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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年 11 月 4日 

 

本文件為韻書集成資料庫的簡介，說明該資料庫的整體框架、操作畫

面概觀，並以實例示範如何進行聲韻資料檢索，最後說明檢視檢索結

果時，如何進一步設定進階檢視功能。希望能讓使用者快速地認識本

資料庫之各項特色。 

 

韻書集成資料庫網址：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yun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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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簡介	

「韻書集成資料庫」是一個為方便檢索及比對各韻書聲韻資料而設計

的線上資料庫，可提供使用者根據字頭查詢聲韻相關資料，並可依使

用者需求自行選取檢索範圍及顯示欄位。 

韻書集成資料庫由廣韻、集韻、中原音韻、中州音韻及洪武正韻等韻

書資料庫組成，這些個別的韻書資料庫可獨立查詢，也可透過韻書集

成資料庫進行綜合查詢。 

二、操作畫面概觀	

整個操作畫面的概觀，共分為 3大區塊，分別是： 

 系統選單 

 查詢選單 

 檢索結果 

 
查詢選單 

檢索結果

系統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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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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滑鼠點選需要查看的部分，相關說明即會出現在下方的區塊。 

 

查詢選單	

資料庫標題之下，是韻書集成的查詢選單，包括檢索條件、欄位顯示

設定，以及檢索範圍設定。檢索條件可自行輸入，欄位顯示設定及檢

索範圍設定，則採用核取方塊勾選的方式。查詢選單最下方為「確定

送出」與「重新設定」按鈕。 

 

檢索條件

欄位顯示設定

「確定送出」及「重新設定」按鈕

檢索範圍設定



韻書集成資料庫使用簡介 

3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資訊科學研究所 

設定完檢索條件、檢索範圍後，按下「確定送出」，檢索結果會呈現

在右方區塊。 

 

若想清除已輸入的檢索條件，並還原欄位顯示與檢索範圍設定的話，

按下「重新設定」按鈕，即會清空所有檢索條件的欄位內容並還原系

統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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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結果	

操作畫面的右方用於顯示檢索結果，若以字號為檢索條件，則檢索結

果會依字號排序；若以字形為檢索條件，則檢索結果會依字形輸入順

序排序。 

 

若只查詢單字，則相關連結與相關索引會直接列在檢索結果下方；若

一次查詢多字，則需點選字號才能看到相關連結與索引。 

檢
索
結
果
依
字
號
排
序 

檢
索
結
果
依
字
形
輸
入
順
序
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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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連結與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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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結果最上方會列出使用者查詢之字頭，下方表格則為各韻書之聲

韻資料。目前檢索結果預設顯示的欄位有：字號、字形、韻書、聲調、

韻目、字母、反切，若欲調整欄位顯示，則可在檢索條件的欄位顯示

設定區選取，關於各欄位之說明將於後文詳述。 

 

三、簡易查詢 

韻書集成資料庫目前僅提供字頭檢索，包括字號及字形兩個檢索條件

欄位，目的為提供使用者對照同一字在不同韻書中的聲韻資料；至於

聲韻資料各個欄位，目前不提供輸入檢索，只能以核取方塊勾選是否

顯示該欄位；使用者亦可依個人需求勾選韻書檢索範圍。 

以下將分別介紹字號、字形之檢索方式，欄位顯示設定與各欄位簡

介，以及檢索範圍設定。 

使用者查詢之字頭 

各韻書之聲韻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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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索條件	

字號檢索	

字號是該字在本資料庫內部使用的代號，此欄位提供多筆檢索的功

能，但為了版面簡潔，目前字號限制查詢筆數為 10筆；使用者可輸

入 1‐10筆的字號檢索，若輸入 10筆以上，只會依字號排序顯示前 10

筆。 

當輸入檢索的字號為 1筆以上時，為了區別起見，字號之間需要加上

半形逗號分隔，例如在「字號」的欄位中輸入「1,3」，代表檢索字號

1的「一」字，以及字號 3的「丁」字。 

 

