳器文 國立中興

大學 中國文學系所 博士 2016 

47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CIFQp/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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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文 名 稱 研 究 生 指 導 教 授 校院名稱  系 所 名 稱 學位類別 論文出版年 

16 
章嘉胡土克圖之音學研

究─以《欽定同文韵統》

為主 
林宛姿 王松木 

周美慧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6 

17 
天人、氣氛與儀式：先秦

罪感研究 李松駿 林啟屏 國立政治

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士  

18 
上博九〈邦人不稱〉字詞

研究 李佩穎 許文獻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語文教育學系

碩博士班 碩士 2016 

19 
甲骨文人形構件分析及

其教學運用 游琇雯 林宏明 國立政治

大學 
國文教學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20 《類篇》編纂問題研究 董家豪 金周生 輔仁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士 2016 

21 
《世說新語》特殊詞彙研

究 郭依蕙 楊秀芳 國立臺灣

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

所 碩士 2016 

22 
中泰顏色詞的文化意涵

比較及其教學運用 李素玉 何淑貞 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

士學位學程 碩士 2016 

23 
謬悠、荒唐、無端崖:想
象在《莊子》中的使用與

哲學意義 
許家瑜 魏家豪 國立臺灣

大學 哲學研究所 碩士 2015 

24 
從字源教學出發到擴充

語詞與造句之行動研究 陳佩真 邴尚白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語文教師碩士

在職專班 
碩士 2015 

25 
漢越語和漢語的層次對

應關係研究 阮青松 丘彥遂 國立中興

大學 中國文學系所 碩士 2015 

26 柳宗元詩接受美學研究 湯云瑋 楊雅惠 國立中山

大學 
中國文學系研

究所 碩士 2015 

27 
漢字的造字原理應用於

兒童插畫之創作研究 林竺君 楊清田 國立臺灣

藝術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

學系 碩士 2015 

28 漢賦語法風格研究 丁憶如 竺家寧 國立政治

大學 中國文學系 博士  

29 
《莊子》「以與世俗處」

的倫理關懷 陳康寧 賴錫三 國立中正

大學 
中國文學系暨

研究所 碩士 2015 

30 東漢佛經複合詞研究 郭懿儀 陳梅香 國立成功

大學 中國文學系 博士 2015 

31 五年琱生簋研究 翁瓊華 許文獻 國立屏東

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碩士 2015 

32 
戰國楚系簡帛文字部件

增繁研究 陳厚任 黃靜吟 國立中正

大學 
中國文學系暨

研究所 碩士 2015 

33 
《說文解字》服飾文化研

究 洪瑗璘 吳俊德 臺北市立

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碩士班 碩士 2014 

34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統研

究 楊濬豪 丘彥遂 國立中興

大學 中國文學系所 碩士 2014 

35 
《說文解字》兵器形制考

釋 黃敬哲 陳溫菊 銘傳大學 應用中國文學

系 碩士 2014 

36 
家徽研究與設計運用創

作 蕭衣紋 梁桂嘉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設計學系 碩士 2014 

37 
《集韻》與宋代字韻書關

係研究 曾若涵 杜佳倫 
王松木 

國立中山

大學 
中國文學系研

究所 博士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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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文 名 稱 研 究 生 指 導 教 授 校院名稱  系 所 名 稱 學位類別 論文出版年 

