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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 移除《標音易》

1.1 《標音易》的系統要求


Microsoft Windows NT4 (with Service Pack 6a)/2000/XP/Vista*
(本產品只能在支援 Unicode 的視窗環境下使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2000/XP/2003/2007*
12MB 硬碟空間 (如果系統沒有安裝 Arial Unicode MS 字型的話，
則須多預留 23MB 空間安裝字型)



滑鼠

1.2 安裝程序

!
請注意

 你必須以具有「系統管理員」(Administrator) 權限的帳
戶登入系統，才可以安裝《標音易》
。
 安裝前，請先關閉所有運行中的 Microsoft Office 程式。

1. 啟動「
《標音易》安裝程式」
。
2. 選擇安裝程式的界面語言，然後按 “OK” 按鈕。

圖 1-1：選擇安裝程式的界面語言

3. 安裝程式啟動後，請按一下安裝程式畫面上的「下一步」按鈕開始
安裝 (圖 1-2)。

*

測試證實，
《標音易》2.0 版可於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RC2 及 Microsoft Office 2007
Beta 2 中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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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標音易》安裝程式

4. 圖 1-3 的畫面出現後，請先指定本產品的安裝目錄（預設路徑︰
“C:\Program Files\LangComp\Pinyinizer2\”）
，然後按「下一步」
按鈕。

圖 1-3：指定安裝目錄

5. 設定在哪裏建立捷徑。要在別的目錄建立捷徑的話，請按「瀏覽」
（建
議使用預設路徑）
。設定完成後請按「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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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選擇「開始」功能表的資料夾

6. 按一下下一個畫面的「安裝」按鈕後，
「安裝程式」就會把要安裝的
檔案複製到硬碟上。當檔案複製程序完成後，請按一下「完成」按
鈕，
《標音易》的安裝程序就已完成了。

1.3 首次使用《標音易》
1.3.1 產品註冊
客戶必須先向本公司註冊，才能夠使用《標音易》軟件。

!
請注意

你必須以具有「系統管理員」權限的帳戶登入系統，才可
以進行註冊程序。

1. 啟動 Microsoft Word 後，你會看見圖 1-5 的「標音易」工具列。

圖 1-5：《標音易》工具列

2. 當你第一次使用《標音易》── 即是按下《標音易》工具列上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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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按鈕時，
「註冊軟件」視窗 (圖 1-6) 就會出現，讓你註冊本產品。

圖 1-6：《標音易》的「註冊軟件」視窗

3. 請在「產品序號」輸入欄中鍵入本公司發給你的產品序號，然後按
一下「確認碼」輸入欄旁的「網上索取確認碼」按鈕，當下方的「確
認碼」輸入欄出現一組 16 位數字時，即表示註冊成功。請按一下「註
冊軟件」視窗右下方的「確定」按鈕完成註冊程序。

i
提示

如果在按下「網上索取確認碼」按鈕後出現「不能取得確
認碼。現在要到語言科技的網站進行產品註冊嗎？」訊息
的話，請用以下方法進行註冊：
1.

按一下訊息方塊的「是」按鈕開啟《標音易》註冊網頁。

2.

在網頁上適當的輸入欄內鍵入「產品序號」及「註冊
碼」
。

3.

按一下頁面上的「確定」按鈕取得「確認碼」
。

4.

把取得的「確認碼」複製並貼到「確認碼」輸入欄內，
再按「確定」
，註冊程序就完成了。

1.3.2 安裝《標音易》工具列 (適用於安裝者以外的使用者)
如果電腦要求個別使用者以各自擁有的帳戶登入的話，安裝者以外的使
用者在使用《標音易》之前，請先安裝《標音易》工具列：
1. 關閉所有運行中的 Microsoft Office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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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開視窗系統的「開始」功能表，再選擇「程式集」(或「其他程式」)
→「LangComp Pinyinizer 2」→「Install Toolbar」
，啟動「工具列
安裝程式」
。
3. 當圖 1-7 的對話方塊出現時，即表示《標音易》工具列已經安裝完成。

