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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版詞典編輯經驗析介 
中央警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曾榮汾 

【摘要】：本文旨在介紹筆者從事網路版詞典編輯的經驗。以《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及《異體字

字典》為例，介紹了這兩部網路詞典編輯的流程，並說明編輯時應當注意的要點。文中也特別強調

了上述網路版詞典公開後所遇到的問題。 

關鍵詞：詞（辭）典學（lexicography）；詞（辭）典（dictionary）；網路（web）； 

網際網路（internet）；編輯（edit） 

 

 

一、前言 

詞典的編輯結合了新科技的運用，已進入網

路時代。利用網路來展現詞典的編輯成果，無論

使用或維護效益，皆非傳統紙面版詞典所可比

擬。網路詞典是指將編輯成果利用網際網路傳播

出去的詞典。它和使用者的界面是網頁，它所提

供的內容是多媒體，所提供的查詢方式是全文搜

尋。它置於伺服器上，快速地向網路世界公開，

它也可以不斷地將資料庫修訂補充。甚至於可以

連結許多相關資料庫作進階使用。這些特點，是

過去在傳統紙面版編輯時無法想像的。紙面版印

量有限，修訂困難，查索不易，也無法結合多媒

體。這樣看來，似乎紙面版已無法持續發展，但

是不可否認的，它卻有著網路版本所無法取代的

書香質感和閱讀印象。反過來看，網路版也有它

的侷限，因為網際網路的特性影響，所以網路上

的資料必須是快速反應，讀者的期盼無形間受到

使用網路習慣影響，會對網路版有著更高、更嚴

格的期許。這也是紙面版較不易遇到的問題。 

因此，網路詞典對編輯者來說是個新挑戰，

它並不是將紙面版詞典內容輸進電腦，而後上網

即可。它必須接受網路文化的薰陶，進而化身為

真正的網路成員。所以累積經驗，並交換心得是

編輯者重要的工作。筆者自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即

參與字詞典的編輯，在此階段，所完成的成果當

然都是紙本工具書。而使用電腦來編輯工具書，

則始於民國七十六年。第一部的成果是教育部的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民國八十三年九月發

表了臺灣學術網路版本。以時間點來看，當是國

內較早公布的電子詞典及網路詞典。從《修訂本》

後，筆者陸續幫教育部完成了數部工具書，最新

的一部則是教育部的《成語典》。一晃三十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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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累積了一點經驗。在此撰文野人獻曝，將心

得分享出來。 

二、《國語辭典》系列的編輯經驗 

筆者開始編國語辭典時，國內中文電腦系統

剛推出不久。像倚天的中文系統，仍然不太成熟。

資料庫系統最流行的就是 dBaseⅢ。一般人對電腦

的觀念大概仍停留在「專業的高科技」，只要能

用 PEⅡ進行文書處理已是電腦人才了。在那樣的

環境中，筆者對電腦也是了解得很粗淺，只是知

道它能快速運算，大量儲存，持續編修。但筆者

當時就在考慮，編了十幾年的字詞典，都在卡片

和稿紙上打轉，是否應當提升為電腦編輯。編成

電腦檔後，再來進行排版印刷。當時腦海中並無

所謂的「電子版本」或「網路版本」的影子。 

在決定嘗試改為電腦編輯後，首先遇到的是

硬體的不足和軟體的搭配。我們先由工作人員自

行採購兩部 286 個人電腦做為主力。軟體則由筆

者根據過去的編輯經驗寫成的編輯系統。於是筆

者的編輯歲月從此邁入電腦時代。後來硬體設備

逐漸充裕，編輯工作也隨之順暢。對於這部詞典，

筆者規劃的編輯流程如下：（註 1） 

（一）編輯檔案建檔流程 

編輯
原則

重編本

參考資料

基本檔

參考檔

字頭資料

修訂體例

拼檔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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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撰稿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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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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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頭撰稿流程 

編輯原則

重編本

常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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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稿流程 

收發組
發稿初審
(電腦稿)

收發組 收發拆稿

初審刪除檔

發稿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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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審

收發組

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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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稿流程 