38 
高中文言文教學活動設

計之研究 王世雄 耿志堅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4 

39 
岑參七言邊塞古詩之音

韻風格研究 陳文鐸 張慧美 國立彰化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4 

40 
《說文解字》與經典文獻

常用字詞比較研究 王世豪 許錟輝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博士 2014 

41 
上博楚竹書（七）、（八）

文字構形研究 陳縈萱 徐富昌 國立臺灣

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

所 碩士 2014 

42 
長承本《蒙求》漢字音研

究 楊蕙瑜 李存智 國立臺灣

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

所 碩士 2014 

43 
台灣閩客華語字音對應

及其教學──對應規律

研究與應用 
駱嘉鵬 董忠司 

連金發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臺灣語言與語

文教育研究所 博士 2014 

44 
隨課文歸類識字教學提

升低年級學童識字能力

之行動研究 
韓瑞美 邴尚白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語文教學碩士

班 
碩士 2014 

45 
運用漢字構造相關理論

於國小識字教學之研究 陳芊穎 邴尚白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

語文教學碩士

班 
碩士 2014 

46 
菅原道真漢詩文用韻研

究 楊之帆 吳聖雄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4 

47 對外漢字教學研究 賴秋桂 朱歧祥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博士 2014 

48 
泰華長篇接龍小說 《風

雨耀華力》研究 簡佳敏 吳福助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碩

士在職專班 碩士 2014 

49 
基於 QR Code 的行動導

覽系統設計－以台北孔

廟為例 
曾莛鈞 盧東華 臺北市立

大學 
資訊科學系碩

士班 碩士 2013 

50 
《清華簡(壹)‧周武王有

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

(金縢)》研究 
莊文如 陳麗桂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3 

51 
閩南韻書《渡江書十五

音》及其鼻化韻母探討 黃小宜 姚榮松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中國文學系研

究所 碩士 2013 

52 
簡體字在臺灣的發展及

其對中學國文教學的影

響研究 
黃詣峰 賴貴三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3 

53 上杭古田客家話研究 彭淑鈴 鄭曉峯 國立中央

大學 
客家語文研究

所 碩士 2013 

54 
陳藎謨音學思想之研究--
以《皇極圖韻》和《元音

統韻》為主 
彭于綸 王松木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碩士 2013 

55 
甲骨文軍事動詞同義詞

研究 陳佩君 朱歧祥 東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 博士 2013 

56 
章太炎之漢語方言同源

詞研究：以《新方言》吳

語為例 
賴以純 楊秀芳 國立臺灣

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

所 碩士 2013 

57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 黃澤鈞 季旭昇 國立高雄 經學研究所 碩士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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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 文 名 稱 研 究 生 指 導 教 授 校院名稱  系 所 名 稱 學位類別 論文出版年 
（壹）‧金縢、祭公》研

究 
蔡根祥 師範大學 

58 
先秦「五刑」及其相關之

研究 王鈺婷 沈寶春 
蔡根祥 

國立高雄

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 碩士 2013 

59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

竹書（七）》〈鄭子家喪〉、

〈君人者何必安哉〉研究 
趙玉芬 季旭昇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在職

進修碩士班 碩士 2012 

60 連翹歸經演變之初探 黃美琇 林睿珊 中國醫藥

大學 
中醫學系碩士

班 碩士 2012 

61 
臺灣客家話的閩南語借

詞及其共同詞研究 羅玉芝 陳秀琪 國立中央

大學 
客家語文研究

所 碩士 2012 

62 
西周單氏家族青銅器研

究 陳苑玲 汪中文 
何樹環 

國立中山

大學 
中國文學系研

究所 碩士 2012 

 
針對表 6-3 的查詢結果，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還提供了「查

詢結果分類」及「主題知識地圖」，查詢結果分類中的「學類」如表 6-4，
主題知識地圖則如圖 6-3。 

表 6-4 引用小學堂的博碩士論文（學類）

學類 篇數 
中國語文學類 45 
普通科目教育學類 6 
電資工程學類 2 
語言學類 2 
視覺傳達設計學類 2 

學類 篇數 
台灣語文學類 2 
醫學學類 1 
綜合藝術學類 1 
哲學學類 1 

 
 

 

圖 6-3(a) 引用小學堂的博碩士論文（主題知識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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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xue.iis 
 
 

戰國文字 
   楚文字 
      古文字 
      凡物流形 
      上博簡 
      上博七 
      鄭子家喪 
   上博簡 
      楚竹書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通假字 
      甲骨文 
      殷商聲類 
   古文字 
      金文 
      楚簡 
      甲骨文 
      字形演變 
      青銅器 
   上博七 
      吳命 
      凡物流形 
      鄭子家喪 
      君人者何必安哉 
      武王踐阼 
   楚簡 
      郭店 
      出土文獻 
      上博 
      訓詁 
      構形 