圖 1-7：「標音易」工具列安裝完成

1.4 移除《標音易》
要移除《標音易》的話，請打開視窗系統的「控制台」
，接著在「控制台」
視窗中的「新增 / 移除程式」圖示上按兩下。
「新增 / 移除程式」視窗開啟後，請在畫面的清單中選擇「語言科技
標音易 2」(或 “LangComp Pinyinizer 2”)，然後按一下「移除」按鈕，
「
《標音易》移除程式」就會啟動，並會詢問使用者是否確定需要移除
《標音易》
，請按一下「是」去啟動移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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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指引

2.1 《標音易》工具列
安裝了《標音易》後，每一次啟動 Microsoft Word 的時候，
「
《標音易》
工具列」
(圖 2-1) 都會出現。如果這條工具列並沒有出現的話，請在 Word
的功能表上選擇「檢視」→「工具列」
，再選擇「語言科技–標音易 2」。

圖 2-1：《標音易》工具列

《標音易》工具列上一共有 13 個按鈕：
按鈕
標音
編輯
刪除上標拼音
自行標注上標拼音
字型

合併
分拆
首字母大寫

功能
詳情請參看
為已選取的文字標上漢語拼音。
第 2.2 節
編輯已選取的拼音。
第 2.3 節
刪除已進行上標的中文字的拼音。
第 2.4 節
自行為漢字、數字輸入拼音，而結果
第 2.5 節
會以上標的形式顯示出來。
設定／更改上標的漢語拼音的字型
第 2.6 節
和大小、中文字的大小和拼音與中文
字之間的距離。
把詞語中各單字的拼音轉成連寫。
第 2.7 節
把經過「合併」功能合併了的拼音分
第 2.8 節
拆。
把字詞的拼音的首個字母轉換成大
第 2.9 節
寫 (只限上標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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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
轉換調號
出題
用戶詞典

語言
關於

功能
詳情請參看
把自行輸入的，以數字標調的漢語拼
第 2.10 節
音轉換成以調號標調。
提供一些附加功能，方便使用者製作
第 2.11 節
普通話練習和教材。
讓使用者增刪自訂的詞語，令《標音
第 2.12 節
易》能夠為特殊用語和專門術語標上
拼音。
轉換《標音易》的界面語言。
第 2.13 節
顯示本產品的版本和版權資訊。

2.2 進行標音工作
要為一份 Microsoft Word 文件標上漢語拼音，請先選取要標音的文字
(任何長度均可。要為整篇文稿標音的話，請同時按鍵盤上的 [CTRL] 及
[A] 鍵，選取整篇文稿)，然後按一下《標音易》工具列上的「標音」按
鈕，
「標音」視窗 (圖 2-2) 就會出現。請在「標音」視窗設定標音的選
項，然後按一下「確定」按鈕，系統就會為選取的文字標上漢語拼音。

圖 2-2：「標音」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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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標音」視窗各個選項的說明：
2.2.1 標注方式
「標注方式」有「文字及拼音 (上標)」
、
「只有
拼音」及「只有拼音 (半形標點)」三種選擇：


「文字及拼音 (上標)」即是把拼音標在文
字的上方。




「只有拼音」即是只會把拼音標示出來。
「只有拼音 (半形標點)」跟「只有拼音」的輸出差不多，但會把標
音結果中的全形標點符號 (即「，」
、
「。」等) 都轉換成半形符號。

下圖顯示以不同標注方式標注「不過，他說的也有道理。」的結果：
bù guò

tɑ̄

shuō de

yě yǒu dɑ̀o li

文字及拼音 (上標)

