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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語語料之數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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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闡述臺灣客語語料庫之語料數位化，耙梳其流程整體脈絡

並廓清文本授權與客語用字問題。語料作業流程係由「前置作業」與「數

位化及檔案管理」兩大階段串聯，在「前置作業」中包含「語料盤點」、

「語料徵集與授權」兩大步驟；而「數位化及檔案管理」則囊括「語料

建檔與後設資料標註」、「語料數位化與資料清理」（含語料轉寫校訂）

和「語料儲存與管理」三個部分。臺灣客語語料庫的重要性在於其為臺

灣第一個書面語料與口語語料兼具且附口語錄音檔的帶標記語料庫，以

系統化方式收錄臺灣客語六腔語料。藉由臺灣客語語料庫實際建構經

驗，本文希望能發揮「鑒往知來」之效，提供其他專家學者參考，以應

用到臺灣其他語言之語料庫建構，更希冀能為語言學與資訊科學之跨領

域研究開創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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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resolving the issues of texts authorization and Hakka character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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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是一個多元語言文化的社會，語言使用以臺灣華語最為廣泛，

本土語言則包含臺灣閩南語、臺灣客語，及臺灣原住民族語。然而，社

會變遷及經濟發展造成臺灣本土語言面臨了嚴重的語言流失。客家委員

會（以下簡稱客委會）為瞭解各縣市客家民眾使用客語的情況，自 2004

年迄今多次進行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調查，最近一次報告為客委

會 2017 年發佈之《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調查資料研究》

（客家委員會 2017）。研究報告中顯示，會說客語與會聽客語的民眾

數量比例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且該期調查中「完全聽得懂客語」的客

家民眾占樣本數的 46.5%，「會說流利客語」則占 46.8%，比例皆未達

樣本數的五成；60 歲以上會聽、說客語的比例分別為 87.4% 及 77.8%；

13 歲以下則下探至 31% 及 13%。此外，臺灣客家民眾使用腔調最高者

為四縣腔，占比 58.4%；其次是比例為 44.8% 的海陸腔；而同屬少數

腔之大埔腔、饒平腔及詔安腔僅分別占 4.1%、2.6%、1.7%，顯示少數

腔面臨著更加嚴峻之語言流失困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於 2010 年發布《世界瀕危語言地圖》（Atla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in 

Danger）（Moseley 2010）將語言瀕危性鑑定分爲 6 個等級：無危（safe；

此語言被群體內所有年齡層使用，且跨年齡層傳播順暢無阻）、脆弱

（vulnerable；此語言絕大多數小孩使用，但可能侷限於某特定場域（如

在家））、明確瀕危（definitely endangered；此語言不再被小孩作為母

語在家學習）、嚴重瀕危（severely endangered；此語言多被祖父母或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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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年齡層使用；父母可能可理解，但不會對小孩或同齡層使用）、

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此語言僅被祖父母一代局部或鮮少使

用）、滅絕（extinct；此語言自 1950 年以來已失去所有使用者）。以此

鑑定臺灣客語的現況，確實已接近明確瀕危。賴惠玲（2008）指出臺灣

客語正處於瀕臨死亡的危機，當使用客語的人數越來越少，客語就處於

凋零，甚至於走向死亡的階段，當時即呼籲應積極推動臺灣客語語料庫

的建置，以忠實保存與記錄客語的樣貌。語料庫具有語言典藏、保存紀

錄與永續傳承之重要價值，對於面臨急遽流失之臺灣客語而言，建置數

位化的書面及口語語料庫，保存典藏書面文字以及口說語音資料，不僅

刻不容緩，也是讓臺灣本土語言永續傳承之有效方式。有鑑於此，客委

會自 2017 年底開始推動「建置臺灣客語語料庫」計畫，1 並委託政治大

學團隊執行，目標為國際間第一個同時收錄客語書面與口語文本的語料

庫，希冀藉由系統性地蒐集六腔 2 語料並將客語進行數位化處理與保存，

以利後續研究、教學、推廣及延伸應用，而語料庫之三個少數腔的語料

收錄比例以占總體至少 3% 為目標，期能為客語稀缺腔調留下彌足珍貴

之語言紀錄。

接近明確瀕危的臺灣客語，在語料庫建置時面臨到許多挑戰，語料

蒐集之初即遭受語料盤點的困境。首先是用字問題，儘管官方與民間已

有為數不少的客語書面文本或口語音檔，然客語仍有許多詞彙有音無

1　此案執行日程為 2017 年 12 月 25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止，共計五年，主要項目
為語料庫架構與資訊系統建置、系統設計與各項相關功能開發擴充與維護（如搜尋功
能、詞性標記功能、斷詞功能、介面管理功能等），以及語料蒐集目標達到至少 600
萬字書面語料以及 40 萬字口語語料。

2　根據 2010 年公布的《客家基本法》，客語指的是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
詔安等客家腔調。教育部於 2012 年將「南四縣」自四縣腔中獨立，列為第六個客語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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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且大部分有音無字之用字制訂仍有爭議；而客語與華語同屬漢字系

統，許多客語文法與詞彙在使用上與華語類似，加上不同作者對於客語

文字掌握度與熟悉度不一，有些客語母語人士在創作時借用華語進行書

寫，導致有許多客語文本內容夾雜華語漢字以及不同系統之拼音（多為

漢語拼音或通用拼音）。此外，因客語特殊性，許多語料文本會選用特

殊字體來表達客語罕用字（如   3），然而大多數的輸入法及網頁無法

支援罕用字之輸入與顯示。在仍有大量客語用字尚待官方制訂之下，上

述種種因素皆造成客語用字系統紊亂，導致臺灣客語各家用字遣詞百家

爭鳴之狀況。儘管教育部為了改善坊間本土語言教材之用字不一情形，

已分別於民國 98 年與 100 年發布第一批與第二批「客家語書寫推薦用

字」，然總數僅達 564 字，無法因應臺灣客語所有的詞彙量。雖然教育

部另設有「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客委會也制訂「客語認證詞彙資

料庫」，然官方用字多有不一，許多特殊字也依舊只有拼音沒有相對應

的文字。此外，即便是客語大腔（四縣（含南四縣）、海陸）的語料來

源，仍遠遠不及華語語料的豐碩；而具獨特性之客語少數腔（大埔、饒

平、詔安），語料徵集尤為艱難。書籍絕版無法獲得或是口語檔案品質

欠佳影響文字轉寫正確率等，也是常遭遇到的問題。

另一個棘手挑戰即是語料授權歸屬釐清。在授權取得上，早期的著

作權概念不盡成熟，過往許多官方（如政府部門或各地方政府機構）補

助或策劃執行活動產製的出版品，常有原作者或著作權不清的問題，導

致版權歸屬不明，因此在進行語料數位化之前，必須妥當處理著作權相

關問題。江俊龍（2013）在其計畫《東勢客語故事採集整理暨「臺灣客

3　華語釋義為「幫忙」。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2BED，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
區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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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語語料庫」的增建》報告中也提及：「…惟因配合語料庫後設資料的

更新擴充，以及版權問題尚未全部解決，因此未能全面開放給網路大眾

使用。有鑑於此，深感妥善取得版權實為數位典藏工程的當務之急…」，

顯見語料數位化及後續應用加值工作每每涉及著作權議題。而在聯繫過

程中常遇授權主體不明之情形，或是共同作者並非每位都願意授權等情

況，因此，在授權階段必須確認出版方及作者方的權利結構，方可釐清

兩造間擬定之授權形式及著作權歸屬等相關規範。由於具法治結構之授

權體系發展至今已日趨完備，即便順利與作者取得文本授權，為求謹

慎，仍必須進一步廓清公部門與私人單位、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施以不同處理原則洽談授權。因此，授權書擬定與效力釐清、授權歸屬

狀態之確認格外重要。

再者，無論國內外，相較於書面語料庫，口語語料庫較少，原因之

一為書面語式較為正式，多數經過潤飾或修訂，文句較為連貫且合乎語

法，階層結構也較完整緊湊並具規範性，斷詞處理較為容易；而口語則

多為非正式語式，文句較豐富多變，然較不連貫，甚或支離破碎，階層

結構較鬆散且相對不具規範性，對於斷詞是一大挑戰。此外，口語語料

庫須額外規劃音檔相關設計，相較於單一模態的書面語料庫，口語語料

庫的建構更為困難。

語言本就帶有多模態特色，文字或是話語即屬於不同類型的信號，

隨著科學技術不斷發展，自然語言訊息處理以及語音合成、語音辨識、

人機互動等相關應用與發展皆為日益受到關注的重要議題。儘管口語語

料蒐集與採錄相當不易，但真實且自發性的（spontaneous）口語語料，

可提高自然口語語音合成的表現效率，亦有助於語音辨識精確度；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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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反映母語使用者的口音、自然語流及情境化的慣用詞藻，因此客語口