若要檢索某一區段的字，請輸入區段始尾之字號，中間以破折號隔

開。例如輸入「1‐3」，可檢索字號 1至 3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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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形檢索	

字形是指各韻書的楷書字頭，此欄位提供多字檢索的功能，但為了版

面簡潔，目前字形限制查詢字數為 10字；使用者可輸入 1‐10個字形

檢索，若輸入 10字以上，只會依輸入順序顯示前 10筆。 

檢索方式是直接將欲檢索之單字或字串輸入於字形欄位，不需加任何

分隔符號。例如，若想同時檢索「千字文」三個字，只要在「字形」

欄位內輸入「千字文」，按下「確定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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欄位顯示設定	

在檢索欄位的下方有許多核取方塊，橫線上方為欄位顯示設定區，橫

線下方為檢索範圍設定區。 

 

在檢索結果中，「字號」、「字形」、「韻書」三欄是不可隱藏的固定欄

位，其餘欄位皆可由使用者自訂是否顯示；只要以滑鼠點選欄位名稱

欄位顯示設定

檢索範圍設定



韻書集成資料庫使用簡介 

10 
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資訊科學研究所 

前面的核取方塊，將之打勾，則該欄位會即時顯示於檢索結果中；反

之，只要將已打勾的核取方塊，再以滑鼠點選一次取消打勾，則該欄

位會即時從檢索結果中隱藏。 

例如，若不想讓「字母」一欄顯示於檢索結果中，則以滑鼠點選「字

母」前方已打勾之核取方塊，使勾勾消失，同時「字母」一欄的資料

亦會即時自檢索結果中隱藏。 

 

又如，若想在檢索結果中顯示「擬音」欄位的資料，則以滑鼠點選「擬

音」前方之核取方塊，使之呈現打勾狀態，「擬音」一欄的資料即會

顯示於檢索結果中。 

字
母
欄
位
隱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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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各部韻書的聲韻資料格式不完全一致，因此有些欄位可能並非每

部韻書都有資料內容，如「聲類」一欄目前只有《洪武正韻》一書有

資料；同時各部韻書採用的韻目、聲調等分類，或標音、索引的方式

可能有所不同，因此同一欄位下各韻書之實質內容可能有所差異。關

於各韻書欄位內容的詳細說明請參考個別韻書資料庫，以下僅對各欄

位作簡要的說明。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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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資料庫所謂「攝」是指《廣韻》十六攝。 

擬
音
欄
位
預
設
為
隱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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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	

一般聲調通常分為平、上、去、入四聲，但各韻書實際聲調分類仍有

不同，如《中原音韻》平聲分為陰平、陽平，入聲分派三聲。 

韻目	

韻目為韻書對韻母的分類方式，各韻書之韻目分類、用字或有不同。

如《廣韻》、《集韻》為 206韻，《中原音韻》、《中州音韻》為 19 韻部，

《洪武正韻》則為 76韻。 

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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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母並非韻書原本有所記載之資料，而是後世之研究，

也就是我們參考其他相關研究書籍而補充的資料，因此目前並非每部

韻書都有此欄位，同時各韻書之字母分類也或有不同。如《廣韻》為

42字母、《中原音韻》為 21字母、《洪武正韻》為 31字母。 

聲類	

聲類一欄目前只有《洪武正韻》有資料，是採用應裕康先生「洪武正

韻聲韻母表」的 31個聲母分類，可與字母對應。 

開合	

開合是「開口」和「合口」的合稱。若某字沒有介音，則屬開口；若

存在介音，則屬合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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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	

等第是指韻母的分等，分為一、二、三、四等。清代小學家江永云：

「音韻有四等，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細，而四尤細」。現在

普遍認為韻母的分等是對韻母中介音的有無，以及韻腹開口度大小和

發音部位前後的分析。 

清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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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切	

