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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為小學堂閩語資料庫的簡介，說明目前的收錄現況、整體框

架、操作畫面概觀，並以實例示範如何進行檢索，最後說明檢視檢索

結果時，如何進一步設定進階檢視功能。希望透過本文件，能讓使用

者快速地認識本資料庫之各項特色。 

 

小學堂閩語資料庫網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mi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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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簡介	
「小學堂閩語資料庫」為「漢字古今音資料庫」1下的一個資料庫，

可提供使用者根據字頭查詢各地閩語的聲韻資料，再透過字頭連結到

個別的形、音、義資料庫或韻書索引。 

本資料庫的字號、字頭直接承襲自漢字古今音資料庫，主要根據宋代

韻書《廣韻》2收字，此外並酌收其他字書、韻書及近代新增的少數

字，共計有兩萬多字；而其中有對應閩語資料，可供查詢的漢字約五

千多字。 

本資料庫規畫收錄 58個閩語方言點，目前已收錄 35個方言點，聲韻

資料十一萬多筆，日後將持續增補；並於檢索結果中，列出字頭對應

之《廣韻》韻目、聲調、反切、字母、清濁、等第、開合等中古音資

料，供使用者參考。 

二、操作畫面概觀	
整個操作畫面的概觀，共分為 4大區塊，分別是： 

 系統選單 

 檢索條件 

 檢索結果 

 連結與索引 

                                               
1  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2  周祖謨校：《廣韻》（澤存堂本）〈臺北：藝文印書館，200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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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選單	

系統選單的內容主要為系統簡介、收錄現況、凡例、使用說明、參考

書目等與系統相關之說明。 

以滑鼠點選要查看的部分，相關說明即會出現在下方的區塊。 

 

檢索條件	

「閩語」資料庫標題之下，可設定閩語的檢索條件。閩語的查詢可分

檢索條件 

檢索結果

系統選單

連結與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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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簡易查詢」和「進階查詢」兩項，點選「進階查詢」即會連結至

「漢字古今音資料庫」，進階查詢的使用方法請參閱「漢字古今音資

料庫使用簡介」，以下僅針對簡易查詢說明。 

 

當設定完檢索條件後，按下檢索條件最下方的「確定送出」，檢索結

果即會呈現在右方區塊。 

 

簡易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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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想清除已輸入的檢索條件，按下「重新設定」按鈕，即會清空所有

檢索條件的欄位內容。 

 

檢索結果	

操作畫面的右方用於顯示檢索結果，檢索結果包括字號、字頭、中古

音及閩語聲韻資料。 

 

字頭原則上首出《廣韻》字形，次出簡化字及其他異體字，標示於同

字頭 

中古音

字號 

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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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頭後的括號內；例如，字號 300的「聦」字所示。 

 

字頭底下首列中古音資料，此處所指中古音資料僅限《廣韻》基本資

料，不包含其他中古音聲韻系統；其下再列閩語聲韻資料，閩語資料

依地域、方言點排序。 

連結與索引	

檢索結果的下方會列出與檢索字頭相關的連結與索引，分為「相關連

結」與「相關索引」兩部分。 

 

相關連結 

相關索引 

首出廣韻字形

後出其他異體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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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連結會列出與檢索字頭相關的網頁連結，以滑鼠點選要查看的超

連結，即會開啓新的網頁，使用者可檢視所檢索的字頭在其他網頁上

的資訊。 

 

相關索引則會列出檢索字頭在相關韻書上的索引資料，使用者手邊若

有該韻書，即可根據此索引查閱；相關索引的格式為：「書名（出版

項），索引格式：索引資料」。 

 

三、簡易查詢 

簡易查詢包括「字號」、「字形」兩個檢索欄位，以及「區」、「片」、「方

言點」和「聲母」、「韻母」、「調值」、「調類」七個篩選欄位。 

書名  出版項  索引格式  索引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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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對本資料庫之檢索欄位與篩選欄位加以說明，並分別以範例介

紹各欄位之檢索方式。 

檢索欄位	

本資料庫目前只提供單一字頭查詢，「字號」、「字形」兩個檢索欄位

即是用以查詢字頭的欄位，若兩個檢索欄位的資料所對應的字頭不同

時，則查無資料。因此若非特殊情形，使用者在輸入檢索條件時，「字

號」和「字形」兩個檢索欄位只須擇一輸入即可。 

字號檢索	

《廣韻》原書並未對各個字頭加以編號，此處之字號乃是建置資料庫

時，為便於整理與檢索而依該書之字頭出現順序，依序編排 1~25528

號。例如，若想查詢《廣韻》排序第 300個字頭的資料，可在檢索條

檢索欄位 

地域篩選欄位

聲韻篩選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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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字號」的欄位內輸入「300」；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

字號為「300」的「聦」字底下所收錄的閩語資料。 

 

