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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幾年來，客家委員會致力於客家文化的推展，在語言方面實施客語能力之

認證並在各級學校推動客語拼音學習等工作，均是提升口說客語的有效方式。客

家人或其他族群民眾(如臺灣的閩南與其它族群)，甚至是其他國家的人士(外國)，

如能有效學習客語進而認識客家文化，是傳續、推廣客家文化的重要工作。

這幾年來，日常生活中 3C 主要趨勢已朝向便利的手機(Mobile Cell)發展，在

臺灣的民眾幾乎人手一機，因此，如何在手機中可以使用客語拼音輸入法使用客

語，成為一個推展客語文化十分重要的操作介面。加上臺灣的網路環境(Internet)已

十分成熟，對一般使用者而言，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具有許多優點與功能。

然而，目前國內學術界對客語拼音輸入法相關研究尚未處理這些問題，目前

的拼音方法更未提供相關的功能，因此，本研究以之前研究成果為基礎，跨入這

些新的研究方向與議題，研發的方法可稱為「好客拼音輸入法 2.0」。本計劃達成的

目標有：改善現有拼音輸入法功能、雲端環境的客語拼音輸入法，以及輸入法初

步整合於手機環境等。

本計劃以四縣腔為主，改善現有的客語輸人法，可提供一種具有智慧、高效率

與實用的客語拼音輸入法並具有客語語言之數位學習功能(E-learning)，對客家語言

之使用與推廣具有助益。

關鍵字：客語拼音輸入法、四縣腔、雲端計算、智慧型手機。



一、研究目的

這幾年日常生活中 3C 趨勢環境已朝向便利的手機(Mobile Cell)，在臺灣幾

乎人手一機，因此，如何在手機中可以使用客語拼音輸入法使用客語，成為一

個推展客語文化十分重要的操作介面。加上臺灣的網路環境(Internet)已十分成

熟，對一般使用者而言，雲端計算(Cloud Computing)具有許多優點與功能。

對任何電腦平台，不論是Windows，Linux，Mac OS以及手機 Mobile cell

等，之使用者而言，語言文字(Texts)之輸入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具有效率、快

速與使用上正確之輸入法(Input Method)均是一種必要且重要的人機介面 (I/O

Interface)。

有關臺灣客語拼音輸入法，經過實際操作測試發現，現有教育部官方版本

與民間研發較普遍使用的方法，存在不少待改進之處。基於前述的原由，本計

劃的目的即研發具有創新與智慧式功能之客語拼音輸入法，我們提出許多改進

之處，改善現有方法並研發創新性、更具智慧與實用的功能。

然而，目前國內學術界對客語拼音輸入法相關研究尚未處理這些問題，

目前的拼音方法更未提供相關的功能，因此，本研究以之前研究成果為基礎，

跨入這些新的研究方向與議題，研發的方法可稱為「好客拼音輸入法 2.0」。

本計劃達成的目標有幾項：改善現有拼音輸入法功能、雲端環境的客語拼

音輸入法，以及輸入法初步整合於手機環境等。

二、研究方法

      客語語言模型(Language Models)    
本研究中，有關計算詞串機率值客語語言模型(Language Models)，係依據

客語語料訓練建置而成的，如前面所述我們採用 N-gram。由於客語語料之採集

較不易，因此我們想到幾種取得語料的方式，

  1)目前所收集客委會客詞典，其中客語例句作為訓練之客語語料來源。

2)由中文語料部份也許先做出一個國客語詞彙對應表，再把中文語料轉成客

語語料，再作為訓練語言模型之用。

由於客語語料明顯少於華語語料，因此，我們初步先建置客語單字之

N-gram，建置客語字(character)之 unigram, bi-gram 與 tri-gram 等三個語言模型。

進一步以客詞詞典作為斷詞之依據，前述之語料經斷詞之後，用為訓練客語



詞(word)語言模型。同樣，我們建置客語字詞(word)之 unigram, bi-gram 與 tri-

gram 等三個語言模型。

因由客語語料缺少，面臨資料稀疏 (data sparseness)所造成之未知詞

(unknown event)問題，因此需使用滑化(Smoothing methods)方面加以克服。我

們採用 Back-off 法，在 N-gram出現未知詞時，退回(N-1)-gram求其未知詞之

機率。如果在客語詞N-gram，退回至客語字N-gram，以 Back-off 平滑方法解

決語言模型之資料稀疏問題。

客語語音合成(TTS for Hakka Speeches, HTTS)