音韻風格 
   聲調 
      韻母 
      聲母 
      國語 
      聲學 
      韻律 
   王昌齡 
      七言絕句 
      風格學 
      韻 
      象下之意 
      語言風格學 
   七言絕句 
      杜牧 
      音韻 
      詠史懷古 
      詞彙風格 
      詞彙 
   黃庭堅 
      黃山谷 
      蘇軾 
      江西詩派 
      宋詩 
      書法 
   風格學 

語言風格 
   音韻 
      詞彙 
      客家話 
      閩南語 
      台語 
      客語 
   詞彙 
      客家話 
      語音 
      詞頻 
      歌仔冊 
      台灣閩南語 
   詞彙風格 
      重疊詞 
      現代詩 
      陳義芝 
      長生殿 
      語言風格學 
   語法 
      語意 
      文法 
      虛詞 
      中文 
      語言 
   現代詩 
      新詩 
      笠詩社 
      台灣文學 
      現代主義 
      意象 

頭韻 
   風格學 
   類疊 
      韻腳 
      鄉土文學 
      設問 
      敻虹 
      排比 
   頭尾韻 
      音素覺知 
      記憶術 
      記憶 
      童謠 
      尾韻 
   韻腳 
      注音 
      正派三國歌 
      正字 
      歌仔冊 
      晉江腔 
   韻 
      趣 
      詩 
      覓 
      現代音樂 
      現代揚琴作品 

韻圖形制 
   近代音 
      吳語 
      音系 
      等韻 
      江淮官話 
      等韻學 
   等韻學 
      韻圖 
      等韻圖 
      江淮官話 
      明代 
      黃鍾通韻 
   皖南方言 
      周贇 
      《山門新語》 
   周贇 
      《山門新語》 
   《山門新語》 

 
圖 6-3 的「Xiaoxue.iis」為檢索的關鍵詞，因為關鍵詞「小學堂」處處

可見，不適合用來檢索，而改用小學堂網址的開頭 Xiaoxue.iis 作為檢索的

關鍵詞。 

第三節 小學堂使用者的經驗談 

知名出版人陳穎青先生 2015 年在《科學人雜誌》發表的〈甲骨文研

究的數位福音〉48一文中指出：「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運作兩年來，解救了

48 甲骨文研究的數位福音：

圖 6-3(b) 引用小學堂的博碩士論文（主題知識地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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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文字學研究者的惡夢……過去我們為了找一個字，要在一套一套大部

頭的工具書間查找，自行跨工具書整合所有查詢結果，光是『查詢』這個

工作就要耗掉半天，現在則縮短到了一秒之間。」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陳美蘭老師也曾以「小學堂重度使用者」的