不 過 ，他 說 的 也 有 道 理。

只有拼音

bùguò，tɑ̄ shuō de yě yǒu dɑ̀oli。

只有拼音 (半形標點)

bùguò, tɑ̄ shuō de yě yǒu dɑ̀oli.
圖 2-3：各種標注方式

2.2.2 調號標注
「調號標注」有「原調」
、
「變調」及「不要
調號」三種選擇：


「原調」即是標示文字本身的聲調，不
受變調規則所影響，這種標調方式適用
於一般場合。



「變調」即是按變調規則，為要變讀的字標上應讀的聲調。這個功
能主要應用於普通話的「一、不變調」
，而「第三聲變調」則以選擇
形式來決定是否需要標示，例如：nǐ hɑ̌o (你好) 必須選取「標示第

三聲變調」才會標成 ní hɑ̌o，這種標調方式適用於教學和為演講辭
標音的用途。



「不要調號」即是只標示漢語拼音字母，而不標示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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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輸出方式
《標音易》提供了三種輸出方
式，分別是「到新文件」
、
「到每
段後方」和「直接取代」
：
輸出方式
到新文件
到每段後方
直接取代

結果
把標音結果輸出到一份新的文件中，而不會影響原來的
文稿。
把標音結果放在每段相應的文字後面，並以括號與原文
分隔，方便對照。
以標音結果取代原文。

2.2.4 進階設定
2.2.4.1 字型及間距
「字體與間距」有「自動調整」和「自
訂」兩個選項。選擇「自動調整」的
話，
《標音易》在標音時，就會按原文的字型大小適當地設定拼音的字型
大小和與中文字之間的距離。
選擇「自訂」的話，使用者就可以按一下「字型設定」按鈕，自行設定
拼音的字型、大小和與中文字之間的距離，詳情請參閱第 2.6 節的說明。
2.2.4.2 額外標注設定
「額外標注設定」分為三項：
句頭第一個拼音字母大寫：這個選項
能讓每句句子的第一個詞的第一個拼音字母轉成大寫。這個功能是為了
配合《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中，句子開頭的字母必須以大寫表示這個
要求而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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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語連拼輸出：勾選這個選項的話，
《標音易》就會按照分詞的結果，把
詞語以連拼的分式輸出。詞與詞之間會有一個空格作為分隔，例如句子
「不過，他說的也有道理」就會標成：
Bù guò

tɑ̄ shuō de yě yǒu dɑ̀o li

不 過 ，他 說 的 也 有 道 理。
這個選項特別適合「只有拼音」的輸出方式，因為根據《拼音正詞法基
本規則》
，詞語的拼音是需要連寫的。
如果不勾選「詞語連拼輸出」的話，兩個中文字之間就會有一個空格作
為分隔，即：
Bù guò

tɑ̄ shuō de yě yǒu dɑ̀o

li

不 過 ，他 說 的 也 有 道 理。

多音單字旁邊加星號 (*) 作記認：勾選這個選項的話，
《標音易》就會在
分詞時未能組合成詞語的多讀音單字旁邊加上一個紅色的星號，讓你快
速地找出多音字的位置，方便檢查標音結果。例如「不過，他說的也有
道理」就會標成：
Bú guò

tɑ̄ shuō

de

yé yǒu

dɑ̀o

li

不 過 ，他 說 * 的* 也 有 * 道 理。
完成檢查後，你可以利用 Word 的「取代」功能，把所有星號刪去。

2.3 編輯標音
要編輯標音結果，請先選取需要修改的拼音，然後按一下《標音易》工
具列上的「編輯」按鈕，
「編輯」視窗就會出現 (圖 2-4)。你只需要在「拼
音」輸入欄內鍵入或選擇所需的拼音，然後按一下「變更」按鈕就可以
了。為方便輸入，
《標音易》採用數字標調法，即是以數字 1、2、3 和 4
代表第一至第四聲的正式調號 (要標輕聲的話，則不用鍵入數字)。另
外，要輸入韻母 ”ü” 的話，請鍵入字母 “v”；要輸入韻母 “ê” 的話，
就請鍵入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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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編輯」視窗