收發組

複審刪除檔

收發組

發稿讀稿

總編定稿 收發組 收發組發稿改稿 定稿試讀 發稿改稿 定稿
 

民國八十二年編輯成果逐漸完成，意外地，原有出版社無意出版紙面版，剛好當時臺灣學術網路已

架構完成，正在積極尋求資源，於是我們改和教育部電算中心合作，將成果委由中研院資管所的 Csmart

小組開發網路版本（http://140.111.1.22/clc/dict/）。工作的流程如下： 



專題論述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 34 期  92 年 6 月 41 

（六）網路版編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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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階段我們作了許多檢測，一則是因為要解決中文系統帶來的問題，二則是嘗試利用程式來輔助

校對。如果欲知整部詞典編輯的總流程，概如下列： 

（七）工作總流程 

資料建檔 撰稿 初審 改稿 複審 總編定稿 定稿讀稿 定稿改稿 檔案聯結 學術網路
 

 

從以上這些步驟可以了解一部詞典編輯的過

程。筆者將過去編輯紙面版的經驗，結合資料庫

管理的觀念，利用電腦將成果編出。後來網路版

及光碟版的開發，證明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只

有數位化的檔案才能靈活地做不同的利用。在完

成這項工作後，筆者在《國語辭典簡編本》

（http://140.111.1.22/clc/jdict）的編輯上面，更嘗

試將聲音檔及圖片檔結合進來，豐富了中文詞典

的內涵。這也使得這兩部詞典在近幾十年的詞典

編輯觀念上，有了一些指標性質的成績。（註 2） 

三、異體字字典的編輯經驗 

筆者在國語辭典系列工作後，曾參與了教育

部《異體字字典》的編輯。這是一部以蒐羅文獻

字形為主的語文工具書，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開

始編輯，八十九年推出網路試用版本，九十年六

月推出網路正式版本（http://140.111.1.40/），九

十一年十月並發行光碟版本。資料庫總容量超過

30G，是一部規模空前的字典，編輯作業也當是空

前的繁瑣。筆者在這部字典的編輯流程規劃上，

除基本檔案須於紙上作業外，其餘完全於線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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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流程之複雜遠超過《國語辭典》系列的編輯。

