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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e the Unknown 

Episode 2_5  智慧型中文語言：數位化的漢字之美 

 

人類思想上的活動，絕大多數都要倚靠文字來完成，它不僅是表達意念互相溝通的工具，

也是傳承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人運用漢字的歷史已有數千年，隨著時代潮流的推動，在

西方科技文明的衝擊下，始於圖像的漢字該如何與電腦計算機並存共容，繼續為中華民族發聲，

乃當代科學家致力突破的課題。在這段磨合的陣痛期，中研院資訊所的科學家不但建構漢字在

電腦世界立足的知識體系，也發掘出自身與文化間密不可分的情感，而從資源共享的角度來看，

他們努力導致的成果，也為未來中華文化的發揚奠定良好的基礎。 

 

                                      1st edition  2006/06/03 編劇：歐陽百麟 

段落 影部 聲部 長度 

S1 文字的重要性 1’00 

  山洞中的壁畫，溶接甲

骨文的拓印，鐘鼎上的

文字、碑文的拓印等等 

 各種古書古籍的資料

畫面 

 前景溶接到若干古中

國的出土文物，並在文

物上有著各式各樣不

同年代的漢字 

 

 以類戲劇的方式重現

倉頡造字的情景 

 倉頡造的字經過動畫

演變後成為現今文字 

 各式各樣的大自然圖

樣與象形文字交疊呈

現，最後畫面轉黑 

 上子集名稱： 

智慧型中文語言：數位

SE：悠揚的中國國樂 

 

OS：許多人類思想上的活動，像是意念的表

達、歷史的記載、文化的傳承，都要靠

文字才能完成。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文字，它不僅是表達

思想的工具，更是彰顯與發揚一個種族

文明重要的載體。 

SE：音樂轉場 

 

OS：從倉頡造字的一刻起，中國人使用漢字

延續了數千年，在漫長的時間演變下，

漢字蘊含了豐沛的生命力。 

漢字的起源始於圖像，每個字都是數千

年前古人生活的速寫，就像一張張照片

一樣，訴說著自己的故事… 

 

1’00 



 2 

化的漢字之美 

S2 漢字的優美與漢字數位化的動機 1’00 

S2 

 

 動畫：象形的”日”→生

活實景的日 

 動畫：象形的”自”(手指

著自己的鼻子) 

 採訪謝清俊老師 

 

 

 請書法家在宣紙上寫

祭祀的”祭”(確認文體) 

 書法的祭→動態畫圖 

 

 

 請書法家在宣紙上寫

寒冷的”寒” (確認文體) 

 書法的寒→動態畫圖 

 

 

 

 採訪謝清俊老師 

 

 INS 畫面建議：許許多

多書有甲骨文字的古

代文物或器皿 

 

 

 

 

 向謝老師情商，借調一

些當時研究中文數位

 

《中研院資訊所特聘研究員 謝清俊》 

漢字從這整個角度來看，它就是意義的

表達，但是這個意義的表達是用我們我

所知道的一些生活常識，把這些圖像兜

起來後，做一個知識的表達+不管是具象

的或是抽象的，都可以做這樣的表達。 

SE：(書法家運筆寫字) 

OS：漢字所呈現出的，是漢民族文化的知識

體系，而且這個知識體系能讓人一目了

然。 

比方說祭祀的祭，就是一隻手把一塊豬

肉放在供桌上； 

SE：(書法家運筆寫字) 

OS：寒冷的寒，就是在結冰的窯洞裡，有一

個人躲在草堆中瑟縮著。 

漢字的線條，生動地勾勒出一面生活圖

畫。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謝清俊 博士》 

古時候的字現在我們雖然很少用，但是 

我們有時候要傳達一些情意的時候，我

還是要去用到那個字，那你用到那個字

的時候就活回來了，你像甲骨文，甲骨

文是不是死字?不是，你寫一篇甲骨文的

書法，甲骨文就活回來了，這跟歷史整

個傳承有關係，我們如果不要忘記我們

的過去，我們要了解歷史的源流，飲水

思源的話，文字是必須的。 

OS：謝清俊教授，是國內發展漢字數位化的

先驅。早在 1971 年，他跟隨著當時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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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照片，最好有馬志

欽教授在其中 

 

 1970 年代，當時巨大的

電腦資料畫面 

 許多研究人員在巨大

的電腦中行走，一大堆

擁塞的中文字 

 