本計劃研發的功能之一，就是在拼音輸入法中具有語音(Speech)輸出的

功能，當使用者鍵入拼音時，可以即時聽到所鍵入客語字或詞之聲音輸出，

一方面可以判斷輸入字或詞是否正確，另外亦可學習客語之語言，結合語言

之數位學習(e-Learning)的功能。目前所有輸入法(含注音與拼音輸入法) 未具有

語音功能，很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並整合於輸入法之中。有關本計劃之語音

發聲之客語語音合成模組的功能描述如下:

合成系統模組

客語語音合成系統包含下列四個模組：

A)文句分析(Text Analysis)

B)韻律預估(Prosody Prediction)

C) 選取合成單元 (Selection of speech Units) 

D)語音合成(Speech Generation)

      各模組功能分別描述如下:

A)文句分析(Text Analysis)：

    客語是含有聲調的語言，共有700種不同的聲音，四縣腔每音含有6種聲

調(Tone)，總共有近2500種不同聲調的客語語音。此外，一個客語用詞可能

有多種發音(一字多音)，此即多音字，至多一個字可有5種不同的發音。這

個現象稱為語音之歧異(Ambiguity)，這是自然語言處理較困難的問題之一。

因此，在文句分析模組中，首先要能決定輸入文句中每一個字之正確發音。

 此外，客語與客語的文句、語法與使用的語彙有不少的差異，這些詞彙間

差別，需進一步處理。例如:

中文的「母親」客語發音為「阿姆(aˊ mˊ)」，      註:以下均為四縣腔中

文的「謝謝」客語發音為「恁仔細 (aˋ ziiˋ se)」 

上述只列出客語中的三個例子，中文與客語詞彙間的不同比比皆是，



如果沒有正確轉換，無法發出正確之客語語音，這一部份由中文詞典與客

語之語料建置可以有效解決。

解決語義岐異的技術，可歸納為規則法(Rule-based)與統計法(Statistical

method)，後者需收集大量之語料，經統計方式建立語料庫(Corpus)。本論文

即採用統計法之語言模型(Language Model)，經訓練大量語料後，建置多音

字之語料庫，作為預測之依據。

我們已發表多篇論文，提出一種使用組合式策略(Unify Approach)，包

含語言棤型與投票計分法，再以組合式方法提升預測值，可有效預測多音

字之正確發音，實驗正確率達95%。

B)韻律訊息預估(Prosody Prediction)：

客語文句之組成，由小至大可分為：字、詞、片語與韻律段(Prosody

Segment) 等單元， 客 語 基 本 的 語意單元為詞 (Word) ，經斷詞  (word

segmentation) 處理後可把文句分割出客語詞，再經構詞把相關詞合伴成較

大的語意單元，可稱為韻律段。經統計方法可預估出合成音的音長

﹙Duration﹚、音量﹙Energy﹚、音高(Pitch)等聲學(Acoustic)參數。 

標點符號是輔助文字記錄語言的符號，表示停頓、語氣以及詞語的

性質和作用。常用的標點符號有16種，分為點號和標號兩大類。表3列出文

句中常見之標點符號依其在文句的位置而有不同之停頓時長，表中係以一

般人每分鐘講話150字左右為例，如果說話速度加快的話，此表3之數值需

要縮短，這些時長將作為合成時之停頓參數。

客語語音具有聲調(Tonal)的變化，這是重要的韻律特性之一。四縣客

語腔聲調總共有6個，聲調的特性尤其顯現在母音的基頻軌跡上我們可以發

現到我們中文的聲調符號，和實際上的基頻形狀很類似，其對映之關連參

見前節所述。

C) 選取客語合成單元 (Selection of Hakka’s Speech Units) ：

依文句分析後資訊，自語音庫中選取正確之客語合成單元，提供後續合

成處理。如前所言，我們錄製約2500個客語音節之語音單元，以及不同時長

之靜音檔。依據前一模組所得之資訊，自語音庫中選取基本的客語合成單

元，含語音檔與不同時長之停頓音檔。

D) 客語語音產生(Hakka’s  Speech Generation)：

利用已經預估好的韻律參數進行韻律的調整，最後輸出合成的語音。本系

統可以調整音量大小與語者講話之速度(即快慢)。語音之產生使用前述之



「串接合成法」，依據韻律參數，調整語音訊號，再把所選取之合成單元作

串接之合併，輸出以人們語音為基礎之合成語音。

參見圖 1 所示，輸入文句後依續經各模組之分析號、處理，最後產生

合成之語音。除了上述四個模組外，還有相關的三個資料庫:

A)多音字語料庫：

訓練語料後建立語料庫 (Corpus)，以統計方法預測客語多音字

(Polyphones)之正確發音類別。

B)八萬目詞(ASCED)：

此為中研究之客語詞典，含有近8萬個客語詞，以及其詞性與詞頻等

訊息，作為客語斷詞(Segmentation)之比對依據。

C)合成單元語音庫：

本研究錄製約2500個含聲調之客語之語音單元，以及不同時長之靜

音檔作為韻律調整之用。

 D)客語語言模型(Hakka L. M.)

     依客語之語料訓練而成，含有客由單字與詞目之三種 n-gram。此詞

言模型同時提供作為詞串之機率計算依據，未來持續擴充數量，並改

進平滑方法。

客語單字或詞目

客語文句處理分析
(Text analysis)

客語語彙詞目

(ASCED)

韻律訊息預估
(Prosody prediction)

語言學訊息

聲學訊息

選取客語合成單元
(Character-based unit selection)

客語語音之產生
(Speech Generation)

尚未調整的合成語音

聲學訊息

合成之客語語音輸出
(Synthesized Speech)

選音訊

息
語音庫

(合成單音與靜
音 )

圖 1: 客語 HTTS系統架構

圖

客語語言模型



軟體架構設計
要與GAE 資料庫連接必須透過 Java 提供的API套件──HttpServlet，

目的是接收 C#傳遞資料上傳到GAE 資料庫中，透過HTML、CSS、JQuary顯

示在網頁上；而在 PC 端的 Tomcat 提供的API套件──WebSocket 是可以藉

由Http 協定抓取網路資料，故用此套件GAE 資料庫內資料向下傳遞到中控

端或是傳遞使用者家電指令進行家電操作。

另外一方面，我們利用 C#和資料庫連結，且回傳到GAE 資料庫並顯

示在網頁供使用者瀏覽，其中 C#所提供的API套件--SuperWebSocket 是中

控端連接GAE 資料庫的方法。軟體架構圖參見圖 2。

圖2、雲端平台軟體架構設計圖

三、結果與討論

目前國內已有一些客語輸入法，如: 教育部官方公佈版本之臺灣客家語拼音

輸入法，民間所研發的有Google 客語輸入法、信望愛台語客語拼音輸入法[32]與一

些較少人使用之輸入法，這些輸入法各三特色，功能不盡相同，以教育部公告與

民間自行研發之信望愛二種輸入法較好。

資料傳送
/
接收

雲端網路平台



這兩種輸入法有一些缺點，如:輸入方法像早期ㄅ半，沒辦法盲打，必須一

個音選一次字，輸入上較不方便。屬拼音輸入法的一種，但不支援只輸入「拼音開

頭」之功能，如 tai ga ho(大家好)輸入 tgh(各字之第一個字母)即會出現「大家好」的

候選字句。無智慧學習功能，無法記錄與訓練使用者較常使用的字或句子。必須輸

入每一字之聲調，如「家」ga2(聲調)，並不是輸入 ga，欲鍵入某個詞一定要連續輸

入其拼音，若中間打錯一個字母無法正確轉換。詞目與單字的輸入模式不一致，

此輸入法對於不熟拼音與聲調的使用者而言，較不方便。另外，對於教羅拼音系

統不熟悉的使用者，使用上會造成很大的困擾，因為輸入法沒辦法提示目前輸入

的拼音是否為正確的拼音等。

基本上，我們研發的輸入法具備有下列優點:

1)輸入法之基本功能:

1. 以無聲調(Toneless)的方式輸入客語字詞的拼音

2. 以 Shift 鍵進行輸入拼音與英文的切換。

3. 提供標點符號輸入的功能，並有半型與全型之切換功能。 
4. 具備輸入法環境之愛好設定(Preference)，包含本系統研發之各項功能中可

由使用者設定之條件、選項部份。

5.容多種拼音輸入功能:

2) 進階功能:

本計劃研發之「好客輸入法 2.0」，相關之功能分成分為提升原來功能與新研

發功能兩部部，分別描述如下：

提升原來拼音輸入法功能:

1、錯誤提示方式
簡述：能有更好的錯誤提示方法。

描述：因為一般人(大部分使用者)對目前輸入法並太不熟悉，所以常常在

輸入錯誤時得到一串的嗶聲(bee)提示，也許有點惱人、也會干擾使用

者的注意力。因此，可用其他方式提示使用者：例如組字框的震動、

閃爍一次、錯誤的字變成紅色(red)等等，作為新式的提示方式。

完成：把不可能的組字結果轉為紅色，讓使用者知道目前的輸入錯誤。如

圖3-1所示，為正確輸入結果，圖3-2則為錯誤的輸入結果以及提示。



圖3-1       圖3-2

2.增加聯想詞的詞數
簡述：讓輸入法具有更佳的預測後續詞功能。

描述：目前的輸入法只能在輸入一到兩字後預測要輸入的詞，而目前大

部分的新世代輸入法都能夠在輸入完單一字/詞後預測使用者下一

項要輸入的字/詞。有鑒於大部分使用者對於客語的羅馬拼音不熟悉

若能有這項功能，應可以讓使用者輸入時更加輕鬆。

新增功能:

1.雲端客語拼音輸入法
簡述：讓使用者不需要安裝額外的軟體，進入特定網頁即可使用好客

輸入法2.0。

描述：目前已研發的輸入法，需要在 Windows 平台上安裝，還需要額

外的程式架構，如 .NET framework 程式軟體等。因此，如果能

把此系統研發、移植至雲端，就能讓更多平台的使用者使用，而

且使用的環境更加方便有效瘵率。

2. 單字客語語音發音
簡述：鍵入拼音後，輸出客語語音。

符號為紅色字體



描述：可以研發出一個發音的功能，使用者可以聽到客語音輸出，如

此，對客語的學習更有助益。

3.手機好客輸入法 2.0 (初步研發)
簡述：讓使用者能在手機上使用好客輸入法 2.0

描述：在現代社會中，手機（移動裝置）變成了人們最常使用的電子

產品，而在手機上的輸入也亦發重要，從 Android 上眾多的輸入

法 app 就可以知道，如圖 4。雖然我們考慮到把輸入法移植至雲

端，但是必定會有連線不穩定或是沒有網路的時候，以移動式

裝置而言更是明顯。

圖 4: Android 手機，客語拼音輸入法介面。

建議事項:

1.本計劃已對客語拼音輸入研發出一些新功能。

2.智慧式手機 (Android 平台) 、平板電腦的輸入法尚在初步研發階段。

3.目前客語文章較少、收集不易，影響到系統的訓練成效。

4.中文/客語平行語料亦少，影響到中文與客語之文章轉譯等應用。

5.基於客語數位化相關研究工作之需，建議專案建置「客語平衡語料庫」。

客語字、客語詞 候選詞

目前產生的客語 :



6.3C 行動通訊智慧式產品已十分普及，建議應專案研發智慧手機產品之客

語拼音輸入法-APP。未來產品成熟時，可提供線上下載 (Downloading)，

以利客語文章之書寫，達到實質推展客家語言與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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