語語料的收錄彌足珍貴。本文將透過臺灣客語語料庫建置經驗，介紹臺

灣客語語料數位化流程，並就上述語料庫所面臨的幾項挑戰（如用字規

範問題、語料授權歸屬釐清、書面與口語語料轉寫校訂以及口語語料之

聲音處理等）提出一些建議。兼具書面與口語語料的臺灣客語語料庫，

其語料數位化的每一階段繁瑣且環環相扣。如何將為數眾多的語料予以

組織分類至為關鍵，不但可讓工作人員清楚地掌握語料數量以及處理進

程，進而系統性地控管，也提供未來使用者進行語料探勘觀察與比對分

析。分類後的語料如何進行資料清理同樣相當關鍵，由於臺灣客語腔調

種類繁多，六腔各自之特有用法及字詞產生的歧異性，也會影響電腦處

理及判斷。用字規範對於詞頻統計數據亦有著重要影響力，在語料的文

字轉寫與校訂過程中，如何顧全客語用字的規範性，同時留意跨腔調之

間的特殊性，甚或區分客語和其他語言之間的混用情況等，皆需謹慎處

理。此外，臺灣客語語料庫中的所有書面或口語語料均會標註斷詞與詞

性標記，與一般傳統的多半只提供文字的一般傳統無標語料庫相比，帶

標記語料庫更增加語料之附加價值，使用者可經由斷詞與詞性標記更加

理解客語詞彙的語言資訊，而透過斷詞系統程式，即可在龐大的資訊量

中計算獲取所需的統計資訊，如詞彙頻率與共現關係等等。藉由臺灣客

語語料庫的建置，本文擬聚焦於臺灣客語書面及口語語料數位化流程與

內容，分享臺灣客語語料庫前期作業的語料盤點徵集與授權處理之實務

經驗，同時將語料處理作業進行脈絡性爬梳與歸納性整理，嘗試建構一

套語料庫數位化流程之概貌，兼顧臺灣六腔詞彙之共性與殊性，希冀能

為其他語料庫的建置提供建設性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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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探討

語料庫建置無論是世界之強勢語言或瀕危語言均有成功的案例。本

節將以世界具代表性的兩大語料庫：英國國家語料庫（British Nation-

al Corpus（BNC））及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為引，介紹國內外不同類型語料庫的建

置實例及其功能設計。以下將針對英語語料庫與臺灣語言語料庫進行概

述。

（一）英語語料庫

相較於國內而言，國外語料庫的建置起步較早。最早的機讀語料

庫為英國布朗大學於 1960 年代所建立之布朗大學現代美式英語標準語

料庫（Brown University Standard Corpus of Present-Day American English

（Brown Corpus），通稱為布朗語料庫）。此語料庫收集 500 個語料文本，

總計達約 100 萬字，並由專家歸類為 15 種不同的文類，包含報刊、宗

教、技藝與嗜好、熱門影片、學習、小說、幽默、其他等（Kučera and 

Francis 1967）。自布朗語料庫之後，國外語料庫蓬勃發展，現今較著

名的國家型英語語料庫，當屬英國國家語料庫（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及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COCA））。 英 國 國 家 語 料 庫（BNC） 建 置 於 1980 年 代 至

1990 年代初期，並由產學界組成集團共同運作，產業界包括英國牛津

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朗文出版（Longman，現為培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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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出版（Pearson Education））、樂思出版（Larousse Kingfisher Cham-

bers）；學界則包含牛津大學計算服務中心（Oxford University Com-

puting Services）、蘭開斯特大學的計算機語言庫研究中心（University 

Centre for Computer Corpus Research on Language（UCREL））以及大英

圖書館的研究與創新中心（British Library’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n-

tre）。該語料庫廣泛收錄 20 世紀後半的語料共約 1 億字，其中 90% 為

書面語料（含報紙、學術期刊、學術專書、小說、書信手稿等）、10%

為口語語料（含非正式自然會話、正式的商業或政府會議、廣播節目

等）。此語料庫檢索頁面之呈現如圖 1 所示。

圖 1　BNC 語料檢索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The British National Corpus（2007）。

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CA）則於 2008 年由美國楊百翰大學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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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教授 Mark Davies 建立，收錄 1990 年至 2019 年共約 10 億字語料，

可供一般使用者使用，文類包含八個類型：口說、小說、流行雜誌、報

紙、學術文章，以及於 2020 年 3 月新增之電視與電影字幕、部落格以

及其他網頁。該語料庫檢索之頁面如圖 2 所示。

圖 2　COCA 語料檢索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Davies 2008）。

儘管英國國家語料庫（BNC）及美國當代英語語料庫（COCA）皆

同時收錄書面語料及口語語料，此二語料庫的口語語料呈現方式皆為轉

寫後的文本材料，而非原始的口語語音素材，網站並無提供相對應之音

檔（英國國家語料庫（BNC）之語音錄音檔需額外註冊申請），因此無

法忠實呈現美國與英國國內各地口音之變換差異性與多元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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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英語語料庫以書寫語料為主，而也有少數英語語料庫專門收

錄口語語料。密西根學術英語口語語料庫（Michigan Corpus of Academ-

ic Spoken English（MICASE））即是收集當代學術口語語料的語料庫，

由美國密西根大學於 1997 年至 2001 年建構，語料主要為大學校園中各

類型的情境與說話者及不同形式的互動（Simpson  et al. 2002）。目前網

站提供 152 個語料轉寫稿，共計 1,848,364 個單詞，並設計多種篩選條

件提供使用者檢索，內容主要為分為兩大類，包括說話者資訊（含學術

職位、母語使用者狀態、第一語言）以及文本資訊（含事件類型、學術

部門、學術學科、參與者程度、互動等級）。然而，該語料庫目前只提

供語料瀏覽及關鍵字搜索，聲音檔之連結已毀損無法使用。4

圖 3　 MICASE 語料檢索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自 The Michigan Corpus of Academic Spoken English（Simpson et al. 
2002）。

4　網際網路可搜尋到「密西根大學學術口語英文語料庫」聲音檔附文字檔之網址連結
（https://micase.elicorpora.info/sound-files-online），但該網頁顯示「找不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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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許多正遭受瀕危的少數語言，許多國家也正積極採取搶救措

施，將影音文字等語言資源彙整並記錄保存，然受限於語料稀缺且蒐集

不易，瀕危語言多半是以檔案庫或資料庫的方式呈現。拉丁美洲原住民

族語言資料館（The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

（AILLA））即是致力於收藏逐漸流失的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此於

2000 年由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李拉斯本遜拉丁美洲研究和

收藏館（LLILAS Benso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and Collections）共同設

立，典藏之資源主要為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的影音檔與聲音檔及文字

轉寫檔，另也收藏圖像，如相片、圖畫、地圖等。資料類型包含敘事、

聖歌、演講、對話、歌曲，許多錄音檔也被轉錄為英語、西班牙語或葡

萄牙語，而語言文檔資料以語法、詞典、民族誌以及田野筆記為主。截

至目前為止（2021 年 9 月），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資料館已收藏多

達 25 個國家，合計 420 種拉丁美洲原住民語的多媒體材料，5 並運用後

設資料（metadata）的描述，以數位檔案方式保存語言資源（詳圖 4）。

5　資料來源為拉丁美洲原住民族語言資料館之臉書資訊：https://www.facebook.com/AILL 
Aarchive/posts/202485496433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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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ILLA 語言檔案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與製圖自 Archive of the Indigenous Languages of Latin America（2002, 
revised 2015, 2017）。

同樣面臨瀕危困境的，為澳洲的原住民族語：達利語。達利語是由

澳大利亞北領地之戴利地區中 4 到 5 個澳大利亞原住民語言群體所組

成，為保存此瀕危語言，墨爾本大學的副教授 Rachel Nordlinger 與阿德

萊德大學的博士 Ian Green 兩人合作建立澳洲達利語檔案館（The Daly 

Languages (Australia)），並於 1980 年至 1996 年進行達利語實地考察與

記錄。此檔案館語料包含 11 種語言共 157 小時的錄音檔，以及豐富的

田野筆記、詞典材料與未出版的手稿（其中記錄語法描述、語言分析以

及歷史重建資料）。網站使用「語料庫（corpus）」描述所收錄的內容，

然而根據網頁語言檔案的呈現方式（如圖 5 所示），此資料館應亦較偏

向以數位典藏的形式儲存語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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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The Daly Languages (Australia) 語言檔案顯示頁面

    資料來源：作者截圖與製圖自 The Daly Languages (Australia)（Green and Nordlinger 
2021）。

由於數位科技突飛猛進，基於語言運用實例進行的語言研究已然成

為一種趨勢，以計算機為載體呈載真實語料的語料庫日益受到重視，國

內近年來也陸續開啟了在地語料庫建構。藉由國外語料庫與相關語言資

料網站的成果，得以對國外語料庫與資料庫現況獲得大致地了解，以下

則將基於〈國家語言發展法〉定義之「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

言」，對於臺灣明定為國家語言之臺灣華語、臺灣閩南語、臺灣客語、

臺灣原住民族語等幾項現有較具代表性之語料庫的整理發展進行簡覽與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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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華語語料庫

1. 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中央研究院 2021）為中央研究院（以

下簡稱中研院）從 1990 年起至 2013 年共歷時 24 年所建置第一個帶詞

類標記的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所蒐集的語料為 1981 年到 2007 年之間