下列試舉其中幾項的流程為例：（註 3） 

（一）總流程 

〔上游收發：形體表製作、填注正字屬性〕→〔初

審：收錄異體字形〕→〔上游收發：填注異體屬

性、發稿〕→〔中游收發：交小組撰稿及委員研

訂〕→〔小組整理委員稿〕→〔中游收發彙整委

員意見，製作委員會資料〕→〔委員會議〕→〔小

組清稿〕→〔編輯成果〕 

在整個流程中，負責資料收發的人也就是資

料庫的建構與管理者。他們是整個工作的總樞

紐。在過去筆者負責的編輯工作，都只設一組「收

發」，此次設了兩組，分掌上游的基礎資料和中

游的過程資料，而且把整體工作分為上中下三

層，將撰稿人員當成下游。在這種管理模式中，

「上游」作為基礎資料的總管，有如整體工作的

播種者；「中游」作為體例、進度、品質的掌控

者，有如整體工作的耕作者；「下游」作為成果

的完成者，有如整體工作的收成者。每個階段各

設工作小組，各訂工作原則，但整體進度須聽從

中游的監控指揮。如此一來，每個階段把問題解

決，相互承接，相互監管，讓成果編輯問題儘量

減少，而且人力運用可以發揮最大效果。 

（二）成果網頁編輯流程 

A 正字釋義部分：〔正字釋義〕→〔資料庫轉成

word 文書檔〕→〔排版〕→〔轉成 htm 檔〕→

〔加注對應訊息及連結點〕 

B 異體字部分：〔關鍵文獻、研訂說明及附錄字

清稿資料庫加注 html 語法〕→〔利用程式轉成

txt 文書檔〕→〔副檔名更名為.htm 檔〕 

C 形體資料表部分：〔形體資料表資料庫建檔〕

→〔罕用字引書體例建檔〕→〔利用程式加注

html 語法並轉成 txt 文書檔〕→〔副檔名更名

為.htm 檔〕 

D 索引部分：〔建立部首筆畫、形根及四角號碼

等屬性資料庫〕→〔利用程式將形根轉成筆順

序〕→〔資料庫排序〕→〔驗算筆畫數〕→〔利

用程式加注 html 語法並轉成 txt 文書檔〕〔副

檔名更名為.htm 檔〕 

（三）形體表編輯流程 

A〔形體表掃描〕→〔形體表切割〕→〔建立資料

表〕→〔校對〕→〔結合至成果〕 

B〔字形轉寫發稿〕→〔字形謄寫收稿〕→〔字形

校對〕→〔掃描〕→〔切割〕→〔結合至成果〕 

C〔文獻字形切割〕→〔結合至成果〕 

D〔罕用字形下載〕→〔結合至成果〕 

這部字典的工作十分繁雜，一共規劃了七個

流程。每一個流程就像一條生產線，由收發組統

一指揮，運作流轉。由原始資料進而編輯成成果

網頁，環環相扣。如果規劃得宜，往往可收事半

功倍之效。例如本字典實際全程參與的專任編輯

只有十四名，其餘都是兼任的人力。六年中，以

一百萬資料單位計，平均每位專任編輯要處理七

萬多個資料單位，每年要處理一萬多個資料單

位，每個工作天要處理約六十個資料單位。處理

結果包括形體表、釋義內容、異體字形、研訂內

容、連結點、網頁等等的完成，事實上幾乎是不

可能的任務。所以這其中藉用了許多「工具程

式」，例如固定內文的填注、固定連結點的設定、

固定網頁的編寫等等，都是利用程式來完成。在

套裝軟體方面，編輯過程中只運用到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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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xpro、frontpage、photoimpact、excel、word、dbase

等通行的軟體。（註 4） 

四、網路詞典編輯要點綜述 

從以上兩部網路字詞典的編輯介紹，大概可

以了解，在編輯過程中有幾個要件是必然存在

的。拙作〈字辭典編輯經驗談〉一文中曾歸納如

下幾點：（註 5） 

首先是「整體的需求」方面，當注意以下幾

點： 

1. 語文整理需要本科的專才。 

2. 辭典編輯需要跨科際的知識。 

3. 成果展現需要新領域的技術。 

4. 理想工具書需要環境的配合。 

再來是「編輯的條件」方面，需要具有以下

的觀念： 

1. 編輯目標需要銳利的眼光。 

2. 編輯態度需要脫俗的平凡。 

3. 編輯精神需要長期的毅力。 

4. 編輯模式需要資管的理念。 

至於如何著手去編一部詞典，試以《國語辭

典》的編輯工作為例，筆者以為當注意如下要點： 

（一）《國語辭典》編輯流程要點 

1. 擬訂目標。 

2. 設計體例。 

3. 規劃流程。 

4. 分析技術。 

5. 安排人力。 

6. 管理資料。 

7. 編寫成果。 

（二）《國語辭典》編輯技術要點 

1. 傳統編輯與電腦編輯的結合。 

2. 編輯系統的開發。 

3. 資管理念的發揮。 

4. 編輯資料庫的建構。 

5. 電子版成果的展現。 

（三）《國語辭典》編輯資料庫的建立要點 

1. 基本檔案資料庫。 

2. 參考檔案資料庫。 

3. 參考書目檔案資料庫。 

4. 引書體例資料庫。 

5. 成果編輯資料庫。 

如果拿《異體字字典》的編輯來看，那就更

複雜了。尤其要考慮如何建構以下幾個資料庫，

然後再將它們結合起來： 

1. 字形資料庫。 

2. 字音資料庫。 

3. 字義資料庫。 

4. 單字屬性資料庫。 

5. 方言用字資料庫。 

6. 民俗文獻用字資料庫。 

《異體字字典》全書利用網頁語言編寫，連

結點超過百萬，在編輯時也要一併考慮工具程式

的運用。 

五、發表網路版詞典可能遇到的問題 

在電腦尚未利用至詞典編輯之前，詞典編輯

主要靠著紙筆來編。利用卡片、剪刀、漿糊來蒐

集資料。以筆者經驗來說，三十餘年的編輯工作，

前面十餘年可以說是剪刀漿糊的歲月。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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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收了近萬個單字，在編輯索引時，一套字