 

 續前，一堆的漢字，像

是零件般被拆解開來 

 

 交大字根系統當時發

表的新聞報紙，或可拍

攝交大字根系統 

 496 個字根像基因密碼

般跑動 

 用電腦打出字根組成

的文字 

 古書一個奇怪的缺字

當時電腦無法輸入 

 採訪謝清俊教授 

 二十五史的古書 

 特寫其中一個奇怪的

古字，從電腦上找不到

這個缺字 

 數個步驟呈現電腦造

出這個二十五史上的

缺字 

電機系的馬志欽教授，研究如何讓電腦

來處理中文字(加上目前使用的中文字

數)。電腦是西方的產物，先天就欠缺處

理中文的能力，而且那時一整間屋子大

小的電腦主機，記憶體卻只有一個 MB，

處理的速度很慢，如何在有限的電腦記

憶體容量內處理大量中文，的確是棘手

的問題。 

 

SE：音樂轉場 

OS：漢字包含字音、字義和字型三部 

分，其中漢字字型的組合結構，被科學

家應用在電腦的構字系統。 

1973 年，交大字根系統首度發表問世，

所謂的字根，就像我們使用的字典中的

部首、偏旁等漢字的組合元件。 

 

OS：當時科學家將所有中文字拆解出 496 個

字根，來組成四萬多個中文字。這看似

符合一般使用者的需求，但一碰到古文

研究或是建立數位資料時時，便會發現

嚴重的缺字問題。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謝清俊 博士》 

中研院做二十五史就發現缺字缺的 

很嚴重因為那時候電腦才一萬三千零五

十一個字，古書裡面有很多字體、字型

就不在這些裡面，我們盡量要維持古時

候的字型+在電腦裡面怎麼辦呢？就只

好缺一個字，造一個字+你怎麼樣告訴電

腦這是一個造字？你必須要給它一個編

碼，字體，這樣電腦才能在螢幕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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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型，我們才能指到這缺字。 

 

S3 漢字數位化的過程及其碰到的困難 1’00 

S3 

 

 史語所的研究人員操

作電腦應用漢字輸入

的畫面，當他們再 KEY 

IN 一些古漢字時，面臨

找不到字的窘境 

 當研究者以電腦傳輸

古漢字時，接收的對象

將會看不到古漢字的

形體而產生不解其文

的困擾 

 採訪莊德明老師 

 

 

 

 

 紀錄一小段莊老師在

研究中心內建構漢字

構型資料庫的過程 

 

 特寫該資料庫中大量

的楷書字型 

 

 

 以動畫方式呈現漢字

構型中上下、左右、包

圍的組合方式 

 實際的文字部件，以不

同的方式排列組合 

 

OS：電腦普及是漢字數位化起初的動機。若

數千年悠久歷史、數量龐大的漢字，無

法與西方科技的電腦相容並存，所產生

的不只是缺字這麼單純的問題；站在資

源共享的角度，也不利文化的傳輸交流。 

因此科學家著手研究，將漢字與電腦共

存相容的方法。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助技師 莊德明》 

漢字它是表意文字。表意文字它是因意 

構型，也就是說它的部件在這個字裡面

它都有它的功能，我們只是依漢字本身

的特性忠實的表達漢字的知識。+對我們

而言，我們系統的核心是個部件，但對

電腦而言，它是字，就是所謂的字碼。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現在有的架構裡

面來建立我們的系統。 

OS：1995 年，莊德明投入了漢字數位化的研

究，並開始著手建構「漢字構形資料庫」。 

資料庫的建置是從楷書開始，當時應用

的需求還僅止於楷書。 

由於部件是構成漢字的最基本單位，透

過部件與部件間上下排列、 

左右排列、 

或是一個部件包含另一個部件等組合方

式， 

可以在電腦上顯現絕大多數(是否有比

 



 5 

 

 莊老師在筆記型電腦

上面示範漢字構型資

料庫，拍攝青字部件所

產生出來的各個與青

相關的漢字 

 

 

 出土的殷商文物，特寫

上面的文字 

 各種不同的碑體，或是

草書、行書等不同的字

體 

 

 採訪莊德明老師，INS

畫面建議：拍攝莊老師

與研究人員就著電腦

討論互動的畫面，並特

寫他們在處理小篆、金

文、甲骨文等文字的情

形 

 