的文章。詞庫小組（1998）指出，為建構漢語平衡語料庫，平衡語料之

抽取以中研院詞庫組已收集之現代漢語語料為優先，再同時透過不同管

道取得語料以達平衡，來源諸如：（1）經合作計畫交換取得（如中國

時報、洪建全基金會、師大國語中心等）；（2）向版權所有單位取得（如

天下雜誌社、國語日報社、資訊傳真雜誌社、節目製作單位、中研院內

單位、多位教授提供之轉寫口語資料等）；（3）由公共區域取得的公

共資料（如 BBS 電子布告欄、蕃薯藤等）。語料收集後便進行語料整

理，包含語料清潔、語料分類、加詞類標記等，以足夠的人力條件進行

耗時費力的漢語平衡語料庫建構，並以計算語言學常用規模之五百萬詞

做為目標建置。現行為 4.0 版本，網路可供檢索的語料量為一千萬，語

式（文檔的呈現方式）包含書面語及口語，收錄共計 17,554,089 個字數

（character token）與 11,245,330 個詞數（word token）。

而在李佩瑛等（2010）所整理的《語料庫建置入門數位化工作流程

指南》中，介紹該語料庫的數位化流程，並依照六項步驟進行，依序為：

（1）詞類分析、定義及確定；（2）選擇語料文本來源；（3）程式抓

取電子語料；（4）程式自動分合詞及詞類標記；（5）人工詞類檢查；

（6）匯入語料庫。其中「程式抓取電子語料」係以人工操作電子語料

抓取程式，同步分類文章主題以及匯入系統，並於「人工詞類檢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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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文斷詞編輯介面由助理以人工方式作詞類檢查（李佩瑛等 2010：

35-42）。

2. 國教院語料庫索引典系統（含國教院華語中介語索引典系統）

此索引典系統（國家教育研究院 2021）由國家教育研究院（以下簡

稱國教院）依據教育部《推動全球華語文教育八年計畫 (102-109) 》執

行之「建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工作計畫，為 2014 年至 2020 年所

建置「華語文語料庫及標準體系整合應用系統」之子系統之一，整合共

計 10 個語料庫，包含書面語、口語、華語中介語三種類型。根據《「建

置應用語料庫及標準體系」108 年工作計畫期末報告》（國家教育研究

院 2019），書面語料的文字檔係以臺灣華語之正體字為限，來源為近

二十年包含具 ISBN 之書籍語料及新聞資料類型；口語語料為自 2005

年起首播之電視節目，每集長度為 20 ～ 50 分鐘（不含商業廣告），以

授權方式取得，語言以臺灣華語為限；至於華語中介語之語料來源則分

屬各大華語文中心提供、華測會試場收集、華測會授權共三類。索引典

系統累計字數為書面語料約 4 億 3,500 萬字、口語語料約 4,600 萬字（僅

文字無聲音）、中介語語料約 156 萬字。

3. 政治大學中文口語語料庫（The NCCU Corpus of Spoken Taiwan 

Mandarin）

該 語 料 庫 6（The NCCU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orpus of 

Spoken Taiwan Mandarin ( 政治大學中文口語語料庫 ) 2021）為國立政

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徐嘉慧教授所建置，自 2006 年開始錄製與蒐集

語料迄今，共收錄 49 筆會話型語料，每筆語料大約為 20 分鐘左右，

6　前身為「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分別收集華語、閩南語及客語語料。詳見
Chui et al.（2017）與 Chui and Lai（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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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幾筆長達半小時以上。此語料庫提供口語語料之文字轉寫檔，部

分語料聲音檔可於多語言語料庫 TalkBank 之 CABank（MacWhinney 

and Wagner 2010）閱聽（TalkBank 成立於 2002 年，為卡內基梅隆大

學 Brian MacWhinney 教授所開發創立）。語料皆依照口語轉寫標記

（speech transcription convention）標註（標記方式主要依循 Du Bois et 

al.（1993）之言談標記轉寫格式），如語輪轉換（turn transition）、重

疊（overlaps）及語碼轉換（code-switching）等。每筆語料皆依流水編

號規則命名，以 NCCU-TM001-CN-FM 為例，TM 為臺灣華語（Taiwan 

Mandarin）、001 為順序編號、CN 為會話（conversation）、F 為女性

（female）、M 為男性（male），用以表示該筆語料的參與者。

4. 現代漢語口語對話語料庫

此語料庫 7 為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於 2000 年至 2002 年執行

的口語語料庫，蒐集共 30 個對話的錄音資料，共計 25.6 個小時，每個

對話平均為 50 分鐘。曾淑娟、劉怡芬（2002）於技術報告中介紹語料

蒐集的工作項目主要包含：（1）選取發音人：隨機抽樣選出 16 ～ 25 歲、

26 ～ 35 歲、36 ～ 45 歲三大年齡層之臺北市市民，依意願同意而前往

參與錄音者取前 60 位（即 30 個對話中皆含兩位參與者），其中含 37

位女性與 23 位男性；（2）錄音過程說明與指示：主要過程為向發音人

說明計畫目標與錄音過程，發音人瞭解同意後進行同意書簽署、基本資

料及語言使用問卷填寫、過程說明閱讀，最後是正式錄音；（3）錄音

設備與格式：錄音地點為普通房間，兩位發音人分別錄於左右聲道；（4）

7　「現代漢語口語對話語料庫」（The Mandarin Conversational Dialogue Corpus（MCDC））
無對外開放；另有「中研院漢語對話語音語料庫」（Sinica MCDC8）提供 8 個對話之
聲音檔與文字轉記檔，此須付費申請使用，申請網址為：http://www.aclclp.org.tw/use_
mat_c.php#m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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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資料處理：每個對話轉為數位聲檔，檔名以 mcdc-01 到 mcdc-30 命

名，雙聲道音檔則個別存為ptk及wav的單聲道格式；（5）對話內容整理：

將檔名、音檔長度、發音人的性別年齡、對話主題製表建檔。

（三）臺灣閩南語之語料庫

1. 臺灣閩南語口語語料庫

此閩南語口語語料庫（蔡素娟、麥傑 2013）係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麥傑教授與蔡素娟教授自 1999 年至 2014 年共同執行之五個國

科會（現為科技部）計畫所建構，將閩南語的廣播節目轉錄成文字。語

料來源為雲嘉電臺（《Q 鬆鬆太太俱樂部》、《歡喜看臺灣》）及中廣

寶島網（《輕鬆麻辣鍋涼拌小黃瓜》、《四神湯》、《美麗人生》、《中

午茶》、《有緣來做伙》、《寶島向前行》、《下班真輕鬆》、《幸福

萬事通》），共計 10 個廣播節目，以 MP3 格式儲存，並依《臺灣閩南

語辭典》、《臺灣話大辭典》、《廈門方言詞典》、《閩南語詞彙》之

順序參考四本辭書之用字，將廣播轉記為閩南語漢字或拼音，同時將段

落做斷句工作，每一筆語料會由兩位轉記者確認用字及音標在斷詞上無

誤後，以自動檢測程式進行詞頻計算與詞條比對，最後由人工檢測完成

確認工作（蔡素娟、麥傑 2013）。目前已公開完成轉記的錄音約 28 個

小時、詞頻數約 315,069 詞。

2. 臺灣閩南語兒童語料庫（Taiwanese Child Language Corpus） 

臺灣閩南語兒童語料庫（Taiwanese Child Language Corpus 2021）為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蔡素娟教授所主持之國科會（現科技部）研

究計畫《臺灣話聲調習得的發展之研究》，執行期間（1997 年至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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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錄 14 名兒童（男童 9 名、女童 5 名）長期自然語料，共計 430 個錄

音檔案，錄音總長為 330 小時。參與計畫的閩南語母語兒童主要來自嘉

義縣民雄鄉，錄音年齡為一歲兩個月至五歲三個月，錄製同時還包含其

他參與人員（訪問者、兒童的父母親、兒童的祖父母、兒童的兄弟姐妹

等）。錄音檔以 MP3 格式儲存，錄音語料經過錄音內容的編輯，文字

檔案以標準萬國碼（Unicode）方式編碼。根據蔡素娟（2011）《臺灣

閩南語兒童字詞統計分析》之研究結果，「臺灣閩南語兒童語料庫」之

總詞頻（包括其他參與錄音者）為 1,741,408 詞，兒童的詞頻為 499,618

詞（占總詞頻 30%）。

（四） 臺灣客語之語料庫

1. 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

政治大學於 2007 年推行「國立政治大學漢語口語語料庫」，下轄

三個子語料庫，分別為國語語料庫、客語語料庫、8 閩南語語料庫。其

中，客語口語語料庫由國立政治大學賴惠玲教授所主持建置，係臺灣首

座開放性之臺灣客語口語語料庫。此語料庫記錄臺灣客語的真實使用狀

況，每一份語料皆註明參與者的客語腔調、年齡、性別、語料內容主題

與內容簡介、談話地點及參與者彼此的關係。語料涵蓋臺灣客語不同次

方言，包含北四縣、南四縣、海陸、大埔、饒平等腔調，音檔內容依言

談分析標記系統轉錄方式（主要遵照 Du Bois et al.（1993））將真實語

8　「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網址為：http://140.119.172.200/，然現已關閉。2017
年 7 月起與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的 Brian MacWhinney 教授合作，部分客語口語
語料聲音及轉寫之文字公開於 TalkBank 之 CABank（MacWhinney and Wagner 2010）
提供全球使用，可於以下之網址取得（the CABank of TalkBank https://ca.talkbank.org/
access/TaiwanHakk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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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轉寫為客語文字。文類為不同主題的「對話」和口述故事的「獨白」，