頭卡片要從部首筆畫序變成筆畫部首序，一個編

輯人力埋首於卡片的整理，大概要花上七個工作

天。改用電腦建立資料庫，無論何種排序的索引，

數分鐘完成。工作效益不可同日而語。在網際網

路架構之前，詞典的成果只能利用紙面印刷，於

是從手寫稿到打字條稿，進而到拼成機樣稿，照

相排版裝訂，不但費時費錢，而且印本有限。網

路版則不同，編輯完成，找部伺服器，立即向全

世界公開，展現力量完全不同。而且將資料數位

化後，文字、影像、聲音，蒐羅殆盡。資料內容

也可以隨時維護。如此看來，傳統紙面版本該可

休矣，往後在工具書的世界當只有電子版本天

下！自《國語辭典》網路版推出至今，使用人次

已逾六百萬，每天數千人的利用，的確證明了網

路版本的力量。 

但是，這幾年來，筆者在回覆眾多讀者來信

的問題後，也累積了一些想法。這些想法當是國

內網路版詞典初次上路的珍貴經驗，所以願意在

此提出來供開發網路版本的編輯者作參考。 

（一）資料印象凝固的問題 

過去將資料印成書面，無論刷幾版，印數有

限，使用者也有限。而且平面資料翻查不易，尤

其是具關聯性質者，除非編者註記，否則難見線

索。詞典使用者，往往是讀書遇有疑難者，問題

討論範圍自然有所侷限。但是網路版則不然。一

經上網，立即成為網路世界一員，使用者幾無限

制，而且利用搜尋引擎，關聯全文。這本來是網

路版優勢，但是卻也產生一個問題。那就是資料

一經公開，使用者既是全面性的，價值觀念自也

是參差不齊，於是詞典收詞、釋義、舉例，不再

只為讀書疑難者服務，可能得接受網路各界的檢

視。結果勢必造成問題紛雜，諸多非關學術。加

上網路資料，除非卸除，否則終將凝固於數位環

境中。此點猶如報紙資料一經上網，則某人一時

犯錯，縱然早已服刑完畢，但犯罪訊息卻永遠留

存網路，一經查尋立即呈現，有如新犯。所以面

對網路環境的特質，詞典編輯如何在專業化和社

會化尺寸中拿捏，將接受更嚴格的考驗。 

（二）資料不容錯的問題 

網路版的詞典幾乎不容錯誤。但是詞典出於

眾人之手，或者體例不一，或者釋義輕重有別，

或者資料互見參差。在過去紙面版，此種疏誤較

難發現，但如今結合全文檢索，相關資料，一眼

看盡，無可隱藏。於是使用者上網，發現錯誤，

一經反應，往往會有馬上更新的期盼。原因在於

網路給人一種即時的、最新的印象。但是詞典正

誤，為求慎重，自有流程，無法同步。如果置之

不理，拖延時日，終將造成詞典權威漸失。所以

要在網路環境中呈現詞典編輯成果，品管恐要有

更嚴格的要求，而且建立立即反應，隨機答詢的

機制也是和過去紙面版不同的。 

（三）網路習慣配合的問題 

配合網路環境使用習慣，可從兩方面來談。

從正面來看，網路使用習慣包括系統、技術的新

潮流，也包括使用者上網欲求直接、快速、豐富

的企圖心。於是將性質穩重的工具書置上網路，

在成果包裝的設計上是需要多費心思的。過於花

俏，易流於輕浮；過於保守，則又違反潮流。系

統老舊，會被淘汰；系統太新，又難照顧到所有

平臺。這些都是過去紙面版不會遇到的問題，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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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關學術，但卻是切合網路環境與否的關鍵。在