身份，報告了她的小學堂使用經驗，摘要如下：  
一、小學堂使我們在撰寫論文時可以迅速掌握各種古文字的寫法，同

時資料庫也提供讀者各種相關工具書的出處，對於我們檢索專書

十分便利。 
二、在文字學課程的「漢字追本溯源」報告中，會指定學生多多利用

小學堂來撰寫，其目的是要讓學生明白，我們今天所寫的漢字大

多前有所承源，只要我們善用工具書或資料庫，往往可以找到現

代漢字的前世，使漢字變得更為鮮明靈活，而非板滯難記。 
三、正確的漢字演變知識不必來到中文系才學會、才懂得，只要在中

學任教的國文老師懂得如何善用小學堂，我們的學生可以在中學

就建立很好的漢字演變觀念。 
另外，綜合了其他使用者來信及網路貼文，將他們的使用經驗及對小

學堂的看法，整理如下： 
 中研院小學堂資料庫的建置，對推動文字學研究與教學有極大的

功效，特別是寫論文的同學，更是少不了它！ 
 我們在師範大學教書，都向在職老師推薦這套資料庫，用過都讚

不絕口。 
 這是兩岸最好用的漢字資料庫（沒有之一）！估計諸多教授文字

學及相關課程的師友必然經常鼓勵學生善用小學堂。 
 研究古文字的人，已經離不開小學堂了。 
 小學堂是學生入門文字學很重要的網站，網路上很多是似而非的

網站很容易誤導剛起步的學子。 
 小學堂的資料對於初學者或是資深學者都是很有幫助的，再加上

檢索便利以及相關的資源連結，真的對研究文字學相關很有用處，

能發揮深入淺出的功用。 
 小學堂不管是自學需要，或教學用途，都很適合，而且就算是初

學者，也可以看懂一些深入淺出的說明，對於研究者更是絕佳的

利器。真的是個難得的優秀網路平臺！ 
 小學堂對研究者或ㄧ般民眾都有很大的幫助，尤其是漢字構形資

料庫停止更新後，目前具權威的網站就是小學堂了。而且線上使

用十分方便，還可以隨時用手機查詢。 
 除了老師的教導，可以說是漢字構形資料庫引領我走進古文字的

世界，從字形的演變乃至異體字的比對，甚至是圖形文字的查找、

工具書的頁碼都「彈指」之間就可輕易獲得。而且它是免費的，

還不斷更新版本。後來與時俱進的網頁版更是讓人使用簡便，除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Unit=columns&id=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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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安裝軟體的繁複過程，有網路的前提下，真的是走到哪用到哪。

嘉惠無數人的這兩個偉業工程，默默的推動著、守護著古老的學

問。 
 我們這一代何其幸運！從一開始接觸古文字，就有金文資料庫、

漢字構形資料庫，都是一些默默努力的學者、老師為我們創造了

這麼便利的工具。 
 甲骨、青銅器、竹簡木牘是千百年前的物品，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會壞掉、鏽蝕，就算是從拓本或文字編剪字，要把這麼多字一個

一個在網站上呈現的黑白分明，一定是很花時間很辛苦的事情！

從「漢字構形資料庫」軟體開始，就覺得使用這樣的軟體好奢侈

啊，字形這麼漂亮、解析度這麼高，按個 ctrl+w 就可以完美的鑲

進 word 裡！小學堂網站也是會讓使用者覺得好奢侈的網站！ 
 寫作博士論文和教學的時候真很依賴小學堂，不管是為了讓論文

有清晰客觀的字形圖片，還是利用資料庫的字形演變給學生講解，

都是非常好用且便利的資訊。 
 小學堂的文字學資料有益於我國小識字的教學，還有教導國字的

筆順及正確計算筆畫數，非常有幫助。 
 自從課堂上使用了小學堂資料庫，學生在上「六書這個單元」時，

個個都興趣濃郁，上起課來也積極參與！ 
 一般民眾到臺灣各地旅遊，看到雕刻在廟宇古蹟的古字，都可以

利用這網站，理解漢字的源流和其珍貴性，了解為何我們寫繁體

的原因。 
 從大學開始，因為寫報告的關係接觸到小學堂，發現裡面的資料

真的齊全，檢索又方便，之後就自然成為愛用者。 
 這兩年除了把小學堂推薦給搞考古的同行外，還推薦給篆刻的朋

友，大家都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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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章首先回顧小學堂的研發過程，其次說明小學堂研發過程中所面對

的難題，最後談及小學堂未來的發展。 

第一節 回首來時路 

日前邀請謝清俊老師為此技術報告寫序，謝老師提到：「恭喜此計劃

已告一段落，功莫大焉！人生有此ㄧ役，實堪告慰。」謝老師是我碩士論

文的指導教授，1986 年我碩士畢業，隨後到了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服國

防役，國防役結束後，1992 年又回到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跟謝老師

繼續做研究。 
我來中央研究院原本是想研發電子佛典全文檢索系統，但當時謝老師

還給了我另一個工作：重建「交大字根系統」。撇開文字學的研究不談，

最早為電腦拆分漢字的研究，見於 1972 年交通大學關於交大字根系統一

系列的論文和報告 49,50。由於交大字根系統的相關電子檔案已不能讀出，

於是我們當時就決定沿用交大字根系統的方法重新再做一遍，並在過程中

做若干的改進。這段工作最大的工程，就是建立了一個記錄字形結構的資

料庫，即日後的「漢字構形資料庫」。 
1995 年 4 月，我們在「第六屆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發表〈中

