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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一般所使用的台語羅馬字到了 2004 年其

特殊字元才被加入 Unicode 標準中，在此之前缺乏

統一的編碼標準，以致需要一套編碼轉換工具。又

因為輸入法缺乏的問題，使得數字調號的表示法成

為取代輸入法的解決方案，因此把數字調號編碼轉

換成 Unicode 編碼成為重要的需求。 
由於目前台語羅馬字缺乏廣泛使用的電腦字

形支援，網頁也無法直接用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

前的瀏覽器閱讀，因此將台語羅馬字換成圖形展

示，成為此過渡時期的重要解決方案。 
本論文提出一套台語羅馬字編碼轉換與圖形

展示工具，利用台語羅馬字的編碼原則，降低台語

與英文混合時的轉換錯誤率，並可選擇將輸出轉換

成內嵌文字圖形之 HTML 格式。並展示此工具與網

頁內容管理系統結合建構之台語網站的範例。 
關鍵詞：台語羅馬字、台語網頁、台語編碼轉換 
 

Abstract 
 

Because of their special fonts and browser 
supporting shortage, Taiwanese-Romanized 
documents can’t be read through general web browser 
directly. For lack of input method, the numerical tone 
marks are used to be substituted. We present a tool 
which translates numerical tone marks documents into 
Unicode documentation, the error rate is reduced by 
checking the spelling rule of Taiwanese-Romanization. 
This tool can also translate the Taiwanese-Romanized 
documents into graph-embedded HTML 
documentation to solve the browsing problem caused 
by special fonts. 

This tool is assembled with a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to build a  
Taiwanese-Romanized website. 

. 
Keywords: Taiwanese-Romanization, 
Taiwanese-Romanized website, Code translation. 
 
1. 前言 

 
台語是一種弱勢語言，雖然日常生活中使用台

語的人數不少，但是真正以台語書寫的文件不多

見，更遑論以台語為主要語言的網站了。其主要的

原因，除了因早期推行國語運動造成知識份子對台

語的不熟悉外，也因為台語一直沒有一套統一的

「文字標準」，造成台語文件的書寫不易。現存的

台語文件使用的「文字標準」，除了最早期傳教士

流傳下來的「台語羅馬字」（或稱「白話字」）之外，

還有 TLPA[1]等系統。不過目前存留的台語文件

中，還是以「台語羅馬字」為最大宗[5]，因此本研

究是以台語羅馬字為標的。 
除了文字標準差異之外，台語電腦化也面臨中

文字電腦化初期遭遇的「萬碼奔騰」問題。目前，

即使是最多人用的「台語羅馬字」，其「調號」與

「鼻音」使用的特殊字元，也因為歷史的因素而有

HOTSYS[9]、Taiwanese Package(TP)[7]等不同的編

碼系統與相對應的特殊字形[8]。不過這樣的「萬碼

奔騰」問題，在 2004 年 ISO 組織通過將白話字元

號加入 Unicode 之後會慢慢有所改善。 
由於台語羅馬字使用到一些特殊的調號與鼻

音字符，即使目前有少數字形支援這些特殊字符

[2]，也缺乏廣泛被使用的輸入法來輸入這些特殊字

符[3]。為了解決這個困境，許多前輩就用阿拉伯數

字來表示調號，用「N」或「nn」來表示鼻音，用

「ou」來表示「o͘」。例如：A-sat e5 si-koa, kau hou7 
gak8-koaN 就用來表示 A-sat ê si-koa, kau hō͘ 
ga̍k-koaⁿ。這樣的表示法稱為「數字調號」。 