 

 史語所內的研究人員

面對不斷缺字的現象

產生懊惱與不知該如

何處理的情形 

 莊老師與史語所的研

究人員互動的畫面 

例、數據?)的漢字。 

 

OS：舉例來說，青色的青就是一個部件，如 

果我們在「漢字構形資料庫」內鍵入這

個青字，透過部件組合的原理，便可發

現清水的清、感情的情、晴朗的晴、眼

睛的睛、精華的精等字，一次就可以認

識一批與青這個部件相關的漢字。 

 

OS：但一套完整的資訊系統，光會處理楷體

字是不夠的，從殷商的甲骨文算起，漢

字的使用歷史已達三千四百年之久，其

中因時代演變而產生的繁複變化、因書

寫方式不同而導致異體字種類之多，也

不斷地在考驗著電腦處理漢字的能力。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助技師 莊德明》 

當初我們在拆分字型的時候，我們有蠻 

多疑問的，後來我們才去看文字部件的

書籍，就找到小篆，小篆裡面它有很多，

包含這個字怎麼去拆解，+加完小篆以

後，我們就可以慢慢加金文、甲骨，因

為你會更想要找到他文字的源頭是什麼

地方，這也是文字學上做研究它常常需

要用到這些字，這些字它早晚都是要放

進來的。 

OS：漢字知識庫建構的過程中，不斷有新的缺

字產生，資訊專家發現當初設計這套漢字

知識庫系統時，對於漢字組成和演變的知

識不足。於是科學家轉向借重文字學家的

專長。 

S4 透過說文解字中提供字根部件組合的方式來解決缺字的過程 1’00 

S4  應該要先接一小段，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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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走進歷史與研所

和學者討論 

 採訪陳昭容老師，INS

畫面建議：陳老師和研

究人員們拿著論文報

告互相討論切磋的情

景 

 有人拿起幾個剪紙的

部件排列組合成一個

字”雲/雞”(隨便舉例) 

 在電腦上也鍵出這個

字”雲/雞” 

 diss 真的雲飄走/雞跑走 

 

 

 莊老師與史語所的研

究人員共同針對某類

文字進行討論的畫面 

 秦始皇時代書同文的

代表文字 

 

 許慎的說文解字以及

其內頁的拍攝 

 

 採訪陳昭容老師 

 

 

 

 許慎說文解字中，拍攝

幾個拆解的例子 

 

 甲骨和金文的拆解 

(採用一段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的現場討論)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陳昭容 博士》 

漢字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它其實就是最

早的是類似圖像，把不同的部件集合在

一起，那這本來就是漢字的內在的邏輯

關係。+怎麼樣利用這組有限的部件去做

各種的結合去展現無限的字型，在我們

都了解和字的結構原理就會知道說其實

它的部件並沒有多少，我們就知道可利

用部件跟部件的組合，變成一個我們在

螢幕上看的到的我們需要的字。 

(是否有原資訊專家的某文字拆解，後來

徵詢文字學者發現其他部件的拆解法) 

 

OS：文字學家的投入和協助，彷彿為「漢字

構形資料庫」注入一劑強心針，讓整套

系統活了起來。 

文字乃成於眾人之手，漫長的使用年代

間，幾乎每個朝代都會去做大規模的整

理，像是秦始皇的書同文便是一例，這

種整理將會把漢字歸納出一套組字成形

的邏輯來，而其中最具成效的，就是東

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陳昭容 博士》 

許慎最早提出六書，他認為六書就是漢

字的結構，所謂象形、指示、會意、形

聲、轉注、假借，並不是說人們按照這

六種方式去造一個字，而是說它對當時

的文字的一種整理，他認為就是這六種

方式，對甲骨、金文都可以這樣子拆解，

這是沒有問題，而許慎做這樣的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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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某個字為例，呈現出

不同異體字(員?或有其

他例子) 

 

 

 

 莊老師和陳老師互動

討論解決問題方法的

畫面 

 特寫莊老師在建構資

料庫時專注的神情 

 採訪莊德明老師，在筆

記型電腦上面講解粦

這個字的畫面 

 

 以電腦動畫呈現粦這

個字的演變 

 

 

 

 

 

 採訪莊德明老師 

 

 

 

 

