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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連上國家臺灣文學館(以下簡稱「台文館」)本系統網站(目前在 

http://dadwt.nmtl.taibun.tw，轉址到http://iug.csie.dahan.edu.tw/ 

nmtl/dadwt/ ，待台文館確認正式網址後，會從 http://dadwt.nmtl. 

taibun.tw 轉址到正式網址)，即可在首頁見到所有功能項目。我們將

針對網頁上所有的系統功能一一解說。 

在操作過程，按「重新整理(F5)」或畫面左下角的「總目錄」回

到首頁。 

 

3 

http://dadwt.nmtl. taibun.tw/
http://iug.csie.dahan.edu.tw/ nmtl/dadwt/
http://iug.csie.dahan.edu.tw/ nmtl/dadwt/
http://dadwt.nmtl. taibun.tw/
http://dadwt.nmtl. taibun.tw/


2. 版面配置和版型 

本節介紹網頁版面配置情形及版型。 

2.1 版面配置 

版面設計成類似電視螢幕的感覺，上下左右都有留邊，放置

Logo、圖片、按鈕等，中間為主要內容顯示部分。 

畫面的上方有三個 Logo，左上角為白話字(POJ)的 Logo。 

 

 

上面中間為橫幅(banner)，配合七個版型，共做了七個橫幅。橫

幅寫上本計畫中英文寧名稱。 

 

 

右上角為台文館的 Logo及字樣，並列出此計畫執行時間。按下

台文館的 Logo或字樣，將可連結到台文館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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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為查詢及工具程式的按鈕列，使用 Rollover按鈕，移到上

面和按下去會變色。 

 

中間是主畫面，一開始會列出總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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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有 8個縮圖，每次進來，系統選取，包括台灣古地圖、山川

自然、歷史建築及生態圖片。 

 

下面為白話字背景知識的按鈕及計畫簡介，並有使用者閱文章的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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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版型 

版型共有七個，主要是背景顏色及文字顏色的變化。配合版型，

也製作了七個橫幅來搭配，包括圖片每次從 100多幅圖片中隨機選

取，這是為了讓使用者每次使用本網站時，都有新鮮感，加強再次觀

賞的意願。以下列出部分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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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閱覽文章 

本節介紹本系統所提供的閱覽文章方式。 

 

3.1 依據時代別閱覽文章 

在畫面左上部分有三個按鈕，是以時代來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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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按下「日治時期」的按鈕，會列出日治時期的文章列表，主

畫面上方並會顯示出使用者查詢方式（「日治時期」）和總共頁數及篇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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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由時代再細分文類，例如，當游標(滑鼠)移到「清國時

代」的按鈕上，請不要按下，系統會出現細分文類的子目錄。下圖是

點選「清國時代-->散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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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章列表上，點選文章名(例如點選上頁所示的第一篇文章「白

話字 ê 利益」，會顯示文章內容，顯示方式為以段落對齊，左邊是台

語羅馬字的原文，右邊是經過漢羅台語文轉寫的結果。此外，左邊的

每個段落開頭，都有一個小喇叭的圖示，按下去後，系統會將此段落

內容傳送給產生聲音檔案的伺服器，等待一些時間後，該伺服器會回

傳一個 MP3格式檔，如果您的電腦有喇叭及聲音播放軟體(如 Media 

player等)，即可聽到聲音，協助您閱讀及理解內容。(註：有時聲音

檔案伺服器會因處理的資料量過大而當機，導致暫時無法正常運作，

欲此情形等稍等一些時間再來聽取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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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依據文類閱覽文章 

左邊中間有四個按鈕，提供依據文類的查詢，共分為詩、散文、

小說、劇本四個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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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是點選「散文」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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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由文類再細分時代，例如，當游標(滑鼠)移到「劇本」

的按鈕上，請不要按下，系統會出現細分時代的子目錄。下圖是點選

「劇本-->終戰後」的結果（「Venice ê生理人」翻譯自莎士比亞作品，

這是 1950 年，白色恐怖時代的事哦，台語文學真的很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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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它閱覽方式 

3.3.1 隨機選閱 

如果您暫時不請處自己想閱讀哪些文章，只想隨意看看，可以選

擇「隨機選閱」功能。點選後，系統會隨機選取一篇文章供您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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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篇名檢索 