字形檢索	

字形指的是《廣韻》收錄的字，包含楷書異體字頭，異體字頭的來源

包括簡化字、後世校勘…等，字頭所列之異體字皆可用於字形檢索，

因此一個字頭可用來查詢的字形可能不只一個。例如，在檢索條件中

「字形」的欄位內輸入「聦」或「聰」；按下「確定送出」後，皆可

見到字號為「300」的「聦」字底下所收錄的閩語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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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欄位除了可直接輸入單字外，若遇到不知如何輸入的生難字時，

亦可使用該字的構字部件來查詢，查詢時需在部件前後加括號；當部

件為部首的附形時，也可使用對應的部首來查詢，如：以「水」替代

「氵」、「人」替代「亻」。例如，想查詢「淆」字時，可在檢索條件

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氵肴)或(水肴)；按下「確定送出」後，皆

可見到字號為「6069」的「淆」字底下所收錄的閩語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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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欄位	

本資料庫由於收錄多個方言點，當字頭下的聲韻資料數量過多時，可

再透過區、片、方言點等依地域區分的地域篩選欄位，或透過聲母、

韻母、調值、調類等依聲韻屬性區分的聲韻篩選欄位，來篩選出所要

的閩語資料。 

篩選欄位並非用以檢索字頭，而是在字頭查詢結果出來後，針對查詢

結果進一步篩選閩語聲韻資料；因此篩選欄位必須配合「字號」、「字

形」等檢索欄位查詢，先以「字號」或「字形」檢索出欲查詢的字頭

後，再輸入篩選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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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篩選欄位	

本資料庫的閩語聲韻資料是搜羅各地方言調查報告建置而成，因此會

依方言調查地域歸類，地域劃分的單位分為區、片、方言點，可用以

進一步篩選聲韻資料。 

當使用者同時輸入區、片、方言點三個欄位時，只要符合三個欄位中

任一欄位條件的聲韻資料皆會列出。例如，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

欄位內輸入「教」，「區」的欄位輸入「海外閩語」，「片」的欄位輸入

「侯官片」，「方言點」的欄位輸入「廈門」；按下「確定送出」後，

即會得到以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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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區篩選	

「區」為閩語方言點地域劃分的單位，「區」欄位填入的資料必須為

分區名稱，詳細內容可參考本資料庫系統選單的「收錄現況」一項。 

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分區為「海外閩語」的聲韻資料；只

要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區」的欄位輸入「海

外閩語」；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區」篩選欄位可同時接受多個條件，只須在分區名稱之間以半形的

逗號區隔即可。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分區為「海外閩語」

或「閩方言島」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

入「教」，「區」的欄位輸入「海外閩語,閩方言島」；按下「確定送出」

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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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片篩選	

「片」為閩語方言點地域劃分的單位，「片」欄位填入的資料必須為

分片名稱，詳細內容可參考本資料庫系統選單的「收錄現況」一項。 

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分片為「侯官片」的聲韻資料；只要

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片」的欄位輸入「侯官

片」；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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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篩選欄位可同時接受多個條件，只須在分片名稱之間以半形的

逗號區隔即可。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分片為「侯官片」或

「福寧片」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

「教」，「片」的欄位輸入「侯官片,福寧片」；按下「確定送出」後，

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方言點篩選	

「方言點」為閩語地域劃分的最小單位，「方言點」欄位填入的資料

必須為方言點名稱，詳細內容可參考本資料庫系統選單的「收錄現況」

一項。 

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方言點為「廈門」的聲韻資料；只要

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方言點」的欄位輸入「廈

門」；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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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點」篩選欄位可同時接受多個條件，只須在方言點名稱之間以

半形的逗號區隔即可。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方言點為「廈

門」或「福州」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

入「教」，「方言點」的欄位輸入「廈門,福州」；按下「確定送出」後，

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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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韻篩選欄位	

本資料庫的聲韻資料主要分為聲母、韻母、調值、調類四個欄位，可

用以進一步篩選聲韻資料。 

當使用者同時輸入聲母、韻母、調值、調類四個欄位時，只會列出同

時符合四個欄位條件的聲韻資料。例如，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

位內輸入「教」，「聲母」的欄位輸入「k」，「韻母」的欄位輸入「a」，

「調值」的欄位輸入「213」，「調類」的欄位輸入「陰去」；按下「確

定送出」後，即會得到以下結果。 

 

聲母篩選	

「聲母」欄位填入的資料必須為國際音標（IPA），使用者可直接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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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複製檢索結果中的聲母貼上。 

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聲母為「k」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

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聲母」的欄位輸入「k」，若

不知如何輸入，可直接複製檢索結果中的聲母貼上；按下「確定送出」

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聲母」篩選欄位可同時接受多個條件，只須在聲母之間以半形的逗

號區隔即可。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聲母為「k」或「kʰ」

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聲母」

的欄位輸入「k,kʰ」；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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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母篩選	

「韻母」欄位填入的資料必須為國際音標（IPA），使用者可直接輸入

或複製檢索結果中的韻母貼上。 

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韻母為「a」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