主題式對話口語語料是由兩至三位具有客語母語口說能力之發音人不限

主題以聊天的方式自由進行談話，攝錄時間為 1 小時，語料庫工作人

員則會從中擷取語料內較為自然之 20 分鐘片段；口述故事則以 Mayer

（1980）無文字的圖片故事書 Frog, where are you? 為引，請受錄者以

客語講述故事，長度約 10 分鐘。語料處理工作包含語料建檔、語料加

工（文字轉寫及校訂、聲音檔切割、影像隱私處理等）、語料標記等，

完成後便上傳至語料庫。語料庫為會員制，提供一般會員語料瀏覽功能

與語料檢索功能，除了可瀏覽每一筆語料的整篇文字內容，亦可查詢欲

搜尋的關鍵字詞，並可檢視字詞的前後文。語料庫也設有字／詞頻系統

（僅開放予語料庫管理者），包含個別詞彙頻率查詢、詞彙排序查詢、

個別字元頻率查詢、字元排序查詢。

王勻芊（2016）從建置、典藏與應用的視角，對國立政治大學客語

口語語料庫語料建置與典藏的三個主要過程進行全面性檢視：（1）前

置作業（如語料收錄、語料發音人選擇、錄影準備、標記規範制定、系

統評估規劃等）；（2）數位化作業（語料數位化處理及系統開發建構）；

（3）保存作業（語料歸檔保存、異地備援、後續維護）。根據 Yeh（2017：

18）之統計資料，語料庫自 2007 年起建置起至 2016 年 10 月共收錄 77

筆口語語料（含對話 31 筆，獨白 46 筆；已公開語料筆數共為 44 筆，

含對話 15 筆及獨白 29 筆）。9 所有經過一校與二校的公開與未公開語料，

累計文字數量共 248,556 字。

9   44 筆已公開之口語語料目前存放 TalkBank 之 CABank（MacWhinney and Wagner 
2010）：https://ca.talkbank.org/browser/index.php?url=TaiwanHak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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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灣客家語語料庫

此語料庫 10 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江俊龍副教授

所建置，根據其 2010 年與 2013 年的國科會（現為科技部）計畫報告

（江俊龍 2010，2013），語料庫建置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臺灣客家語語料庫的建構工作（2008 年至 2010 年），語料來源主要為

兩項，一是取得現有客語文獻及客語口語語料授權，共計約 220 萬字；

二是自產語料，除了由具備客語母語能力之研究生從各新聞網站中蒐集

語料並進行華語和客語的轉碼工作，累計共約 21 萬字的新聞稿轉寫（含

南四縣 19 萬、海陸 2 萬）之外，也進行田野調查，將錄音語料轉換為

文字電子資料，完成約 19 萬字。語料總字數為 2,608,026 字，並依照六

種腔調進行分類，詞條也陸續進行字型校對、詞性標記、人工斷詞等工

作。第二階段則是重點進行大埔語料的擴充（2010 年至 2013 年），主

要為訪查地方耆老並進行客語故事採集，田野採集工作以全程錄音和筆

記方式記錄訪談內容，並標記發音人的性別、出生年、語言別等相關基

本資料。口述語料收錄完成後則進行逐字稿轉錄，並會經過用字與標音

規範、字碼轉換等工作。兩年計畫執行期間共訪查 13 位耆老、採集 48

篇口述故事，並集結為《新編臺中東勢客語故事》第一輯與第二輯出版，

其中第一輯已匯入語料庫，其文字內容皆已完成用字與標音檢查、字碼

轉換、文句分詞、詞類標記等工作，且網頁擴建錄音資料頁面以提供使

用者聆聽實地語音音檔。根據江俊龍（2013），該語料庫已匯入 90 萬

字，並陸續完成約 70 萬字之字型校對、人工斷詞、詞性標記等工作，

語料分類為六種不同腔調，各自累計字數如下：北四縣累計 70,929 字次、

10 「臺灣客家語語料庫」網址為：http://163.16.82.253/hakkacorpus，然現已連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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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四縣累計 203,877 字次、海陸累計 112,538 字次、大埔累計 88,845 字

次、饒平累計 113,115 字次、詔安累計 110,953 字次。

（五） 臺灣原住民族語之語料庫

1. 臺大臺灣南島語多媒體語料庫

此多媒體語料庫（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021）原屬於國立

臺灣大學資訊電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多媒體整合實驗室」子計畫之一

（2001 ～ 2003 年），由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黃宣範教授、蘇以文教

授及宋麗梅教授共同主持，自 1998 年便以團隊合作方式致力於研究臺

灣南島語語言，並於 2005 年建立語料庫雛型。目前語料庫中已建置好

的南島語，分別為：噶瑪蘭語 4 筆口述語料（附聲音及影像檔）、賽夏

語 22 筆口述語料（附聲音檔）、阿美語 2 筆口述語料（附聲音及影像

檔）、鄒語 2 筆語料（附聲音檔）（Sung et al. 2008）。該語料庫透過

田野調查方式每週定期採集第一手口語語料，語料內容為發音人的生活

對話、傳說故事，或為發音人觀看無對白影片 （Pear stories）或不含文

字的圖書（Frog story）後再口述觀看過的影片或圖書內容。語料以數位

錄音機及錄影機記錄，並予以轉寫成文字，文字採用由原住民族委員會

（以下簡稱原民會）與教育部於 2005 年共同公告之〈原住民族語言書

寫系統〉，並參照 Du Bois et al.（1993）的轉寫標記法，進一步將語料

以語調單位（intonation unit（IU））切分成句，並記錄口語現象如停頓、

重複、修正、音調等；而在語法標記方面，則遵循「萊比錫標記系統」

（Leipzig Glossing Rules）之規定。語料查詢系統除了可查詢任一字詞，

亦提供詞綴及語法或篇章標記之檢索功能。



全球客家研究

       
71 Global Hakka 

                               Studies

2. 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網

此典藏網由靜宜大學於 2005 ～ 2006 年所執行的達悟語蒐集計畫，

計畫主持人為何德華教授、共同主持人為楊孟蒨助理教授，以收錄口語

紀錄為主，該網頁所釋出的語料共計 88 筆，每筆皆含聲音檔及轉寫後

的文字，然每篇語料各自獨立，尚無法如一般語料庫提供檢索功能。依

其網站所載之計畫內容概述，口語紀錄之操作細節係由靜宜大學研究生

配合基金會進行採集與收錄，針對所採之語料加以整理編輯，使用文字

來描述口語語料並整理達悟語言的字彙庫，且以電腦資料表形式儲存。

目前提供關鍵字查詢 11 的文本為《達悟語多媒體語言教材》（四冊）、

二十篇語料（網站無指明語料來源）、《聖經》。

以上為臺灣華語、臺灣閩南語、臺灣客語、以及臺灣原住民族語

幾項較具代表性的語料庫介紹。綜觀國內外這些語料庫，大多對於各語

料採集與整理等數位作業歷程較少著墨，因此，本文彙整正在建置之臺

灣客語語料庫的實際操作經驗，詳述書面語料與口語語料之數位化作業

流程，以期做為援引，希冀能夠提供其他語料庫建置的參考。

三、臺灣客語語料庫之語料數位化

為將客語語料以系統性且數位化方式進行收錄、處理與保存，臺灣

客語語料庫團隊（以下簡稱語料庫團隊）藉由實務操作經驗的累積，建

立一系列語料處理作業流程，主要可分為「前置作業」和「數位化及檔

案管理」兩大部分。

11 「蘭嶼達悟語口語資料典藏網」之「關鍵字查詢」網址為：http://yamiproject.cs.pu.edu.
tw/yami/yami_ch/database.htm（靜宜大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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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置作業

1. 語料盤點

前置作業係指語料在文字數位化處理前須先進行的工作，包含語料

盤點以及語料徵集與授權。語料盤點著重於出版品篩選及審核，並依類

型分為書面語料（如實體書籍、電子書）和口語語料（如電視節目、演

講）。語料庫團隊致力於全面性地清點盤查全臺灣客語著作，並予以系

統性地分類，以篩選符合臺灣客語語料庫收錄需求的語料。客語書面

出版品盤點涵蓋 1990 年代迄今近三十年的政府與民間客語出版品，並

同時對客語著作發展歷程進行耙梳，盤點過程中發現早期客家文學作品

仍屬華語文字書寫階段，如黃恒秋（2005）介紹之吳濁流《亞細亞的孤

兒》、鍾理和《笠山農場》、李喬《寒夜三部曲》等膾炙人口的著作（以

及而後相繼透過鍾肇政、羅肇錦、黃恒秋、龔萬灶、朱真一等作家投入

並出版的客語文學作品）；真正的客語寫作則是以客語詩歌成濫觴，12

如杜潘芳格率先以客語從事現代詩的寫作。客語作品中詩歌類的創作量

明顯多於其他文類，一方面簡短的句型較能夠掌握，有利於客語寫作，

另一方面詩歌的重複性及朗誦效果有助於形成感染力較強的效果，因此

許多作品在客語詩的文學領域逐漸遍地開花，包含葉日松《一張日曆等

於一張稿紙》、邱一帆《田螺》與《油桐花樹下介思念》、曾貴海《原鄉．

夜合》、張芳慈《天光日》等。客語散文也開始逐漸發展，根據黃恒秋

（2005），范文芳於 1998 年所著《頭前溪个故事》為臺灣出版的第一

12  客語作品雖以詩歌類為大宗，然目前臺灣客語語料庫處於建置初期階段，就系統工程
的角度而言，為了有效地訓練機器斷詞，目前斷詞階段仍仰賴人工過濾分類詞條並標
示斷詞標記，須使用大量包含標點符號的完整語句方可較順利地訓練機器學習，因此
目前語料收錄以具完整篇章結構的文章優先，詩歌類的著作須待系統建置穩定之後，
再評估其列為未來徵集標的之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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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客語散文集，可將之視為客語散文集的出發，張㨗明《客家少年》、