i
提示

!
請注意

你可以選擇一段、數段、甚至整篇用不同方式標音的文字，
然後啟動「編輯」功能。系統會由選取的第一個字開始，
逐字顯示相應的編輯視窗。要修改的話，請輸入或選擇拼
音，然後按「變更」按鈕 (或按鍵盤上的 [Enter] 鍵)；要
跳過某一個字的拼音不作修改的話，請按「略過」(或按
[Alt]+[S])；要中止編輯工作，請按「取消」(或按 [Esc])。
 只有在修改以「文字及拼音 (上標)」形式標注的拼音時，
才會出現多音字的讀音選擇。
 由於字型限制，韻母“ê”不能標上聲調。

2.3.1 修改分詞結果 (適用於勾選了「詞語連拼輸出」選項的標音結果)
有時候，
《標音易》所輸出的分詞結果是需要人手去修改的。要把不應該
組合成詞的拼音分開的話，請把游標移到要分開的位置，再按一下鍵盤
上的 [空格鍵]；要把分開的拼音組合起來的話，則請把游標移到要組合
的位置，再把兩個拼音之間的空格刪去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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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組合成詞的拼音分開

把分開的拼音組合成詞語

1. 移到要分開的位置 2. 按一下 [空格鍵]

1. 移到要組合的位置 2. 把拼音之間的空格刪去

圖 2-5：修改分詞結果

2.4 刪除上標拼音
進行上標標音工作之後，由於上標拼音已與中文字整合成為一個個體，
所以刪除拼音時會把中文字一併刪除。因此如要刪除上標拼音的話，必
須先選擇要刪除的範圍，然後按一下《標音易》工具列上的「刪除上標
拼音」按鈕。

2.5 自行標注上標拼音
遇上數字或《標音易》未能支援的罕見中文字時，可利用「自行標注上
標拼音」功能自行把漢語拼音標上。

1. 選取所需的文字

2. 按《標音易》工具列上的「自行標注上標拼音」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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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編輯視窗中輸入拼音，然後按「變更」

4. 標音結果
圖 2-6：自行標注上標拼音

2.6 字型設定

圖 2-7：字型設定視窗

「字型設定」分以下四項：


「拼音字型」指定上標拼音的字型。現時可供選擇的字型有 Arial
Unicode MS 、Lucida Sans Unicode 以及 Segoe UI (Windows
Vista)。有需要安裝 Arial Unicode MS 的話，請參閱本手冊「附錄」
第 A.1 節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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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音大小」指定上標拼音的大小。



「拼音–漢字間距」指定上標拼音和中文字之間的距離。注意，這
個設定的數值必須為整數，而且只適用於 Office XP 或以上。



「漢字大小」
指定有上標拼音的中文字的大小。請避免使用 Microsoft
Word 的「格式」→「字型」來修改這些中文字的大小，因為這可能
會引致文字和拼音重叠。

如要將字型設定回復到軟件的預設值時，請按一下「使用預設值」按鈕。

!
請注意

本功能只適用於上標拼音及文字。如果是純拼音的話，只
需要利用 Word 的「格式」→「字型」功能修改就可以了。

2.7 合併拼音
「合併」功能能夠把詞語中各單字的拼音變為連寫。

1. 先選取所需詞語。如果字與字之間有空格的話，請予以刪除

2. 按《標音易》工具列上的「合併」按鈕
編輯


3. 上標的拼音之間將會出現連字號，出現連寫效果
如有需要，可利用《標音易》的編輯功能把連字號刪去
圖 2-8：合併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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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分拆拼音
「分拆」功能可以把「合併」功能合併了的漢語拼音分拆為單字。

!
請注意

有需要的話，可在分拆前利用「編輯」功能，以連字號指
定分拆的位置。如：“ji4suan4ji1” → “ji4-suan4-ji1”。

2.9 首字母大寫

1. 先選取需要進行大寫轉換的字或詞語 (只限上標文字，可選擇不止一個)