文字形資料庫的設計與應用〉51一文，文中介紹了我們的字形結構資料庫，

而整個資料庫也可視為一個計算機使用的文字與字形的制式定義。此資料

庫是在 Windows 3.1 作業系統下研發，當時已記錄了《中文電腦基本用字

研究》52一書的 8,532 個字形結構，我們除了在研討會展示此資料庫，並提

供系統磁片與大家分享。日後，我們每當在研討會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

隨後也都會贈送最新的系統磁片或光碟，或告知資料庫下載網址。 
1995 年 7 月，我和謝老師參加了「中國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現代化國際

會議」，並在會議中發表〈古籍校讀工具「中文文獻處理系統」的設計〉53。

研討會後，深覺無法同時研發文獻處理系統及字形資料庫，雖然我對文獻

處理系統有所偏愛，然而字形資料庫的因緣卻更為成熟，因此決定暫時擱

置文獻處理系統，全力進行字形資料庫的後續研發。 

49 中文字根之分析：http://cdp.sinica.edu.tw/cchsieh/research/hcc-research-01.pdf 
50 中文字根的貯存和中文字的合成：
http://cdp.sinica.edu.tw/cchsieh/research/hcc-research-02.pdf 
51 中文字形資料庫的設計與應用：
http://cdp.sinica.edu.tw/cchsieh/research/hcc-research-62.pdf 
52 林樹：《中文電腦基本用字研究》〈新竹：交通大學計算與控制學系，1972 年〉 
53 古籍校讀工具「中文文獻處理系統」的設計：
http://cdp.sinica.edu.tw/cchsieh/research/hcc-research-64.pdf 

155 
 

                                                      



1996 年 8 月，謝老師在「第一屆中國文字學會學術討論會」發表〈電

子古籍中的缺字問題〉54一文，此文認為要解決缺字問題，還是應該建立

電腦處理文字問題的能力，這包括將必要的文字學知識表達在電腦中並加

以利用，以及建構一個處理字形的機制。此文提出的「字形結構表達式」

（簡稱構字式），也成為日後的缺字表達式，並用來解決電子古籍中的缺

字問題。此文也提到「字形資料庫以後還可擴充到包涵字音和字義的部份，

並把文字學的資料一齊建立，如此，則可能發展成為文字學資料庫，成為

漢學研究和學習的有力工具。」至此，以文字學知識來改良漢字交換碼，

進而徹底解決缺字問題的理論架構，已大致完成。在小學堂文字學資料庫

尚未推出之前，在別人的眼中，我們建立的漢字構形資料庫就和解決缺字

問題畫上等號了。 
解決缺字問題的理論架構既已大致完成，接下來就是進一步的驗證。

我們先前的字形資料庫只記錄了《中文電腦基本用字研究》的 8,532 個字

形結構，1997 到 1999 年間，我們將字集擴大到 Big5 的 13,051 個字、《漢

語大字典》的 54,711 個字，並在字形資料庫記錄這些字形的結構。這些工

作當時都是在 Windows 95、98 作業系統下完成，而 Windows 95、98 採用

Big5 為中文內碼，Big5 只有 13,051 個，是無法顯示《漢語大字典》的 54,711
個字，除非自行造字。當時我們並不想造字，而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字形結

構，只想維護記錄字形結構所需的部件（或字根）集即可。 
說到造字的因緣，應從 1997 年 8 月我們從向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採