 史語所的研究人員使

用漢字構型資料庫的

事實上就是因為他掌握了漢字的結構跟

特色。 

OS：然而，漢字組合邏輯和電腦資料庫的設

計架構還是有所不同。早期的漢字並沒

有所謂的定型，常常同一個字卻有不同

的形體，也就是所謂的異體字，部件的

組合也不見得相同，但電腦的架構邏輯

就是一對一，當要把不是標準文字的古

漢字納入資料庫時，就必須回頭調整資

料庫的設計方式。對原本沒有涉入過古

漢字專業領域的莊德明來說，這趟漢字

與電腦互相撞擊的衝突歷程，帶給他許

多的刺激和反思。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助技師 莊德明》 

我第一次知道這個粦它的意思覺得印象 

非常深刻，這粦是現在加了一個石頭

旁，這石頭旁是後來才加的，在金文甲

骨文字型是蠻有意思，這旁邊四點，其

實是螢火，一點一點發光的螢火，螢火

通常是人死的，我們以前說鬼火，這粦

在小篆本來就是鬼火的意思，然後後來

這個大或許有人是說這是巫師他做法的

時候加點粦灑一點粦在上去，在祈禱的

時候他能產生更好的效果出來，那四點

就是鬼火。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助技師 莊德明》 

古漢字的知識都是從跟他們（史語所） 

討論的過程中得來的，或者是有時候建

置的過程可以自己去翻古漢字書，但是

跟他們討論的過程的確是收穫蠻大，因

為它們都把心得跟我們講，所以學電腦

有時候也是蠻有福氣，因為它是一個系

統整合，你可以接觸到不同領域，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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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資料庫中的構字系統

解決了研究人員在列

印古文字時的困擾 

 

 

訪陳昭容老師，INS 畫面

建議：拍攝一段陳老師在

研究所上課的情形，同學

在台上專注聽講的畫面 

 同一個畫面裡出現各

種同一字祖的字，構成

一幅大張的圖畫 

(如: 木、林、樟、楓、

森…；或是雨、雲、雷

雪…) 

 

到不同知識。 

 

OS：透過漢字構字原理，讓電腦在組合漢字

時有了依歸。這讓從古至今的漢字，皆

能順利鍵入電腦中，這項創舉，不僅解

決電腦缺字的問題，也讓研究古文的學

者，有了更便利更容易掌控的工具。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陳昭容 博士》 

漢字有一些特色，如果某些時候，某些

字，它們共有某些部件，往往意思上會

有些相關連。+我們在做文字學的來源的

時候，會發現說這些字是同一個字祖。+

而且可以從甲骨的演化到各個不同的時

代，形體發展我們都可以知道它的脈絡

來，那麼在教學跟推廣漢字這個部分我

覺得它有很大的幫助。 

(在此可接一段應用漢字知識庫的教學

現場) 

S5 舉實例來說明如何構字 1’00 

S5 

 

 拍攝中研院資訊所的

網頁，點入漢字構型資

料庫中的畫面 

 

 

 

 

 

 

 

 莊德明老師示範講解

漢字構型資料庫的應

OS：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建置至今已快滿

十三年，目前收錄楷書字形 60082 個，

小篆 11100 個，金文 3459 個、楚系簡帛

文字 2627 個，並包含了銜接古今漢字以

表達字形的源流演變及古今字間的字義

隸屬，記錄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漢字結

構，並利用結構中的各級部件來檢索字

形，同時制定構字式以解決楷書缺字的

編碼問題，而研擬中的風格碼，則可用

來解決古漢字的編碼問題等四大特色。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助技師 莊德明》 

像甲骨文著電腦裡面的“老”字，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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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象形味道就很濃，上面就是人的頭髮，

留著長髮，底下就是人駝著背，杵著柺

杖，到現在象形味道就比較没那麼明顯

了。這是老這個字。在系統裡面，甲骨

文也是可以利用這部件來檢索。 

上面這老人留著長髮，駝著背，拿著柺

杖。這“鬚”，其實就是鬍鬚的鬚了，

這邊是鬍鬚的鬚，現在已經寫成這個鬚

了。 

這“欠”是打呵欠。“眉”就很明顯

了，畫個眼睛，上面是眉毛的眉。這

“見”也是看，象形味道很重。這“聽”

