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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音易》漢語拼音標注系統–客戶推薦
使用後，編輯和排版更快、更方便……
「編一些初級漢語之類的東西時，
編一些初級漢語之類的東西時，會使用《
會使用《標音易》
標音易》加拼音。
加拼音。偶爾也建議學生做快速閱讀時借助《
偶爾也建議學生做快速閱讀時借助《標音易》
標音易》來
幫助切詞。
幫助切詞。使用後能夠更快，
使用後能夠更快，更方便於編輯和排版。
更方便於編輯和排版。
可以整篇文章加注，
可以整篇文章加注，可以較準確地切詞。
可以較準確地切詞。可以在漢字上方加注，
可以在漢字上方加注，也可以全篇取代。
也可以全篇取代。
《標音易》
標音易》比 Microsoft Word 裏現有的加注拼音功能好用得多。」
裏現有的加注拼音功能好用得多。」
Ms Feixia Yu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Languag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K

整體不錯！
「《標音易
《標音易》
標音易》適合任何人士使用，
適合任何人士使用，在教學上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在教學上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直接輸入漢字後，
直接輸入漢字後，便可以為整個句子或整篇文
章標音，
章標音，簡單、
簡單、方便、
方便、快捷，
快捷，沒有字數限制；
沒有字數限制；而且可以選擇只出拼音或聲母、
而且可以選擇只出拼音或聲母、韻母等，
韻母等，因此我覺得整體不錯！」
因此我覺得整體不錯！」
陳老師 -- 任教於小學 (沙田區
沙田區)
沙田區

It benefits my students a lot...
"Biaoyinyi (now Pinyinizer) benefits my students a lot, especially if I would like my students to
practise reading some good articles. I can always use Biaoyinyi (now Pinyinizer) to add pinyin to any
articles. With pinyin,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read more accurately. I think Biaoyinyi (now Pinyinizer) is
well suited for all Putonghua teachers who always have to deal with pinyin, designing exercises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class. It will also be helpful for anyone who is learning Putonghua as they can use
it as a learning tool."
Ms Becky Dove Lam
基督教國際學校 -- 中學部中文科

比網上免費工具方便……
「使用《
使用《標音易》
標音易》後，我不用再花時間翻查字典，
我不用再花時間翻查字典，只需按一下『
只需按一下『標音』
標音』就能夠全文標音，
就能夠全文標音，這比我以前使用的網
上免費標音工具更加方便(因為標音字數沒有限制
上免費標音工具更加方便 因為標音字數沒有限制)。」
因為標音字數沒有限制 。」
Diane Chan -- Trainer for organizations and companies in HK and China

Simple to use while very effective...
"Biaoyinyi (now Pinyinizer) is suitable for students, teachers and medium level Putonghua learners
who hav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Pinyin system. I use it whenever preparing Putonghua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 Moreover, it is not expensive, simple to use while very effective (quick and correct)
and I am quite satisfied."
Ms KV Ho -- Putonghua T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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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滿意是出題功能……
「我通常用《
我通常用《標音易》
標音易》來做教材、
來做教材、試卷、
試卷、功課紙。
功課紙。使用後，
使用後，做教材時較容易，
做教材時較容易，因為不用再自己標音。
因為不用再自己標音。最滿意是
出題功能，
出題功能，可選聲母或韻母填空。」
可選聲母或韻母填空。」
Rhoda Ho -- 從事貿易公司培訓

Suitable for teachers and publishers...
"I use Biaoyinyi (now Pinyinizer) to publish textbooks and exercises for our Chinese School, and I
think it is suitable for teachers and publishers who are going to teach or publish with Pinyin."
Ms Leslie Lo -- 基督教培英中心 (加拿大溫哥華
加拿大溫哥華)
加拿大溫哥華

預備接待國內訪客的資料……
「我用《
我用《標音易》
標音易》來預備接待國內訪客的資料
來預備接待國內訪客的資料，
訪客的資料，它讓我更快完成預備工作。
它讓我更快完成預備工作。軟件簡單易用，
軟件簡單易用，適合任何人士使用。」
適合任何人士使用。」
Maggie Tse -- 助理中心主任 (展能中心
展能中心)
展能中心

方便學生自學……
「利用《
利用《標音易》
標音易》很快就可把文章加上拼音，
很快就可把文章加上拼音，毋須花時間「
毋須花時間「人手標音」
人手標音」，既方便老師
，既方便老師，
既方便老師，又方便學生自學。
又方便學生自學。
最滿意的是：
最滿意的是：
1) 只要該台電腦安裝了《
只要該台電腦安裝了《標音易》
標音易》軟件，
軟件，便可隨時為文字標音，
便可隨時為文字標音，不須另外插入光碟。
不須另外插入光碟。
2) 可更改/編輯拼音
可更改 編輯拼音；
編輯拼音；
3) 出題功能。」
出題功能。」
李老師 -- 任教於小學 (屯門區
屯門區)
屯門區

省時、簡單、效果整齊美觀。
「我通常使用《
。使用《
我通常使用《標音易》
標音易》來製作教材，
來製作教材，如高影片及 PowerPoint。
使用《標音易》
標音易》前，工作繁複、
工作繁複、耗時、
耗時、效果不
好；使用後，
使用後，省時、
省時、簡單、
簡單、效果整齊美觀。
效果整齊美觀。最滿意《
最滿意《標音易》
標音易》的地方是簡單易學、
的地方是簡單易學、容易使用、
容易使用、工作省時。」
工作省時。」
黎先生 -- 弘揚中華文化會

More professional in shorter time!
"I usually use Biaoyinyi (now Pinyinizer) to write teaching materials. I find it very practical and now my
notes and handouts are neat and tidy. With Biaoyinyi (now Pinyinizer) I can create teaching materials
that look more professional in shorter time! I will recommend Biaoyinyi (now Pinyinizer) to teachers
and editors as it is convenient to use."
Felix Cheng -- Putonghua Teacher, HKIVE

聲明：以上的客戶意見屬其本人意見，並不代表所屬機構 / 學校的立場。
20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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