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韻母」的欄位輸入「a」；按

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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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母」篩選欄位可同時接受多個條件，只須在韻母之間以半形的逗

號區隔即可。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韻母為「a」或「iau」

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韻母」

的欄位輸入「a,iau」；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

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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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值篩選	

「調值」是聲調的實際讀音，以阿拉伯數字來表示相對音高，故「調

值」欄位填入的資料必須為阿拉伯數字。 

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調值為「213」的聲韻資料；只要在

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調值」的欄位輸入「213」；

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調值」篩選欄位可同時接受多個條件，只須在調值之間以半形的逗

號區隔即可。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調值為「213」或「42」

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調值」

的欄位輸入「213,42」；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

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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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類篩選	

「調類」是聲調的分類，依閩語資料歸納整理為陰平、陰平甲、陰平

乙、陽平、陽平甲、陽平乙、陰上、陽上……等類，「調類」欄位填入

的資料必須為調類名稱。 

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調類為「陰去」的聲韻資料；只要在

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調類」的欄位輸入「陰去」；

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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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類」篩選欄位可同時接受多個條件，只須在調類之間以半形的逗

號區隔即可。例如，若想查詢「教」字當中，調類為「陰去」或「陰

平乙」的聲韻資料；只要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

「調類」的欄位輸入「陰去,陰平乙」；按下「確定送出」後，即可見

到符合檢索條件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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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階檢視	

檢索結果之呈現，可視情況再做進一步的顯示調整，比方說可用全版

畫面檢視結果、只顯示不同讀音。本節即是說明如何進一步地設定這

些進階的檢視功能。 

以全版畫面顯示檢索結果	

在完成檢索之後，若希望畫面能只顯示檢索結果，則可點擊檢索條件

與檢索結果之間的箭頭記號，將左側的檢索條件暫時隱藏，以較大之

畫面檢視檢索結果。 

 

若想恢復原本的檢索畫面，請再次點擊檢索結果左上方的箭頭記號，

即可恢復顯示檢索條件。 

點擊箭號，可隱藏檢索條件，向左延伸檢索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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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字形又見於多個字號	

由於同一個字形可能有多筆不同的《廣韻》資料，此時該字形便會重

見於多個字號之下，當使用者以「字形」為條件檢索時，則檢索結果

會先顯示排序較前的字號，另於其字號後括號標註又見於哪個字號，

使用者可點選字號連結切換檢視閩語資料。 

例如，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教」字，按下「確定送

出」後，會查出字號為「6089」，與《廣韻》反切「古孝切」對應的

閩語資料；但在字號「6089」後可見到「（又 18474）」字樣，表示「教」

字同時也被收錄於字號「18474」下，此時若以滑鼠左鍵點擊「（又

18474）」即可連結至字號「18474」的檢索結果，便可見「教」字與

《廣韻》反切「古肴切」對應的閩語資料；若想再重回字號「6089」

觀看閩語資料，同樣只須以滑鼠左鍵點擊（又 6089）即可。 

點擊箭號，可恢復顯示原本的檢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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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顯示不同讀音	
小學堂閩語資料庫預設檢索結果是將聲韻資料依不同方言點表列出

來，即使是同一讀音也會因來源方言點不同而重複列出；若使用者只

想知道該字頭在閩語中有幾種不同的讀音，則可勾選簡易查詢中「只

顯示不同讀音」的選項。 

例如，在檢索條件中「字形」的欄位內輸入「淆」字，按下「確定送

出」後，會出現各個不同方言點的閩語聲韻資料；若勾選簡易查詢中

「只顯示不同讀音」的選項後，再按下「確定送出」，即使來源方言

點不同，但聲韻資料完全相同者，則只會顯示其中一筆資料。 

點擊字號即可

連結。 

點擊字號即

可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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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音完全相同，但來源方言點不同，仍分列兩筆顯示。

源自不同方言點的相同讀音只顯示其中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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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快速取得操作指引	

在小學堂閩語資料庫中，每個檢索欄位都可快速取得操作指引。開啟

方式為先將游標移至需開啟操作指引的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此時

應可見到該欄位的輸入點在閃爍；接著按下鍵盤上的 F1 鍵，即可開

啟該欄位的操作指引。 

例如，需開啟小學堂閩語「字形」的操作指引時，請先將游標移至字

形的欄位內，點擊滑鼠左鍵，使欄位內的輸入點呈現閃爍狀態。 

 

接著按下鍵盤的 F1鍵，即可開啟字形的操作指引。 

將游標移至字形的欄位內，點

擊滑鼠左鍵，使其輸入點呈現

閃爍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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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操作指引的右上角，可看到一個叉號，按下叉號即可關閉操作指引

視窗。 

 

按下叉號，關閉

操作指引視窗 

在欄位內按下鍵盤的

F1 鍵，開啟操作指引 

字形的

操作指

引視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