有個人，耳朵，這個口。“聞”也是一

樣。這“臭”以前其實是嗅的味道﹔這

“臭”其實底下是一個犬，“自”是鼻

子，邊走還到處聞。其實這是我在編件

的時候過程覺得很有意思，我就把它挑

出來。  

S6 留下優美的漢字文化 1’00 

S6 

 

 古文字藝術家在使用

漢字來創造一些藝術

作品的畫面 

 

 特寫古漢字的藝術圖

畫 

 採訪謝清俊老師 

 

 

 

 

 

 古漢字藝術家上網去

OS：文字是有生命力的，對漢字來說尤其如

此。透過漢字構形資料庫的建置，我們

發現的不只是漢字本身的意義、樣貌和

各種形體的變化，更可藉由這座時光隧

道，方便快捷地穿梭於古今之間，並從

這過程中去理解領略屬於中華文化中最

美的一環。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特聘研究員 謝清俊 博士》 

如果中國字的形音意的構造不是那麼好 

的話，怎麼可能綿延？老早就被其他東

西取代了，那麼中國歷史上又有那麼光

輝的思想文化，種種的東西，我們不是

講西元 1800年以後，從有歷史到公元

1800年都是世界上領先的國家，跟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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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漢字構型資料庫

的流程，以及透過這個

資料庫將優美的古漢

字列印出來的畫面 

 

 採訪古漢字藝術家或

者招牌工程業者 

 

 採訪陳昭容老師，INS

畫面建議：學子們使用

漢字構型資料庫，或是

老師帶領小朋友使用

的畫面 

文字很有關係，所以這是一個中國系

統，世界上的瑰寶，我們應該好好去保

存、利用。 

OS：原本只是一套基礎的電腦中文化應用工 

具，但在其背後卻蘊含了當初對此投入

心力的科學家們，對於漢字文化發揚的期

待。目前這套人人可以上網下載的漢字

構形資料庫，也真的便利許多對漢字文

化有興趣的人們。 

【這裡請加入一段真的使用漢字構形資料庫

的用戶心聲，講講他們對這套系統的感想，

不論是漢字藝術家或招牌工程的商家皆可】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陳昭容 博士》 

當這樣的學習變成是一個很有趣的，而 

提供這樣的材料的背景是一個正確的古

文字學知識，它不是一個亂七八糟學習

的東西，每一個東西我們都是有根據有

來源的，它可以學習到正確的知識，它

可以很有興趣的去學習，我想對於這樣

的文化，他自然會喜愛的。所以我們看

到展場上面的拓片、文字、他自然會想

要去了解，這就是我們中華文化重要的

一個部分。 

S7 其他有關漢字數位化的研究 1’00 

S7 

 

 陳克健老師在研究室

內鑽研中文電腦斷詞

研究的情景 

 

 採訪陳克健老師 

 

 

 

OS：除了漢字構型資料庫的建立之外，在中

研院資訊所內，還有許多專家學者投入

教導電腦學習中文的研究，其中陳克健

主持的中文斷詞研究，就是希望電腦從

單字的學習，進展到詞的理解。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員 陳克健 博士》 

詞是了解文章的第一步，因為詞是文章 

裡面最小的意義單位，雖然字…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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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電腦上打入把手這

兩個字，以及請你把手

舉起來這個句子，以簡

易動畫方式呈現這兩

個字（例如閃光） 

 採訪陳克健老師，INS

畫面建議：陳老師在斷

詞研究的網站上鍵入

關鍵字的模樣 

 

 

 陳克健老師與研究人

員針對電腦上的斷詞

進行討論與加強的工

作 

 

 

 

 

 

 研究人員上網搜尋中

文資料的畫面，可以拿

在 GOOGLE 網頁上鍵

入土地公三個字來做

例子 

 

 

 