購「全真字庫造字系統」談起。1998 年，好友葉健欣先生匠心獨運，在很

短的時間內，掃描《漢語大字典》的字形表，自動切割字形圖片，再利用

全真字庫造字系統製成 12 套漢字庫字型，並免費提供給我們使用。我們

在 1999 年 1 月推出的漢字構形資料庫 1.1 版，收錄《漢語大字典》字頭近

50,000 個，就是採用這套字型。2001 年底，謝老師告知有一筆經費可用來

造字，當時我就透過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季旭昇老師找到 55 個學生利

用寒假期間造字，每個字分別造了標楷體及細明體，逐步取代漢字庫的掃

描字型。 
2001 年 9 月，謝老師自中央研究院退休，其後我轉到資訊科學研究所

何建明老師的計畫，直到 2004 年 7 月我獲聘為研究助技師。那幾年何老

師從不干擾我，放任我繼續建立漢字構形資料庫，在此也表達深深的謝

意。 
2003 年 3 月推出的漢字構形資料庫 2.1 版，完整地收錄了《說文解字

詁林》的小篆及重文字形11,000個，象徵了我們正式跨入了古漢字的領域。

早在 1997 年我們取得全真字庫造字系統後，即開始試著製做小篆字型，

後來得知北京師範大學王寧老師團隊也進行相關的研究，基於雙方合作的

情誼，我們不想進行重複的工作，而把工作重心放在小篆構形資料庫的建

立。1999 年 7 月，我們取得北京師範大學的小篆字型，並採用 Big5 重新

54 電子古籍中的缺字問題：
http://cdp.sinica.edu.tw/cchsieh/research/hcc-research-71.pdf 

156 
 

                                                      



編碼；2002 年 6 月，我們正式獲得北京師範大學授權，可將我們 Big5 版

的小篆字型提供給外界使用。 
小篆構形資料庫完成後，接下來的重頭戲便是金文構形資料庫，而金

文構形資料庫的建立，也開啟我們和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昭容老師團隊

十幾年合作的情誼。對陳老師而言，金文構形資料庫可協助解決金文的缺

字問題；對我們非文字學專長的人而言，金文不像小篆有《說文解字》可

參考，若非陳老師協助，我們根本不知如何下手。金文構形資料庫的主要

建立期間為 2003 年 4 月到 2007 年 8 月，這段期間我們也在陳老師的協助

下，同時建立楚系簡帛文字和甲骨文構形資料庫。 
2008 年到 2012 年，由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的經費

補助，研究人力較為充足，再加上幾個主要的古漢字構形資料相繼完成，

我們開始思考建立文字學資料庫的可能性，其中一個便是建立聲韻資料庫。

2009 年 7 月，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楊秀芳老師邀請我們加入「漢字古今音

資料庫」的研發團隊，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我跟楊老師提及整併漢

字構形資料庫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成為一個文字學資料庫的想法，楊老師

雖然非常同意這樣一個整併方向，但是也擔心資料庫整併後，我們是否會

重視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廣大的方言語音資料？其實對我們而言，整併後只

有一個文字學資料庫，沒有偏重的問題，而且楊老師團隊從此可更專注於

基本聲韻資料的整理，而我們可修改與撰寫方言檢索方面的程式，讓資料

庫在語音檢索各方面能更靈活流暢，以方便研究者使用。雙方有了這樣一

個共識，日後的合作就相當愉快。2011 年 9 月 1 日，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正

式開放給外界使用，並於 11 月舉辦的「第二十九屆全國暨第十二屆國際

聲韻學學術研討會」中展示，楊老師表示這個資料庫的功能比預期的還好。

2016 年底我收到葉秋蘭小姐（楊老師的助理）的來信，信中提及：「楊老

師和我非常感謝您對我們資料庫的各項支援與協助，說出來的感謝只是一

滴水，沒說出來的已經匯成一片海洋。」楊老師於 2016 年從臺灣大學退

休，雙方的合作則一直持續到 2017 年 7 月楊老師的計畫結束。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成功開放，為籌畫中的文字學資料庫奠立良好的

基礎，我們順勢將漢字構形資料庫的線上版易名為「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並將文字學資料庫取名為「小學堂」，「小學堂」這名稱前後可是花了兩年

半的構思，直到 2012 年 5 月才定案。2013 年初，我被告知資訊科學研究

所不再支持文字學資料庫的研發，而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也將於 2013 年 6 月結束。2013 年 4 月 26 日，我決定正式開放小學堂供各

界使用，因為 5 月 14 日本院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要找我面談，詢問我轉

到中心的意願，我總要帶點研發成果去談。 
2013 年 9 月，我轉任到數位文化中心。對於小學堂，我本著「能做多

少，就做多少」的心態，和陳老師繼續合作建立秦系簡牘文字、傳抄古文

字資料庫，也和楊老師合作建立集韻、禮部韻略、中原音韻、中州音韻及

洪武正韻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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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山高無坦途 