使用數字調號不需要任何特殊輸入法，就可以

直接透過標準英文鍵盤輸入台語文章，但是要輸出

成文件或網頁時，則還需要轉換成標準的台語羅馬

字形始能供使用者閱讀。目前，已有一些離線的工

具如：TP[7]等可以進行數字調號與 Unicode 之間的

轉換；也有一些網頁工具如：暗光鳥 ê 厝的羅馬字

轉換器[4]可以進行類似的轉換。這些編碼轉換工

具，除了一般的文件編碼轉換用途之外，在某個程

度上也取代了台語輸入法的地位。另外，數字調號

表示法使用的字元全部都在ASCII編碼的標準可視

字元之內，因此也很適合作為資料庫或其他軟體處

理台語文件的內碼。 

不過現有的這些台語調號轉換系統多半是直

接將用來代表台語特殊字符的數字或英文代號轉

換成對應的字符，因此如果遇到台語文字中混雜英

文時候，就會轉換錯誤，例如：「you」就會被轉換

成「yo·」。不過目前國際交流日漸頻繁，文件裡面

夾雜英文或其他語言的機會越來越多，因此怎樣進

一步提升台語文件編碼轉換的正確率就成為一個

重要的課題。 



    另由於台語字元一直到 2004 年才被接受進入

Unicode，所以現階段大多數的電腦軟硬體環境並無

法完整的顯示台語字元，其中「o͘」這類具有葫蘆

點的字型，更是目前廣泛使用的商業字形尚未支援

的[2]。即使安裝了支援台語字元的 Unicode 字形，

如果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6.0 以前的瀏覽器，網頁

不經過特別的處理也無法正確顯示台語字元。因

此，台灣網際網路普及率雖然已經將近 50%[6]，但

網際網路上還是很難找到以台語為主要語言的網

站。即使找到台語網站，使用者也需要安裝特殊字

形、使用 FireFox 等瀏覽器才能正確閱讀台語文章。 
    站在保存台灣語言、文化的立場，為了能夠讓

使用者利用一般電腦與瀏覽器，無須下載特殊字

型與做特別的設定就能瀏覽台語羅馬字網頁，實

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為了解決上述兩個問題，我們利用 Open Source
的開發工具PHP配合FreeType[12]、GD函式庫[11]
等，應用台語羅馬字拼音規則，製作了一套編碼轉

換工具，可將數字編碼的台語羅馬字文件轉換成

Unicode 文件，並可選擇將此羅馬拼音文件線上轉

換成圖形顯示於網頁上，使得使用者無須做任何

設定即可閱讀該網頁。 
    為了驗證此系統之功能，我們製作了一套獨立

的台語羅馬字編碼轉換系統，並將此系統整合進一

套內容管理系統中，實際承載一個台語網站之運

作。 

    該內容管理系統使用數字調號當作內部的文

件編碼，以降低程式修改的複雜度，網頁發佈時

才呼叫本工具將數字調號文件轉換成內容相同的

圖形與 Unicode 台語網頁，以提供一般使用者可以

在任何電腦上閱讀台語網站文件，擁有台語字形的

使用者可以自由複製台語文件。 

    以下我們將介紹本系統使用的台語字元轉換

與網頁展示方式，並分析本系統與英文混雜使用時

的正確率，並檢視使用「N」或「nn」作為台語羅

馬字鼻音表示法所帶來的影響。 

 
2. 系統結構 

 

    本系統用來將數字調號台語文件轉換成

Unicode 編碼之台語文件，並且依照使用者的設

定，將輸出之台語文件用 Unicode 輸出或者轉換成

圖形網頁輸出。本系統的運作流程如圖 1 所示。 

台語文件輸入後，先被切割成一個一個的

token，系統會檢查每一個 token，先利用編碼範圍

過濾掉中文，這樣就剩下台語和混雜在台語中的英

文字。然後利用台語羅馬字的拼音規則來進行進一

步的分析，如果是台語，則針對調號與鼻音進行轉

換，否則將不做任何轉換。經過轉換成 Unicode 的

台語羅馬字，再依系統設定直接輸出或轉換成圖

形，並將此台語羅馬字置換成內嵌此圖形之 HTML
輸出。本系統測試網站在 http://taigi.fhl.net/tai/，運

作畫面如圖 2a、2b。 

 

 

 

 

 

 

 

 

 

 

 

 

 

 

 

 

 

 

 

 

 

 

 

 

 

圖 1 編碼轉換系統流程圖 
 

 

 

 

 

 

 

 

 

 

 

 

 

 

 

 

圖 2a 編碼轉換系統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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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b 編碼轉換系統輸出畫面 
 

2.1 台語羅馬字拼音規則分析 

 

    為了進一步提升本系統正確分辨台語羅馬字

之比例，我們使用了台語羅馬字拼音的基本規則： 

 

台語羅馬字＝[子音]母音[入聲尾][調號]    (1) 
 

亦即一個台語羅馬字可以由子音、母音、入聲

尾和調號組成，其中母音是一定要具備的，其他都

是可有可無。而代表該四種音的符號如表 1 所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ng、m、n 這三個符號同時可以