龔萬灶《阿啾箭个故鄉》等以客語撰寫之著作也隨之出版。隨著客委會

與原民會先後成立，母語寫作的風氣開始受到重視，其中以閩南語寫作

起步最早、客語居次、原住民族語殿後。雖然母語寫作已經開始上路，

但閱讀族群仍屬於小眾，出版量極為稀少（邱各容 2016）。儘管臺灣

客語文本數量遠不及臺灣華語，透過書面語料盤點可揭示臺灣目前客語

作品類型之概貌。語料庫現已蒐集為數不少採用客語文字書寫的語料，

如經典著作、一般書籍、獲獎之單篇作品、報章雜誌刊登文章、客語認

證試題等。

至於客語口語出版品的盤點，則是從現有的影音媒體檔案進行評估

與揀選；另因口語語料須仰賴人工逐一聽打，檔案品質的清晰度為優先

篩選的門檻。臺灣客語口語出版品最初始的萌芽形式為客語廣播節目，

發展至今已有近三十年的歷史，最早是由「寶島新聲客家臺」（現為

「財團法人寶島客家廣播電臺」）自 1994 年起開播，之後隨著社會逐

步風氣逐步開放、母語意識逐漸抬頭，其他的民間電臺也如雨後春筍般

地設立，例如 1997 年創立的「中廣客家頻道」（現為「I go 531」），

以及 2002 年於桃竹苗地區開始播送節目的「大漢之音調頻廣播電臺」

等。南部地區的「高屏溪廣播電臺」也於 2002 年正式成立，製播內容

包含客語及原住民族語的節目。至於客委會最早的廣播節目為 2002 年

委外製作的《哈客一族》，並透過國立教育廣播電臺進行全國性播送。

然而，傳統廣播媒體性質屬於特定頻段、特定時間的即時播送，現今難

以透過公開平臺取得早期節目清單，亦無法有效取得檔案資源，語料內

容與檔案音質的審核工作難以推進；且廣播性質主要為聲音傳遞，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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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者之臉部畫面，工作人員在進行語料轉寫時若遇到模糊不清之處，無

法依據發音者之口型進行文字輔助判斷。幾經權衡之下，臺灣客語語料

庫以同時具影像與音檔之口語語料納入優先收錄考量，如以客語發音的

電視節目。臺灣第一部客語連續劇當屬 2002 年由臺灣公共電視臺與客

委會合製的一齣客家文學大戲《寒夜》，然而，演員錄製是以華語發音

演出，所有客語發音皆為後期配音添加，如此演員嘴型和客語音軌無法

對應，不利於音檔轉客語文字工作。考量後續語料數位化需求，口語語

料之收錄聚焦於以真人客語發音演出的客家電視臺影視節目。客家電視

臺於 2003 年開播，為臺灣最具客語代表性的電視媒體，早期的節目雖

多以錄影帶錄製，但隨著數位化技術逐漸普及，多數錄影帶已轉檔為數

位電子檔，並可於「好客 ING －客家影音網路平臺」瀏覽，國際性影

音平臺 YouTube 亦可查詢到近年製播的節目，資源蒐整管道更為便捷，

有利於盤點工作進行；且電視節目多提供華語字幕做輔助，對於客語轉

寫工作人員亦為一大助益。而參與客家電視臺演出之客語發音者經由電

視臺選角篩選，其母語能力須達到一定流利程度，客語語言能力具有標

準可信度。目前語料庫取得授權且已收錄的口語出版品，包含客家電視

臺產製的戲劇節目以及人物報導節目，至於新聞等其他類型的節目也納

入未來持續蒐整標的。

通過篩選的語料則進入初步審核。書面出版品的初審重點在於文本

是否為客語文字書寫或發音，以及是否符合客語用法標準，多半可藉由

著作的出版資訊、名稱、目錄等內容來檢視，有些著作書名即帶有明確

客語特徵詞彙，部分書籍也提供線上簡介或電子目錄做為參考，然而語

料是否使用客語書寫仍須進行全文內容審查方可確認，且需倚賴客語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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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工作人員進行語料判別與審核。客語的書面文本在眾多不同的文學類

型上仍屬發展中階段，且根據國家圖書館（2020）《108 年臺灣圖書出

版現況與趨勢報告》可以得知，申請 ISBN 圖書出版使用語文統計中，

相較於以正體中文出版作品約占全部新書總數之 93.68%，以客語出版

之作品屬於「其他」語文別之中的一個小次分類（「其他」類僅占整體

之 2.94%，且內容主要為東南亞語文、雙語、多語對照等，故可推估以

客語書寫之作品比例應更低），此外，許多作品列屬或標示為客語書籍，

但經過實際檢核後，發現內容參雜大量華語或甚至不符合客語語法，於

盤點過程中在在影響客語語料篩選，因此語料必須符合審核標準，方可

收錄於語料庫。至於口語出版品的初步查核，則特重客語母語口說能力

以及音檔語音品質。語料庫每筆口語語料均設計附帶音檔，為利轉寫工

作人員進行文字繕打與文本數位化，口語發音者客語能力須達標準程

度，口語音質必須清晰可辨，盡量避免環境噪音或其他聲音源如震動或

反射音等干擾因素而致使語音識別率降低。因此，客語口語出版品盤點

與審核優先以使用客語發音的電視節目或新聞為主要標的，因影視出版

品事先已經由電視臺執行把關，品質及內容相對穩定。

語料盤點作業流程可對客語文本內容或語料發音者客語能力進行評

估與篩查，初步審核語料或語料發音者是否符合收集採錄標準，審核通

過後再進行下一步聯繫洽談，因此是一個相當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作業環

節。若書面文本或口語言談之中出現大量非客語語流文字或話語，對於

語料庫後續斷詞流程之系統自動斷詞與機器學習而言將會遭遇到許多困

境；因此，從作業流程的開端即進行把關，對於語料庫的基礎工程建置

具有相當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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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料徵集與授權

語料盤點完成即進入語料徵集與授權階段，主要為聯繫出版品之著

作財產歸屬人並洽談語料授權事宜。為使書面與口語語料得以正當且合

法地收錄、使用、加工或重製（如標註詞性標記），同時保障著作人之

權利，語料在數位化工作前必須遵循相關法律規範。授權狀況相當繁

雜，例如有些公部門或民間團體作品之授權不清（常見於比賽得獎作品

合集等）；有些典藏單位或機構對典藏作品僅享有物權而無著作權；有

些典藏作品不只有著作財產權，還有著作人格權問題，甚至有部分出版

品更進一步衍生出其視聽及錄音作品之相關著作權。因此，臺灣客語語

料庫以〈著作權法〉為依據，結合實務使用之範圍，在諮詢專業法律顧

問並制訂授權同意書內容後執行授權洽談。由於著作品版權不必然歸屬

於作者，而著作權常見的法律糾紛中，又莫過於作者與出版社之間的著

作權歸屬約定不明確，因此授權洽談作業中，釐清「著作財產權歸屬

人」為首要工作。口語語料採錄影音之授權人即為採錄對象（發音者）

本人，因此僅須向個人取得授權同意即可。出版品的著作財產權歸屬人

之認定，則須藉由出版品所登錄的「出版單位」與「作者」資訊來確認。

不論是出版單位或是作者，都再依「公部門」、「民間團體」、「個人」

三種身份進行區分，因此出版品之著作財產權歸屬狀況可彙整為以下五

種組合類型：

（1）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公部門」

近年來，政府出版品多半以機構或單位名義出版，例如教育部於

2008 年出版的《臺灣客家語朗讀文章選輯》作者即為「教育部國語推

行委員會」。由於出版品的著作財產權為政府所有，故部會之間以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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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無償取得授權即可。

（2）出版單位為「公部門」、作者為「個人」

許多出版品的出版單位為公部門，作者則為個人，這類屬政府出版

品的著作財產權歸屬，悉依政府單位當初與作者簽訂授權書的條款內容

而定，因此須先向出版方（政府單位）確認授權細節，並須確認著作財

產權之歸屬，再視情況向個人作者進一步聯繫。著作財產權歸屬狀況可

分為以下三種：

（i）著作財產權歸「公部門」所有

此類型多半為公部門早期辦理徵件活動、或是彙編出版品時，與作

者之間簽署「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由作者「專屬授權」予政府單

位，如《107 年苗栗縣文學集 — 兒童文學創作》之系列書籍。然而，

由於此類作品為專屬授權，雖政府單位取得全部的著作財產權，但無法

逕予授權第三方使用，因此，此類型的授權處理，除了以行文方式取得

公部門無償授權之外，亦須向作者取得授權同意書。值得注意的是，依

照政府單位與作者之間的「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著作財產權屬於

政府單位所有，故不須另行支付授權金予個人作者。

（ii）著作財產權由「公部門」與「個人」共有

若出版品為公部門與作者共同擁有著作財產權，則需同時取得兩方

的授權同意書，並依比例分配支付個人作者授權金（公部門單位為無償

授權）。

（iii）著作財產權歸「個人」所有

有極少數政府出版品（多為早期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全數歸作者擁

有。以「臺南縣立文化中心」（現整合為「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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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出版的《向日葵》為例，經向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確認後，著作財