小學堂正式開放的那一天，我們同時宣佈不再更新漢字構形資料庫，

這個決定雖然無奈，但也不得不然，因為計畫即將結束，連小學堂的前景

都不明朗。 
自 1998 年 8 月推出的漢字構形資料庫 1.0 版開始，我總擔心歷年來整

理的資料會不小心而毁於一旦，因此就把除程式碼以外的所有原始資料包

裝在安裝檔，讓這些資料隨著資料庫的安裝而備份在使用者的電腦。漢字

構形資料庫的檢索系統自 2003 年 3 月的 2.1 版增收小篆，建立古今字的銜

接機制後，架構上已無大變動，因此我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整理資料，對

於程式的撰寫技巧也日漸疏離，尤其是跟伺服器有關的網頁程式。 
2011 年 9 月，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正式開放，這算是我們研發的第一個

線上資料庫，儘管楊秀芳老師認這個資料庫的功能超過她預期，但是在

2010 年底，我正為這個資料庫感到惶恐不安，因為撰寫程式的工程師打算

離職，雖然核心檢索系統已完成，程式碼其實也寫得很好，只是當時我卻

看不懂。由於漢字古今音資料庫預定在 2011 年夏天進行成果展示，而且

這又是我們第一次跟其他單位的正式合作，怎能不全力以赴！因此 2011
年初我們迅速補了新人，實驗室四個成員（含我）忙了八個月，總算在 9
月順利推出。這八個月以來，隨著資料庫檢索功能的逐漸完善，心情也由

年初的惶恐不安而轉為踏實，到最後的如釋重負，但也期盼這種經驗只要

體會一次即可。 
這一次的體驗彌足珍貴，工程師的流動是常態，在學術機構維護程式

碼其實並不容易，降低系統的複雜度才是首選，這可分兩方面來看，一為

資料表與資料庫的統整問題，二為資料的更新問題，而這兩個問題其實又

息息相關。 
在資料表與資料庫的統整方面，後續的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就走向分散

式，不同的字體皆獨立成資料庫，各有各的使用界面和網址。分散式資料

庫其實較適合小學堂，因為小學堂的設計理念就是以字頭來銜接不同的資

料庫；而且從查詢來看，分散式資料庫的系統較簡單，網頁的啟動也較快，

更不會因不可預期的程式錯誤而導致所有的資料庫都無法查詢，風險也相

對較低。 
方言資料庫的情況和字體資料庫又不同，這些資料庫之所以獨立出來，

只不過是用來簡化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操作程序，這其中又以上古音資料

庫為代表。例如，在甲骨文、金文的資料庫的查詢結果中，只要點選上古

音的連結，即可查詢和字頭相關的上古音；若要回到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查

詢同樣的結果，程序就繁瑣多了。 
若由資料表來看，所有的方言資料庫和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其實是共用

一個資料表，即現代音資料表（可參考表 4-73）。然而漢字古今字資料庫

的字體資料表（可參考表 4-1）則是各自獨立的，為何這些字體資料表不

像方言資料表一樣，統整成一個資料表？最主要還是屬性不同，因為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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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表繼承自漢字構形資料庫，每種字體各自記錄著字形結構，都有各自

的構形系統，不同字體的構形系統本就不該混在一起，因此資料表也不適

合統整。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韻書資料表（可參考表 4-2）也都是獨立的，這

些資料表並非不能統合，而只是不在原來的規畫中，只好先暫時「分而治

之」。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是以《廣韻》的讀音為框架來銜接其他聲韻資料，

但這些韻書或由於字形《廣韻》並未收錄，或由於讀音無法和《廣韻》對

應，而不相容於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框架，這些資料表只好先暫時獨立出

來。比較可惜的是，目前為這些聲韻資料開發出的綜合查詢界面「韻書集

成資料庫」，其功能過於陽春，而且僅能以字形來查詢，而無法像漢字古

今音資料庫可用各種聲韻屬性進行交叉查詢。長遠來看，還是要解決韻書

間的讀音對應問題，而不是像目前有些聲韻資料可用讀音對應，有些則只

能以字形對應。 
在資料的更新方面，漢字古今音資料庫於 2010 年底完成核心的檢索

系統，當時的聲韻資料是從舊版的資料庫匯入，新版資料庫的資料輸入界

面則尚未完成，由於成果展安排在隔年，新的工程師又才剛接手，一切仍

以成果展為重，使用界面及檢索功能的優化列為第一要務，資料輸入界面

的開發就此暫緩。就這一耽擱，資料輸入界面的開發就一直暫緩，因為總

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優先完成。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同樣地沒有開發資料輸入