 採訪陳克健老師 

也是有意義的，但是有些時候，比如說

名字，拆開來其實沒有什麼意義，三個

單位，就是所以詞是最基本的一個單

位，電腦認出這是一個人名，把它當成

一個單位來處理。基於這個原因，中文

你必須先懂詞介在哪裡，每一個詞的意

思知道以後，你才能去組合句子的意

思，才能了解文章的意思，所以第一步

是做斷詞的工作。 

OS：舉一個明顯的例子來說，「把手」在中文

裡有可能是一個名詞，例如鍋子的把

手，可是如果將這兩個字放在一個句子

裡時，像是「請你把手舉起來」這個句

子，這兩個字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員 陳克健 博士》 

我們處理的方式說，我必須有些訓練的 

原料，我有大量的文章，這些大量文章

已經切好詞，先有一些基礎工具查詞典

去切，切好之後，他一定有錯，人工修

改以後，做大量原料，這大量原料可以

從裡頭去做 machine learning讓機器去

學習，資料去學，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

計算，統計機率，碰到什麼狀況，用機

率去計算出來。 

OS：中研院的電腦中文斷詞研究，就像在教

導完全不懂中文的小孩學習一樣，只是

電腦無法像孩童一樣有智慧、能舉一反

三，和教導者互動。電腦只能被動地接 

收研究者從鍵盤輸入的知識，直到電腦

達到某種中文程度後，才能夠從網路上去

擷取閱讀大量的文章資訊，化被動為主動

的學習。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員 陳克健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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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老師與研究人員討

論斷詞研究的畫面 

 研究人員利用斷詞研

究，用鍵入關鍵字的方

式與電腦互動溝通 

語文這種東西，它是非常複雜，它是這 

麼多人這麼多年使用下來一個複雜的產

物……但是對電腦來講，它是一個整體

的，不管大小，常不常用它都要能夠處

理，所以現在為什麼要用機器學習的方

式，準備一些資料讓機器能夠學習，也

許機器去學比較困難，所以要做資料的

加工，作語料的加工，直接分出來詞的

詞類標上去，有了這些資料以後電腦再

去學可能可以學的更快。 

 

S8 漢字數位化未來的發展 1’00 

S8 

 

 新聞資料影片：有愈來

愈多的外國臉孔都在

學習中文的畫面 

 

 

 

 

 前景溶接到莊德明老

師在研究室內工作的

情形 

 

 特寫漢字構形資料庫

目前在電腦螢幕上呈

現的狀況 

 

 採訪謝清俊老師 

 

 

 

 拍攝一般民眾在使用

OS：無論是漢字知識庫或中文斷詞研究，科

學家的目的，都在幫助電腦增強中文的

能力。隨著世界局勢與潮流的改變，未

來勢必將有越來越多的人會使用到中

文。站在這個歷史的關鍵點上，如何將

漢字文化與電腦科技做更緊密的結合，

將是未來數位中文發展的重要課題。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助技師 莊德明》 

大家知道漢字有字形、字音、字義，我 

們工作的長遠目標主要是文字學的數位

化。文字學它有狹義化與廣義化，狹義

指的就是字型這方面，廣義的話它包含

字型、字音、字義，在狹義的文字學這

方面主要是解決文字型的問題，廣義就

慢慢加入字音、字義，逐漸的擴充漢字

的字型，不斷的提升它的能力。 

《中研院資訊所特聘研究員 謝清俊》 

我們做漢字字型的分析，主要目的是解

決中研院漢籍資料庫的缺字，但是這個

只是諸多應用中間的一個而已……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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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輸入法的畫面 

 

知識經過構形資料庫整理出來以後，可

以幫我們用來幫助我們做漢字的輸入，

舉個比方說，我們把文字的知識越多輸

入在電腦裡，電腦就愈可以幫助我們在

輸入上的麻煩，我們對於漢字構形知道

的越多，就越來可以以簡御繁。 

S9 結語 1’00 

S9   本及若干精采畫面剪

輯，最後鏡頭落到某各

上班族正在鍵盤上鍵

入中文漢字的畫面 

 

 小朋友在學校內進行

國語文課的畫面，並且

圍在一起討論漢字構

形資料庫的情形 

 最後以莊老師的採訪

配合小朋友在使用網

路的情形做結 

 

OS：經過一趟漢字數位化的洗禮後，當我們

再度打開電腦，一字一句鍵入漢字時，

是否也能感受到自己與文字間緊密鏈結

的情感？這種源自文化的漢字之美，將

會透過科學家的努力，讓它與電腦相容

共存，持續為我中華民族發聲，並廣為

傳播到全世界。 

《中研院資訊研究所 研究助技師 莊德明》 

寫字寫久了已經把它當成符號了，事實 

上它裡面有非常豐富的內涵跟意義，透

過我們的系統，透過我們的古漢字，或

許，可以讓現在的學生對於這文字的情

感可以增加，他們對整個文化的傳承應

該有幫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