代表母音和子音。 

    真正在進行編碼轉換的時候，由於大部分的字

符都是使用標準的英文字母，只有當台語字具有調

號（2,3,4,7,8）、鼻音（N 或 nn）或者母音 ou 時才

需要進行調符轉換，亦即也只有在這個狀況下才會

造成夾雜英文字的誤判。透過比對台語羅馬字的拼

音規則，可以更進一步的避免「you」這一類的英

文被誤判為台語，提升編碼轉換的準確率。 

    調號與鼻音轉換為特殊字形時，還需要修正這

些字形的位置與母音結合。 

 

表 1 台語羅馬字字符與分類 

分類 字符 

子音 chh,ch,kh,th,ph,p,t,k,b,g,l,j,h,s 
母音 N(或 nn),ou,a,i,u,e,o 

子母音共用 ng,m,n 
入聲尾 t,p,k,h 
調號 2,3,4,7,8 
 

2.2 台語羅馬字網頁圖形轉換 

 

    為了讓使用者不必安裝特別的字形就可以閱

讀台語網站，我們將一套支援完整台語羅馬字特殊

字元的 Unicode 字形放置在伺服器端，當使用者要

求的網頁使用到台語調符時，系統透過 PHP 內建的

GD Library，呼叫 FreeType 函式庫，將此字形以每

個台語羅馬字為單位轉換成 PNG 圖形，並且改寫

文件的 HTML，將此產生的圖形檔內嵌於網頁中展

示出來。 

    為了提升系統效率，我們將已經產生過的台語

羅馬字檔案存放在網頁伺服器的檔案系統中。系統

於產生圖形前先檢查檔案是否存在，不再重複產生

已經產生過的圖形檔案。 

    使用字型產生文字圖形，雖然耗費系統資源、

佔據頻寬，不過實在是一種過渡時期為了避免增加

使用者閱讀網頁障礙的解決方案。對於不希望網頁

內容被複製的作者，這樣的作法還有保護網頁內容

的附帶效果。 

圖 3a、3b 是使用本工具的兩個版本網站，兩

個網站內容一樣，但是圖形版本的網站不需要安裝

特殊字形就可以閱讀。 

 

 

 

 

 

 

 

 

 

 

 

 

 

 

 

 
圖 3a 內嵌羅馬字圖形的網頁 

 
 
 
 
 
 
 
 
 
 
 
 
 
 
 
 
 

 
圖 3b Unicode 版本的網頁 



3. 與網頁內容管理系統之整合 
 

    本工具與一套既有之網頁內容管理系統整合

後之架構如圖 4 所示，我們採用了目前網際網路上

常用 MySQL 與 PostgreSQL 這類免費的資料庫來製

作台語網站的內容管理系統。為了迴避這類資料庫

系統繁複的編碼設定問題，我們採用了數字調號來

當資料庫的內碼，所有文件的台語羅馬字都以數字

調號的形式存入資料庫中。 
    該網頁管理系統允許網頁管理者經身份認證

後對網站的內容與架構進行新增、刪除與修改等功

能。當網頁要發佈時，則透過編碼轉換系統將數字

調號台語文件轉換成 Unicode 格式，然後逕自輸出

成 Unicode 版本靜態網頁，或者啟動台語圖形轉換

功能將 Unicode 台語文件轉換成對應的圖形檔與

HTML 文件輸出成圖形版本的靜態網頁。 
    透過這樣的架構，可以同時產生兩套內容相同

的網站，在支援台語羅馬拼音特殊字元的 Unicode
字形檔還沒有普遍被使用前，滿足一般使用者與需

要複製文件之使用者的需求。此系統之測試網站

URL 為 http://taigi.fhl.net 與 http://taigu.fhl.net。 
 
 
 
 
 
 
 
 
 
 
 

圖 4 與內容管理系統整合架構圖 

 
4. 比較與討論 

 
4.1 與英文混合編碼轉換錯誤率評估 

 

    為了驗證本編碼系統的正確率，我們採用由

pyDict 計畫[10]取得之 134183 字英文字典，將每

個字當成台語羅馬字輸入系統中，比較 TP 與我們

的系統錯把英文字當成是台語羅馬字，且造成轉換

錯誤的字數。由於鼻音可能用大寫「N」來代表，

所以我們也將字典中所有的字轉換成大寫重新做

一次檢驗，檢驗的結果如表 2。 

 

 

 

 

 