產權歸屬個人作者，因此逕行向個人作者取得授權並支付授權金即可，

免向公部門取得授權。

（3）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民間團體」

民間團體包含出版社、學協會等，其部分出版品係以機構名義發

行。以屏東縣六堆文化研究學會於 2004 年出版的《六堆人揣令子》為

例，作者即為學會的編輯小組，因此向該單位申請授權並支付授權金。

（4）出版單位為「民間團體」、作者為「個人」

（i）著作財產權歸「民間團體」所有

有些作者將著作財產權讓與給出版單位或學協會。以《安徒生童話

全集 國家語言（臺灣客語 - 海陸腔）》為例，作者（此案例為譯者）為

謝杰雄等人，著作財產權歸屬發行單位「中華臺灣客家國際藝文交流協

會」，故僅須向單位取得授權並支付授權金即可。

（ii）著作財產權由「民間團體」與「個人」共有

若「民間團體」與「個人」共享著作財產權，兩方均須簽署授權同

意書，授權金則按比例（通常為均分）計算。

（iii）著作財產權歸「個人」所有

此類型多屬報刊雜誌所刊登的單篇文章，經向出版單位確認後，逕

向作者取得授權同意即可（著作權歸屬於「個人」），例如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學院電子報所刊載之著作。此外，由於早期授權觀念尚未普及，

有些出版單位（民間團體）和個人作者並無在出版當時簽署任何契約文

件或授權書。以語料庫接洽的一案為例，在此狀況下，儘管出版單位

表示某作品著作權為其與個人作者雙方共同擁有，但作者當時並未明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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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或讓與著作財產權予出版單位，亦無文書契約為證，因此作者主張

擁有全部的著作財產權。後續透過語料庫團隊居中溝通並多次向雙方確

認，最後出版單位及作者雙方達成共識，同意著作財產權歸屬為「個人」

所有，授權金支付予作者。此實證案例可更加佐證著作財產權制訂與授

權書簽署之重要性。

（5）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個人」

市面上有些作品是由個人作者自行出版，因此財產權歸屬人即為作

者本人，例如龔萬灶於 2004 年出版的《阿啾箭个故鄉》。若遇多位作

者共同出版之情形，須取得所有作者之同意，授權金則按比例支付。

以上所列舉之個案係以書面出版品為例，口語語料的影視出版品處

理方式亦然，著作財產權的歸屬人釐清與認定可彙整為五種類型，簡列

如下：

（1）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公部門」

（2）出版單位為「公部門」、作者為「個人」

（3）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民間團體」

（4）出版單位為「民間團體」、作者為「個人」

（5）出版單位及作者皆為「個人」

語料在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同意之後，即進行檔案分類及管理。已

取得授權之著作，臺灣客語語料庫係遵循「創用 CC：姓名標示 - 非商

業性 - 相同方式分享 臺灣 2.5 版」（Creative Commons liscense: Attribu-

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2.5 Taiwan）之規範，在臺灣客語語料庫

正式上線運營後，使用者可進行合理使用，惟須標註來源且限於非商業

用途。若使用者修改語料庫素材，亦須依照同樣的方式進行分享，讓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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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客語語料庫的內涵與價值，得以獲得永續性的傳遞與推廣。

除了書面與口語出版品，語料庫語料的來源亦囊括來自臺灣客語六

個腔調發音者的口語採錄音檔。採錄對象主要為具有客家代表性或特殊

專長且具備流利客語口說能力之客語專家人士，經語料庫彙整其經歷、

專長、志趣等背景資訊，並同步盤點評估語料庫缺稀主題後，列為特邀

對象，正式提出邀訪並經對方同意授權後，隨即啟動口語採錄作業，執

行項目包含主題與題目設定、採錄日程聯繫與安排、錄製場地商借、攝

錄器材（如：動態攝影機、指向性麥克風等）與授權文件準備，以及實

際拍攝等一系列語料採錄流程，語料形式多以獨白式敘事與對話式日常

生活會話為主。採錄作業完畢後，核查影片畫面與影音品質，確認符合

收錄標準後請採錄對象（發音者）填寫相關個人資訊，包含腔調、年齡、

性別等後設資料，不僅做為建檔之依據，更為語料庫量化的基礎。

影音採錄品質的控管，可讓語料轉寫者的錄音檔聽打及文字轉寫的

過程更加順利，因此於語料錄製的過程中需注意「安靜」、「明亮」、「平

穩」、「清晰」的錄影四大要素。前兩項強調環境因素的控管，必須儘

量避免外在音訊的干擾（如車聲、電話鈴聲、鬧鈴、狗吠聲等）和語料

發音者以外不相干人等的人聲（如路人、郵差及快遞送貨的說話聲），

影音錄製盡可能選在安靜的室內取景；此外也需注意場地明亮度，利用

自然光或室內燈光進行影片拍攝。而後兩項則是遵循取景的基本概念，

利用腳架固定攝影機以避免畫面晃動模糊，採用平視、近景角度拍攝，

完整呈現語料發音者的臉部與嘴型。語料影音檔品質穩定與影音清晰，

有助於語料內容辨識且利於語料標記選用；轉寫後的口語語料文字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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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腔聲音檔，更有益於未來在其他研究或教學用途上的應用。13

綜上所述，語料前置處理作業流程藉由語料盤點來審核語料是否符

合收錄標準，而語料徵集與授權之繁瑣嚴謹則有利後續進行語料數位化

作業。對於整合各時期客家創作與各式客語語料，可謂是盤點整理之功

效。

（二）數位化及檔案管理

1. 語料建檔與後設資料標註

語料於徵集完成後，須先進行基本後設資訊建檔並予以編碼管理。

後設資料標註不僅有利於資料管理與查找，更是作為語料入庫時，供系

統抓取後設欄位資訊的重要依據。

書面語料之建檔，係於語料庫後臺選取書面語式後，即依序輸入書

面文本相關後設資訊，包括語料名稱、單元名稱（如章節、篇名、單元

等）、作者、出版者、出版年份、文本內容（即語料文字）。而後設資

訊如文類、主題、載體等，則是以下拉式選單方式選取。書面語料後設

資料格式，請見圖 6；14 口語語料的後設資訊大致上也與書面語料相同

（如圖 7）。15

13 臺灣客語語料庫之口語語料提供轉寫文字以及聲音檔，影片檔僅作為內部語料處理之
用，提供轉寫人員參照影片發音者臉部表情與發音嘴型，以做為文字轉寫或校訂之參
考依據。

14  後設資料欄位中，標示「*」者表示「必填」；空白欄位處代表無資訊（例如某些書籍
僅有單一版本，故無版本資訊）。此外，文本斷詞後結果係透過語料庫斷詞系統生成
後，再由工作人員貼至「文本內容」下方之「文本斷詞標記」欄位。語料庫斷詞系統
因正在擴建更新中，且受限於篇幅，未來將另文專論。

15 相較於書面語料多有再版、修訂版之版本差異，口語語料以聲音為主，較無一語料多
版本狀況，因此口語語料後設無設置「版本」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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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書面語料後設資料格式擷取畫面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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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口語語料後設資料格式擷取畫面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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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語語料另會再登錄採錄對象（發音者）的基本資料（呈現如圖

8），包含姓名、腔調、代號、性別、年齡，以及發音者於錄影畫面上

之相對位置。16 口語語料音檔的相關資訊，則填入「背景資訊」分頁，

裡面內容包含影片錄製日期、錄製時間、語料長度、影片錄製地區、場

景，以及備註（請見圖 9）。

圖 8　口語語料後設資料格式擷取畫面：發音者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圖 9　口語語料後設資料格式擷取畫面：背景資訊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16  發音者資訊欄的「畫面上位置」係僅供轉校人員搭配影片檔轉寫之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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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料數位化與資料清理

語料建檔完成後，即進行文字數位化工作。而語料數位化的首要

階段，即屬語料轉檔（或轉寫）與語料校訂。書面語料多為轉檔作業，

文本取得形式可分為「Word 檔／ txt 檔」、「PDF 可編輯檔」、「PDF

不可編輯檔」及「實體書籍」四類，為使書面文本轉成可機讀的語料，

檔案皆統一為 Word 格式。圖片掃描檔或限制編輯檔案則運用文字識別

軟體（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OCR））來進行轉檔輔助。轉檔

過程中經常出現電子轉檔或機讀錯誤、客語特殊字判讀錯誤等各式狀

況，因此高度仰賴人工判讀檢核並進行文字查漏補缺，亦屬資料清理的

一環。口語語料則多為影音檔素材，因此由工作人員將口語語音進行文

字化轉寫工作。臺灣客語用字相較於臺灣華語發展更晚，而坊間各家客

語書寫的使用紛雜不一、用字紊亂，不僅詞彙涵蓋量不足，臺灣客語次

方言各家選用文字也紛雜迥異；另一個客語文字化遭遇到的問題則是部

分詞彙有音無字，因此許多作者使用客語其他詞彙予以借代，或是使用

漢字取代，亦或自行創字甚或直接以拼音表記，這些用字差異等問題皆

會影響詞彙詞頻、詞彙共現詞等語料庫功能計算。因此，為求客語用

字盡量達到一致性，語料庫用字規範主要遵照教育部發佈之第 1 批與

第 2 批「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以及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