目前韻書集成所收錄之韻書，以切韻系韻書為主，因此主要之標音方

式為「反切」，但實際上除了反切之外，還有其他輔助的標音方式，

如：《廣韻》還有「又切」、「又音」，《中州音韻》還有「叶音」…等

表達方式。建置資料庫時，為了避免欄位過於繁瑣，故將所有韻書標

音內容統一置於「反切」欄。 

例如，於「字形」欄位輸入「正」字查詢，檢索結果中《廣韻》有兩

筆資料，反切欄內容分別為「諸盈切/音政」、「之盛切/之盈切」，第

一個切語為反切，「/」後則為又切或又音，又切或又音可能不只一筆；

也就是說在《廣韻》書中，前者表示為「正，諸盈切，又音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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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表示為「正，之盛切，又之盈切。」 

 

又如，於「字形」欄位輸入「正」字查詢，檢索結果中《中州音韻》

有兩筆資料，反切欄內容分別為「知聲切」、「叶征去聲」；也就是說

在《中州音韻》書中，前者以反切標音，後者則是採用叶音。 

 

擬音	

擬音是後人構擬出的讀音，通常以國際音標標記。目前《廣韻》採用

董同龢先生擬音，《中原音韻》採用《中原音韻表稿》擬音，《洪武正

韻》採用應裕康先生擬音。 

釋義	

部分韻書除了標音之外，在字頭之下會另外解釋字義，也就是「釋

義」；釋義可有助理解音義之關聯，以及音義之歷時變化。 

索引	

索引是用以表達該字頭在各韻書書本中的位置，提供索引是為了方便

使用者比對原書資料。由於許多韻書本身並未提供索引，因此索引方

反切 
叶音 

諸盈切，又音政。

之盛切，又之盈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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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多為建置資料庫時，依該韻書排序方式所填的，索引格式多有不

同。如《集韻》原書有頁碼，因此索引格式為「頁碼.行數.字數」，「4.4.1」

即表示第 4頁第 4行第 1個字。 

而《中原音韻》、《中州音韻》等書，由於原書未附頁碼，而其字是依

韻目、聲調、小韻逐層排序，因此索引格式為「小韻序.字序」，必須

配合「韻目」與「聲調」兩個欄位，才能正確找到該字在書中的位置。

如「東」字在《中州音韻》有「平聲，江陽韻，多郎切」這筆資料，

索引為「12.8」，在原書中查找時，要先找到「江陽」韻部下的「平

聲」調，再參考索引「12.8」找其中第 12小韻的第 8個字。 

 

檢索範圍設定	

所謂檢索範圍是指檢索的韻書範圍，系統預設檢索範圍為資料庫所收

錄之全部韻書，但使用者若有需求，亦可自行設定檢索範圍大小。需

注意的是，檢索範圍設定變更後，必須重新按下「確定送出」，檢索

結果才會隨之變更。 

例如，若使用者只想檢索《廣韻》、《中州音韻》兩本韻書，可在簡易

查詢最下方的檢索範圍設定區塊，將除了《廣韻》、《中州音韻》外的

韻書名稱前方的核取方塊，以滑鼠點選取消其打勾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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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使用者於「字形」欄位輸入「正」，按下「確定送出」檢索。若

在系統預設狀態下進行檢索，則會針對資料庫內所有韻書檢索；若使

用者已設定檢索範圍為《廣韻》、《中州音韻》，則檢索結果只會顯示

《廣韻》、《中州音韻》的聲韻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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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進階檢視設定	

檢索結果之呈現，可視情況再做進一步的設定調整，比方說可以全頁

顯示檢索結果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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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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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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快速取得操作指引	
在小學堂韻書集成資料庫中，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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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擊箭號，可恢復檢視原本的檢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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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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按下鍵盤上的 F1鍵，即可開啟該欄位的操作指引。 

例如，需開啟字號的操作指引時，請先將游標移至字號的欄位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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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開啟字號的操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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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欄位內按下鍵盤的

F1 鍵，開啟操作指引 

字號的

操作指

引視窗 

將游標移至字號的欄位內，點

擊滑鼠左鍵，使其輸入點呈現

閃爍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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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叉號，關閉

操作指引視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