界面，因為資料原本就存在於漢字構形資料庫的資料表中，直接匯入即可。

第五章第四節曾提到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或 Microsoft Access 皆
可用來更新資料，採取人工操作，小的資料表其實較容易掌控，這也是為

什麼聲韻資料表尚未統整的原因之一。然而沒有資料輸入界面，若不熟悉

資料表結構，是無法進行資料更新，也比較容易出錯。 
資料表與資料庫的統整問題、資料的更新問題，不同的作法各有利弊，

在此只能說明當時的決策思維，提供給後人參考。 

第三節 登高望更遠 

小學堂在開放之後，曾經期待能有更多的單位及個人合力擴建文字學

資料庫，但這個期盼落空了，最後還是只有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及中央研

究院進行後續的增補，如今楊秀芳老師已退休，陳昭容老師也即將退休，

這兩個單位能再投入的資源也已不多了。 
小學堂目前確定將增建的只有金文族徽資料庫。族徽或稱圖形文字，

是一種介於圖畫與文字之間的圖形，陳老師的金文工作室日前由殷周金文

暨青銅器資料庫中挑出了近八千個族徽。族徽由於介於圖畫與文字之間，

數量又龐大，因此需從小學堂的金文資料庫抽離，另外開發資料庫。 
雖然小學堂開放至今已有四年，但先前的漢字構形資料庫早已建立了

二十年。目前看來，不出幾年，漢字構形資料庫和小學堂的開發模式將難

以為繼。雖然漢字構形資料庫和小學堂已在不同階段帶給古文字研究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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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的便利，但長遠來看，若期盼這些文字學資料能再發揮更大的效益，

及早將原始資料釋出，讓大眾再做各種加值，仍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2010 年 2 月，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研究所碩士班學生曾向楊秀芳老

師索取方言語料以進行研究，只是當時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剛進行改版，不

便將資料給人。如今，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已開放 6 年，楊老師的計畫也已

結束，檢索系統幾乎不會有更新的進展，適時釋出原始資料，對於聲韻學

的研究應大有助益。 
至於漢字古今字資料庫原始資料的釋出，其實從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年

代即已開始。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原始資料分成兩大類：字形結構記錄及字

型檔，當使用者安裝了漢字構形資料庫，便已取得了這些原始資料。漢字

構形資料庫的正式釋出則在 2010 年 5 月，當時漢字構形資料庫 2.65 版採 
用「GPL3」進行公眾釋出。55 

相較於漢字古今字資料庫，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的原始資料在加值上較

為容易，因為全都是採用 Unicode 為中文內碼的純文字資料；而漢字古今

字資料庫的中文內碼仍採用 Big5，除了小篆字型外，其他字型檔都佔用

Big5 的外字區，而字形結構記錄也使用了 Big5 部件外字，若要進一步運

用，可能需要進行適當的轉換。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從 1997 年楊秀芳老師開始籌畫，到 2011 年正式開

放，歷經了十四年，如今已邁向第二十年。小學堂於 2013 年正式開放，

若從 1993 年開始研發漢字構形資料庫算起，至今也已有二十四年，這等

於是我在中央研究院的代表作。在這漫長的研發歲月中，雖然資料庫仍有

很大的改善空間，然而謝清俊老師、陳昭容老師、楊秀芳老師和我，都已

盡力了，就如陳昭容老師所說：「我們的形體終將枯槁，一切都將隨風而

逝，若能為文化傳承盡一分心力，為學者帶來一絲研究及教學便利，都是

值得我們全力以赴的。」 

  

55 「中央研究院漢字部件檢字系統」2.65 版釋出聲明：
http://proj1.sinica.edu.tw/~cdp/cdphanzi/decla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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