典」，用字收錄不足之部分則輔以客委會「客語認證詞彙資料庫」以做

參考。而對於教育部及客委會均無規範或收錄之用字，例如著書內容出



                           臺灣客語語料之數位化

       
     86

現「   17」、「    18」、「    19」等罕用生僻字，語料庫暫採「忠於原著」

方式保留作者原用字。部分客語罕用字還會遭遇到一個問題，即是在

Windows 等系統中無法正確顯示，變成方塊「□」（一般慣稱為「tofu」，

意即「豆腐」）。一般字型如微軟系統內建之新細明體與標楷體等系統

字型，可支援 Unicode 3.0 版所引進的「擴充 A 區漢字」（共 27,496 字），

然而仍不敷使用，無法涵蓋所有客語用字，以致於有些客語用字仍無法

正常顯示，儘管是屬於「臺灣客家語書寫推薦用字」如「𠊎20」、「    21
」

等，也面臨相同狀況；再者，有些「字」本身具有多個以上的 Unicode

碼，以「 」為例，此字屬擴展 E 區，其 Unicode 編碼為 2B8C6，而過

去於私人使用之編碼有 E000、E700、F307、FA40 等。這些格式的「

」字形非常相近，難以用肉眼精準辨識，因此若不同使用者選用到不同

編碼的「 」，即可能造成不同的搜尋結果有所差異甚至是搜尋失敗。

為解決客語難字輸入以及 Unicode 碼不一等問題，本語料庫支援客語字

Unicode 字集擴充，可對新舊字碼進行轉換，另也將 Unicode 擴展 A、B、

C、D、E 區的字型進行合併轉檔，解決客語一字多碼（Unicode）以及

異體字的問題。此外，語料庫系統使用雲端字型（Web Font）嵌入技術，

語料庫頁面字型可自動從雲端獲取字型資料，使用者可免任何事前字型

安裝工作，網站也依照國家發展委員會訂頒之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以及

17 華語義為「碎裂」。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03B7，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B」。

18 華語義為「疲累」。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4E01，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B」。

19 華語義為「繞行」。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B7E7，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D」。

20 華語義為「我」。字型資訊為Unicode: U+2028E，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B」。
21 華語義為「我們」。字型資訊為 Unicode: U+2B8C6，屬「中日韓統一表意文字擴展區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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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響應式網頁設計規範，偵測使用者的螢幕大小並進而自動調整網頁

圖文內容，提供使用者能以跨平臺形式在不同系統或行動裝置間皆可達

到一致的顯示效果。

每一筆語料都會經過轉寫與校訂階段，遵循交叉校訂用字及格式，

並遵照用字規範及轉寫原則，以確保客語用字、客語拼音以及轉寫標記

都完全正確，甫能再進一步處理數位化文本斷詞及詞性標記等工作。22

轉寫與校訂作業由母語本腔人士進行專家校訂，而客語六個腔調（四

縣、海陸、大埔、饒平、詔安、南四縣）各自具有其獨特性，最能體

現六腔差異的，即是調值與詞彙。在調值方面，四縣腔與海陸腔各聲

調的調值幾乎相反，以「文字」為例，四縣音為 vun11 sii55，海陸音則

為 vun55 sii33。與四縣腔較相近的是南四縣腔與大埔腔（南四縣音為

vun11 sii55，大埔音為 vun113 sii53），饒平音則為 vun55 sii24，與海陸

較相似；至於詔安腔則與其他腔調差異最大（拼音為 bbun53 cu55）。

另依據教育部 2012 年〈客家語拼音方案使用手冊〉（教育部 2012），

除了海陸具七個聲調外，其他五腔皆為六個聲調（陰平、陽平、上聲、

去聲、陰入、陽入），海陸的去聲則是再區分為「陰去」、「陽去」二

聲調。此外，各腔調間也存在明顯的詞彙差異，特別是少數腔的詞彙。

舉例而言，大埔腔詞彙通常不帶詞綴「仔」，如華語「木板」在四縣為

「枋仔」，大埔則為「枋」。饒平腔的詞彙相對於其他客家腔調也具有

特殊性，以華語「起身」為例，在四縣、海陸、大埔、南四縣的客語詞

彙為「䟘」，饒平則為「跆」（詔安則為「跋」）。而使用比例最少的

詔安腔，其語音系統受到臺灣閩南語的影響，導致許多詞彙音韻與閩南

22 本文主要聚焦於語料數位化作業流程，考量篇幅所限，關於用字規範、語料階層屬性、
轉寫標記與原則、斷詞與詞性標記等細部內容，將另以他文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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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相似（例如華語「風箏」在客語其他五腔的用法為「紙鷂（仔）」，

詔安則是「風吹」），在這種語言接觸的情況下，致使臺灣詔安客語與

臺灣閩南語的區辨更添判斷困難性（特別是口語語料），因此轉寫與校

訂人員皆須經過篩選並進行教育訓練，主要為客語薪傳師、客語教材編

輯委員、客語認證命題或閱卷等典試人員等，其中具有字音字形比賽得

獎或客語各項比賽指導經驗者不乏少數。語料中也多有客語和其他語言

之間的混用情況，例如客語語料中出現華語、閩南語、原住民族語、英

語、日語等。因此，本語料庫也採用轉寫標記「<CS- 語言代碼 > 語料

</CS- 語言代碼 >」以示語碼轉換中其他語言的角色，語言代碼係依循

國際標準化組織為全世界各語言所制訂的標準代碼 ISO639（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每種語言以兩個字母（639-1）或三

個字母（639-2 和 639-3）的小寫代碼來標示。以客語夾用日語的文本

為例，客語語料原文「逐日朝晨，毋係駛車就係騎オ－トバイ送佢去學

校。」（華譯：每天早上，不是開車就是騎オ－トバイ（摩托車）送他

去學校。）即會在「オ－トバイ」前後加註語碼轉換標記，標記後文本

為「逐日朝晨，毋係駛車就係騎 <CS-ja> オ－トバイ </CS-ja > 送佢去

學校。」；或是客語夾用英語之語料，加上標記後呈現如下：「為了支

持在 <CS-en>Facebook</CS-en> 發起个「世界無車日」活動，在厥 <CS-

en>Blog</CS-en> 裡肚有一張佢自家揹等背包、騎等自行車个相片。」

（華譯：為了支持在 Facebook 發起的「世界無車日」活動，在他 Blog

裡面有一張他自己揹著背包、騎著自行車的相片。）。

此外，相較於書面語料多使用正式用語，篇章層次較複雜縝密，句

型結構較完整連貫，口語語料則多為非正式用語，話語層次較鬆散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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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條理，句型結構則較簡單，常有破碎不完整的文句出現。因此，口語

語料轉寫除了將影音檔素材內容轉譯並逐一繕打為客語文字外，對於一

些言談表現如停頓、發音不清無法辨識的音節等也加註轉寫標記，以呈

現真實且自然的口語語流樣貌。而每筆口語語料除了文字檔亦會附聲音

檔，若該筆語料屬於多人對談，則會加以發音者代碼以及時間戳記。特

屬口語語料的轉寫標記整理如表 1：

表 1　臺灣客語之專屬口語語料轉寫標記及其範例
標記意義 標記格式

發音者代碼 男、女

時間戳記
00:00:00-00:00:00
（時 - 分 - 秒）

停頓 …
無法辨識的音節 <IS>X</IS>

個人隱私 <PP>○</PP>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發音者代碼依照發音人之性別標記，同性別兩人以上，則會依照

說話順序在標記後方加註數字，如「女 1」、「女 2」。時間戳記標註

每個語輪於媒體檔案之起始時間與結束時間，於括號中以連字號作為

連結，連字號兩端之時間格式為「hh:mm:ss」。發音者言談之停頓處，

標以「…」符號。遇到語料不清楚，如發音模糊以致無法辨識，則以

「<IS>X</IS>」標示。而言談中若涉及個人隱私部分，如個人住家地址、

電話號碼或身份證字號等，即以 <PP>○</PP> 標示。

轉檔（或轉寫）完畢的語料由語料管理員檢核後，交由第二位轉寫

人員進行文字與格式校訂（視語料狀況安排二次（以上）的交叉校訂）。

所有轉校工作完成後，語料即匯入語料庫後臺，進行後續的儲存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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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 語料儲存與管理

「語料儲存與管理」涵蓋所有與語料相關的檔案管理，為不可或缺

的環節。書面語料在徵集與授權時便會取得著作的原始電子檔案或實體

書，而實體書亦由團隊逐一掃描成為 PDF 檔，以便同時列為數位檔案

進行保存與管理。至於口語語料則是由具有影音剪輯技術的語料庫工作

人員使用影音軟體（如 EDIUS 或 Premiere 等）處理，工作項目包含影

像與聲音檔剪輯，以及加上流水編號與標誌（浮水印）。經過處理的影

像檔僅供轉校人員標記時間碼以及作為文字轉寫之輔助，基於隱私權及

肖像權保護原則，不對外公開；而聲音檔則會於語料庫頁面上提供。語

料的聲音檔必須符合網路串流格式，也須考慮檔案大小不能超過語料庫

後端的負荷，因此將剪輯後的聲音檔轉檔為 mp3，並另依計畫標規要求

轉存為 wma 及 wav 檔備存。所有檔案（包含剪輯完畢、轉檔完畢之影

音檔案以及口語語料原始影音檔）皆進行異地備援，包含網路儲存裝置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以及隨身硬碟等多項儲存裝置，