3.3.2到 3.3.6共五項的查詢功能，都需要先點選畫面左邊的「檢

索查詢」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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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篇名檢索」欄位輸入「台灣」後，按「查詢」的結果，

只要篇名的任何地方包含所輸入的字串，就會找到。如果您熟悉台語

羅馬字，用台語羅馬字輸入也是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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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作者檢索 

這是在「作者檢索」欄位輸入「楊」，按「查詢」的結果。同樣

地，也可以用台語羅馬字來做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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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年份檢索 

這是在「年份檢索」欄位輸入「1940」和「1953」，按「查詢」

的結果。如果您想試試系統夠不夠強壯，故意反過來寫（從 1953到

1940）系統會幫您換成 1940到 1953。不過，請記得填寫西元年，

否則查不到。如果還想試試系統夠不夠強壯，輸入了文字，系統會請

您乖乖地回去重新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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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散文次類別查詢 

我們將「散文」類再細分出傳記、報導、笑話、論述四個次類別，

以下是在「散文次類別」欄位選「傳記」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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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全文檢索 

這是在「全文檢索」欄位輸入「Hoa-lian5」(花蓮，漢字、羅馬

字都可以)，按「查詢」的結果。系統沒有事先做索引，所以全文檢

索時，系統必須先把所有文章內容「看」一次，因此查詢的時間會比

其它方式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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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年代檢索 

這是在上一頁的文章列表時，點選第一篇文章的「年代」的結果。

原先文章是 1956 年，按下去，會顯示出 1950 年代(1950~1959)的文

章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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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閱覽背景知識 

本計畫為了顧及部分使用者可能對台語羅馬字不了解，特別邀請

幾位專家撰稿，介紹相關的背景知識。以下介紹這些文章的閱覽方式。 

按鈕都在畫面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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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歷史 

點選畫面下方「歷史」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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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文學 

點選畫面下方「文學」按鈕。 

 

27 



4.3 教學 

點選畫面下方「教學」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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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影像 

點選畫面下方「影像」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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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網路 

點選畫面下方「網路」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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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工具程式 

本計畫在執行期間，因為工作所需，開發了一些有用的小程式，

一併掛在計畫網站上，供大家使用。 

以下三小節對應三個線上應用程式，請從畫面左方「工具程式按

鈕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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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文本統計 

點選「工具程式」按鈕後，再點選主畫面的「全羅台語文文本統

計程式」，將會看到以下的畫面。請輸入或貼上資料後（圖示的範例

為「杜蘭朵公主」的內容台譯），按「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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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統計結果，主要是顯示出段落、句子、語詞、音節的數目。

這也是一般計算語言學對於語料的基本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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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拼字檢查 

點選「工具程式」按鈕後，再點選主畫面的「羅馬字拼字檢查程

式」，將會看到以下的畫面。請輸入或貼上資料後（圖示的範例為「台

灣軍歌」），按「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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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字錯誤的地方，會以紅色字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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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調符顯示 

點選「工具程式」按鈕後，再點選主畫面的「台語羅馬字數字轉

調符程式」，將會看到以下的畫面。請輸入或貼上資料後（圖示的範

例為「追憶似水年華」的台譯），按「顯示調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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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將圖形結果顯示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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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它訊息 

以下列出上述資料以外，其它系統所提供的。 

6.1 計畫簡介 

羅馬不是一天造成的，本計畫能有如此的成果，也是由之前相關

計畫努力耕耘、累積而來的。 

點選畫面下方的「計畫簡介」，會顯示一篇文章，說明過去的計

畫成果，並針對本計畫做簡單的說明，以及後續要做的目標在哪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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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查詢說明 

點選畫面左方下面的「查詢說明」，會有比較詳盡的查詢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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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圖片 

圖片共有 100多張，隨機顯示。如過按下圖片，主畫面會出現

圖片說明。本計畫大量使用了國家圖書館的「台灣記憶」以及「非營

利使用生態照片集」中的圖片，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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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來信批評指教 

如果對本計畫成果有任何建議，請點選畫面下方的「計畫簡介」。

內文中有「來信指教」，點選後即可發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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