另一方面，網路環境有著脫法、快速、隱匿的幾

個特性。在網路遊走的駭客，藉此特性，縱橫這

個虛擬的世界。於是在網路上公布成果，須作許

多保護，尤其資料備份更形重要。一遭破壞，立

即遞補上網。有些損壞可能來自本身軟硬體的問

題，所以整體軟硬體須有維護上的縝密考慮。到

底電子設備並非絕對可靠。詞典一經上網，建立

信譽後，是不宜中斷的。 

（四）持續更新的問題 

一部工具書的生命要長久，持續修訂是必要

的。紙面版如此，網路版更應如此。但是一般編

輯的習慣是書編完後，工作群解散，待下次修訂，

再行組成。這在過去紙面版，長久修訂一次或許

可以，對網路版本來說恐有不足。前面說過，在

使用者對網路版有立即更新的期盼下，成立一個

常態維護小組及開發線上維護系統是重要的。對

於一般屬於詞典的明顯缺失或急待補充的資料，

就由小組透過維護系統來補正。如此一來，對此

部詞典的工具功能可保持一定的水準，並能充分

發揮網路即時反應的特色。小組要訂下一套維護

的標準作業模式，持續地從不同角度去檢測資料

庫及成果系統，並吸收新的資訊，逐漸在既有基

礎上累積新的成分，以作為下一次大規模修訂的

依據。 

（五）立即消失的問題 

網路版是將資料庫及運作系統置放於伺服器

上，立即公開，立即使用，更新時亦然。但是反

過來說，只要將資料從伺服器上卸除，或直接將

伺服器的電源關掉，則原有詞典也會立即消失，

從此在網路上了無蹤影。這點和紙面版有很大的

差異。紙面版一刷千套，除非聚在一起，一把火

燒盡，否則總會在某個圖書館書架上發現蹤影。

所以網路版本實存有著立即消失的可能性。這種

可能性包括了政策的變更，負責單位的裁撤等因

素。過去古書傳鈔，尚有海內孤本之說，一部網

路詞典的消失，極可能連孤本都不復存在。這正

說明了，要編輯網路版詞典時，不得不去為這部

詞典的永續生命預作制度考慮。也許配合著光碟

版的發行，也許配合著有條件的資料庫開放都是

可行的辦法。 

（六）中文系統相容的問題 

中文系統相容和收字不足的問題，向來是電

腦編輯的困擾。於是造字檔必然存在。在此方面，

筆者曾使用了幾個方法： 

1. 下載造字檔安裝 

2. 將造字檔轉成圖片 

3. 手寫圖片直接顯示 

各有優缺點。至於系統方面，從早期的

MSDOS+ET 中文到微軟視窗 31、95、98、me、

2K、XP，讓人感覺有一點追著微軟趕路。如果再

考慮麥金塔或 linux 環境，則問題越來越複雜。在

網路版上解決這些問題還較簡單，但光碟版上的

考慮，可能不那麼容易。也許將兩個版本環境的

一致，把網路環境直接移置光碟是個可以選擇的

方向。除此之外，還有繁簡的困擾。這些都是電

子版本在成果展現上不得不去注意的問題。 

（七）網路試用版的問題 

網路版詞典在公開之前，比較妥當的作法是

先推出試用版本。這種作法有兩個好處：一則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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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檢驗原先的設計是否妥切。因為無論事先如何

考慮，總缺少「現場實況」，一經上網，往往可

以看出原來無法察覺的缺失。二則是可以先徵求

使用者意見，藉以集思廣益，讓正式版本更臻理

想。因為編者是無法完全代替讀者來看事情的，

而且當詞典編完後，詞典的主人事實上已轉為讀

者了。至於試用版推出的時間點，宜納入整體工

作來作規劃，也因此在工作初期就要有整體系統

環境運作的考量。 

六、結語 

網際網路的世界是個新世界，要在這個新世

界開疆闢土，靠的不是船堅炮利，而是一個個強

大的資料庫。詞典就是資料庫，品質優良的詞典

就是強而有力的開疆闢土者。詞典的編輯，可藉

一人之力成就，卻更適合群策群力。網路詞典有

著資料呈現快速，眾生共享的優勢，所以力求完

美是編輯上唯一的選擇。集結眾人之智，妥切規

劃，逐步漸進，聚沙成塔，則各領域有各領域的

成就，各學門有各學門崢嶸頭角的光輝。這其中

的關鍵除了要有環境的配合外，更要有一股恆毅

的堅持。筆者曾呼籲國內詞典環境要快成熟起

來，在此環境中，會具有如下的條件：（註 6） 

1. 各種相關語料的普遍整理。 

2. 各種相關學理的普遍探討。 

3. 各種類型及不同主題詞典的普遍編輯。 

4. 各階層人士的廣泛使用。 

5. 國家政策的有力支持。 

在此環境中，有人能了解詞典多樣編輯的重

要，有人願意長期從事編輯工作，也有人能認同

詞典水準反映出全民知識水準。要待此環境成熟

後，薈萃各種理想條件的工具書才會普遍出現。 

筆者從事詞典編輯工作時間雖長，仍在學習

中。利用本文，把一些過去勇於嘗試的經驗提供

出來，也許不夠成熟，卻當可算是個人對成熟詞

典環境的期盼所盡的一份心力。 

【附註】 
註 1：參《重編國語辭典編輯總報告書．流程編》，教育

部國語文教育叢書 20。 

註 2：參曾榮汾〈試論國內語文工具書編輯觀念之成就〉

一文，2003 年，訓詁學會論文。 

註 3：參《異體字字典編輯總報告書．流程編》，教育部

國語文教育叢書 46。 

註 4：較詳細的介紹可參拙作〈教育部異體字字典之析

介〉，2003 年，文字學會論文。 

註 5：刊載於《師生論壇》，第一輯，2003 年 5 月，雲科

大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 

註 6：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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