以達到一定程度之備份妥善率。

資料清理完畢並完成文字轉寫校訂的語料，即接續進行語料斷詞，23

語料會經由系統進行適當的斷詞處理，完成後即成為可檢索的資源。語

23 語料斷詞主要仰賴語料庫最底層的資料模型，其中包含字詞庫之建立。目前字庫提供
部首、單字總筆畫數以及字頻統計，詞庫則提供斷詞標記、字元數以及詞頻統計，其
中在詞頻方面，由於客語在兩個語式（書面與口語）以及六個腔調之間有許多詞彙上
的差異，因此詞頻統計再依照語式以及腔調分開計算。此外，本語料庫於五年計畫期
間，字詞庫的階段性任務以詞目及其斷詞標記建構為首要，系統先行開發六腔之拼音、
釋義及音檔匯入功能。語料庫字詞庫係以「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之詞彙為
基礎，因此目前具拼音與華語釋義資訊之客語詞目皆屬「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之
詞彙，其他詞彙之拼音未來將有待客語學者專家考證討論與統整制訂。未來也規劃可
增加華語對譯詞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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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庫檢索功能具兩種檢索方式：一般檢索和進階檢索，目前的一般檢索

提供關鍵詞以及搭配詞之查詢；進階檢索功能則是基於資料模型提供之

屬性分類為基礎而發展之多重檢索功能，語料庫的大量文本搜尋結果可

再依使用者需求逐步縮小聚焦搜尋範圍，例如可選定特定腔調與屬性標

籤（如文類、主題、載體），提高檢索精確率，此項設定皆適用於關鍵

字檢索與搭配詞檢索。口語語料提供完整音訊，口語檢索介面整合語料

時間戳記與媒體音訊，並支援跳轉至音訊相對應之文字段落。語料庫也

提供斷詞結果，使用者可根據其關鍵詞檢索結果選取語料並點選「顯示

斷詞標記」，系統即會進行自動斷詞將語料文句依詞斷開並標記詞類。24

以上為客語語料數位化流程的介紹。综上所述，語料作業主要分為

「前置作業」與「數位化及檔案管理」，前置作業可細分為「語料盤點」

和「語料徵集與授權」兩大步驟（對應到口語採錄音檔則為「語料採錄

評估」和「語料採錄與授權」）；數位化及檔案管理則包含「語料建檔

與後設資料標註」、「語料數位化與資料清理」和「語料儲存與管理」

三個部分。每個作業環節均採取滾動式修正，持續各項環節優化精進，

臺灣客語語料作業處理流程的整體脈絡詳見圖 10。

24 臺灣客語語料庫之系統功能與檢索介面仍處於滾動式修正與擴充優化階段，完整介面
與功能以 2022 年之上線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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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臺灣客語語料作業處理流程

資料來源：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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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及意涵

臺灣客語語料庫預計為臺灣首座同時收錄客語書面語料及口語語

料（附錄音檔）之帶標記語料庫，以記錄語言事實為目的，有規模地保

存臺灣客語六腔文字與語音。藉由本語料庫的建置經驗，本文旨在介紹

臺灣客語語料的數位化流程並闡述其重要意涵。語料流程的前置作業包

含「語料盤點」和「語料徵集與授權」，其中最複雜的即為各種出版品

之著作權歸屬。語料授權來源除了公部門之外，亦包含民間團體及個人

作者，甚至有授權歸屬者同時為「公部門及個人」、「民間團體及個人」

之共有情形。尤其，我國智慧財產權之發展，在過去三十年間有極大的

變化，儘管近期社會對著作財產權的觀念提升，逐漸發展出法治結構完

備之授權體系，然早期較無著作權概念，許多出版品存有著作權爭議。

為此，臺灣客語語料庫針對全臺灣客語著作進行全面性盤點，並且建立

語料徵集流程，對授權程序進行相當程度的耙梳，釐清公部門與民間團

體、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針對不同狀況制訂相對應的處理原則。

而在「數位化及檔案管理」範疇，則是涵蓋了「語料建檔與後設資料標

註」、「語料數位化與資料清理」和「語料儲存與管理」三個階段。書

面及口語語料均以數位化方式處理，作業包含語料後設標註與客語文字

轉寫及校訂，語料文字主要遵循教育部用字規範，文本中出現的語言混

用等現象加註轉寫標記，並根據文句結構標註詞性與斷詞標記。這些文

字校訂與標記可謂語料庫之精髓，除了展示臺灣客語語言之真實樣貌，

用字校訂可讓語料庫字詞得以規範化，避免用字紊亂不一等狀況；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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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標示出每個字詞於句中扮演的詞性及其句法功能；轉寫標記主要功

能之一則是標註非客語用詞，便於客語斷詞系統偵測辨識，將轉寫標記

及其包圍起來的非客語文字內容進行忽略處理，確保非客語文字不會被

誤篩選入客語詞庫中。所有書面及口語語料在經過多次交叉審核校訂、

詞性標記與斷詞修訂後，匯入語料庫後臺予以線上化管理，同時進行檔

案所有版本之異地備援。

國內外大部分的口語語料庫多以提供文字轉寫檔為主，臺灣客語語

料庫每一筆口語語料除了轉寫為文字外，亦皆提供相對應之音檔。目前

口語語料收集之文類包括會話、敘事、演講以及戲劇，語料參與者（發

音者）若為兩位以上，口語文字以語輪為單位進行轉寫，並標註口語參

照時間點戳記，提供使用者逐句聆聽與文字聲音對照。「聽、說、讀、

寫」為人類學習語言的四個階段，初始階段為「聽」，接下來為「說」，

後面才進階為「讀」與「寫」，可見於語言學習歷程中，口語語料可為

熟悉一種語言提供最迅速的管道，保留音檔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而客

語語料庫的六腔分類功能，更可將不同腔調之語音流變透過音檔完整保

留與記錄。藉由真實口語語料，不僅可窺見各年齡層的客語使用狀況，

也可記錄耆老的口傳記憶與親身見聞，以及各行各業的經歷等具有歷史

意義的口述語料，豐富客家文化發展歷程，並呈現出臺灣客語在不同時

期、不同地區的多樣面貌。

臺灣客語語料庫正在逐步建構中，建置完成之後將具備資訊檢索分

析功能，並客觀地呈現語言真實的使用情境，未來可提供教學應用及研

究豐富的素材，並達到多領域之加值應用願景。在語言學方面，舉凡語

音、構詞、語法、語意、言談等各領域，都可透過語料庫真實語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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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與探索，無論是進行質性語言結構剖析或是量化統計應用或數據歸

納等，皆可讓語言研究擴展到更深更廣的範域。對於教學而言，教師可

於教學過程中，運用語料庫檢索，讓學生觀察字、詞、句等資訊來理解

語言的使用；可查詢語料庫中詞語和語法頻率以及詞彙之共現詞，作為

語言教學之教材；或是可透過詞彙抓取語境前後文組成的句子，成為生

詞教學的例句，有助於學生對於詞彙、句型的認知與習得；也可藉由詞

頻的高低，作為詞彙或語法教學難易度分級的參考。25 再者，所有客語

文本均予以屬性分類，此有助於使用者根據其研究需求篩選語料的後設

資訊，如腔調、語式、文類、主題等，從中獲取所蘊藏的客家文化資訊

與詞句用法，使客語文學與客家文字得以發展與傳承。而在翻譯層面，

語料庫可協助華客翻譯者快速參照用字以及詞彙共現詞之搭配，並藉由

大量真實自然語料輔助文法結構與詞彙之使用。此外，語料庫未來亦可

應用於 AI 領域之自然語言處理，結合各項客語智能創新運用，如輔助

客語教材編纂、提供辭典收集與編輯之材料、協助客語對譯的開發、訓

練語音辨識的前導工程等。自然語言處理須經由語素分析、語法分析以

及語意分析，方可讓人工智慧理解人類語言文字以及話語。目前語料庫

進行的斷詞處理，即是為 AI 之自然語言處理建構藍圖。自然語言處理

的目標在於訓練電腦了解與運用人類的語言，人類的語言承載思緒、意

識，是極其複雜的行為表現，機器同時也須具備強大的靈活性才得以歸

納並建立模型。語言在 AI 領域之應用，尚須更多人力及技術資源的投

入，結合語言專家之領域知識及科技專家之技術，共同合作來克服與突

破。

25 關於臺灣客語之詞頻研究可參閱葉秋杏等（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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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語言處理道阻且長，理解語言所需要的知識又是不斷變化且無

止境，客語在這未知的領域迎接著諸多挑戰與困難。臺灣客語語料庫所

建構的基礎內涵，記錄客語語言事實，其跨學科、跨領域、跨時代之特

質，為客語在廣袤無垠的 AI 領域踏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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