表 2 編碼轉換錯誤字數 

方法 錯誤字數 轉大寫錯誤字數

Taiwanese 
Package 2581 69937 

暗光鳥 ê 厝 37 35 
本系統使用Ｎ

代表鼻音 
15 289 

本系統使用

nn 代表鼻音 
15 26 

 

    由表 2 中可以看出在小寫的情況下，本系統把

英文誤認為台語羅馬字的字數是現有的工具中最

低的。在英文字典轉大寫的情況下，除了暗光鳥 ê 厝
之外，其他的系統的錯誤字數都會提高，不過相較

於沒有使用羅馬拼音規則來過濾的 Taiwanese 
Package 系統，本系統的錯誤率還是有較好的表現。

由上述的測試中可以看出引用羅馬拼音規則來過

濾英文字，的確可以大量降低轉碼的誤判率。 
根據我們的測試，暗光鳥 ê 厝所提供的轉碼工

具，並不處理全部大寫的台語羅馬字轉換，亦即

THIN 這樣的字在該系統中並不認為是台語羅馬

字。不過這實際上可能是一個大寫的台語羅馬字。

在實際的使用上，遇到全部大寫英文字或台語羅馬

字的機率不高，因此不接受全部大寫的字母為台語

羅馬字，是一個降低誤判率的可能方法。不過我們

認為大寫英文與台語羅馬字的混合機會不高，所以

正確的轉換全大寫羅馬字可能比一味的希望降低

誤判率來得重要。 

 

4.2 效能評估 

 

我們在 3.0G CPU、2G RAM 的 Fedora Core 5 
Linux x86 伺服器上，透過 100M 區域網路，用 1.73G 
CPU、1G RAM 的 Windows XP 電腦透過瀏覽器進

行測試。用 32,222 個台語羅馬字的巴克禮版本舊約

聖經創世記（約 180,000 個字元）與 9,967 個字的

但以理書（約 55,700 個字元）來測試此編碼轉換與

圖形網頁展示系統之效率。每個數據都是測試三次

以後平均而得，我們並將測試分為自行產生圖形與

預先產生圖形兩組，分別測試系統重新產生所有台

語羅馬字圖形（自行產生圖形）與檔案系統中已經

產生好所有的台語羅馬字圖形（預先產生圖形）的

狀況。 
表 3 系統效能評估 

方法 編碼轉換 編碼轉換與圖形產生 

創世記（自行

產生圖形） 
73 sec 337 sec 

創世記（預先

產生圖形） 
63 sec 325 sec 

但以理書（自

行產生圖形）
6 sec 35 sec 

但以理書（預

先產生圖形）
5 sec 32 sec 

Database
數字

調號內碼

內容管理
系統

Unicode
字形

網頁
使用者

網頁
 管理者

圖形
台語羅馬字

網頁

Server

編碼轉換
系統

Unicode
台語羅馬字

網頁

圖形轉換



    由表 3 中可以看出系統運作所花費的時間隨著

轉換內容的長度而大幅增加，預先產生台語羅馬字

圖形能夠增快速度，但無法大幅增快速度，其原因

應該是系統仍須檢查檔案系統中是否已經存在產

生過的台語羅馬字圖形。 

由於轉換成圖形需要消耗大量系統資源，因此

建議應該避免在動態網頁之中即時產生，我們的實

驗網站是透過「發佈靜態網頁」的方式來將圖形產

生的延遲限制在網頁發佈的時候，而避免每個使用

者讀取網頁時都去產生台語羅馬字圖形。 

 

5. 結論 
 

    我們已經完成一套以台語羅馬字拼音規則為

基礎之編碼轉換與網頁展示工具。透過運用台語羅

馬字的拼音規則，本系統可以大量減少台語與英文

混合的狀況下，進行「數字調號」格式與 Unicode
格式轉換時所造成的誤判。透過將羅馬拼音轉成圖

形，並修改網頁成為內嵌此圖形之 HTML，可以使

網頁讀者不需要安裝特殊的字型、使用特殊的瀏覽

器就能閱讀台語羅馬字網站。 

我們並將此工具與一既有之網頁內容管理系

統結合，建立一圖形羅馬字與 Unicode 雙入口的實

驗網站，本工具的原始碼可以在http://taigi.fhl.net/tai 
中取得，使得有志於建立台語羅馬字網站的使用者

也可以直接將此工具加入自己的內容管理系統，不

必重新打造一套相同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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