2. 按一下《標音易》工具列上的「首字母大寫」按鈕

3. 所選取的漢語拼音的首字母將會一次性全轉成大寫，不需要逐一選擇。
圖 2-9：首字母大寫

i
提示

你可以設定《標音易》在標音時自動把每個句子的第一個
詞的第一個拼音轉成大寫，詳情請參閱 2.2.4.2 節。

註︰ 根據《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句子開頭的字母和詩歌每行開頭的
字母、專有名詞的第一個字母和專有名詞和普通名詞連寫在一起的
第一個字母，必須以大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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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轉換調號
「轉換調號」功能把使用者自行輸入的，以數字標調的漢語拼音轉換成
以調號標調。

1. 輸入漢語拼音字母，並以數字標調，然後選取

2. 按一下「轉換調號」按鈕

3. 字母和數字就會轉換成以調號標調的字母串
圖 2-10：轉換調號

2.11 利用《標音易》製作普通話教材
《標音易》提供了一些附加功能，方便使用者製作普通話練習和教材。
要使用這些功能，請先為要出題的文字標上拼音 (請以「文字及拼音 (上
標)」的方式標注，詳情請參閱第 2.2.3 節)，然後選取標音結果，再按一
下《標音易》工具列上的「出題」按鈕，
「出題工具」視窗就會出現。

圖 2-11：「出題工具」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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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題工具」有下列四個出題選項，讓你製作不同類型的漢語拼音練習：
出題選項
聲母填空
韻母填空
漢字填空
只標注調號

標音結果
聲母填空

作用
將選取的標音中的聲母抽掉，並換成橫線。
將選取的標音中的韻母和聲調抽掉，並換成橫線。
將選取的漢字抽掉，換成括號，但保留漢語拼音。
只保留標音中的聲調符號。這個選項方便教師製作適合
低年級學生的普通話朗讀教材。
Wǒ měi tiɑ̄n dōu qù yóu yǒng

我 每 天 都 去 游 泳。
____ ǒ

我

(固定長度底線)

韻母填空
(底線)

漢字填空
只標注調號

W_

____ ěi

m__

每

我

____ iɑ̄n

每

Wǒ

天

t___

天

měi

d__

都

tiɑ̄n

____ ōu

____ ù

都

q_

去

dōu

去

y__

y___

qù

yóu

游

____ óu

游

____ ǒng

泳

。

泳 。
yǒng

〔 〕〔 〕〔 〕〔 〕〔 〕〔 〕〔 〕。
∨

∨

─

─

╲

╱

∨

我 每 天 都 去 游 泳。
圖 2-12：不同的出題選項

如果選擇了數段標音結果，然後才啟動「出題」功能的話，系統就會由
選取的第一個字開始，逐字顯示「出題工具」視窗。要將某一個字的拼
音轉換成題目的話，請選擇出題的選項，然後按「變更」按鈕；要將全
部標音都轉換成某一類題目，請按「全部變更」
；要跳過某一個字的拼音
不作轉換，請按「略過」
；要中止出題工作，請按「取消」
。
2.11.1 填空字符（聲母填空和韻母填空）
選取「底線」的話，
《標音易》會把每個拼音字
母轉換成一條橫線；選取「固定長度底線」
、
「
（）
(全形)」或「﹝﹞(全形)」的話，《標音易》就
會標出特定長度的填空部分；而選取「自訂」
的話，則可於右邊的輸入欄自設填空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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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 填空字符（漢字填空）
選取「預設」的話，
《標音易》會把中文字轉換
成括號。而選取「自訂」的話，則可在右旁的
輸入欄自設填空符號。

2.12 用戶詞典
對於一些《標音易》詞庫未能收錄的特殊用語或專門術語，使用者可自
行收錄進「用戶詞典」裏，令標音更為準確。

1. 按「用戶詞典」按鈕

2. 在箭頭所示的空白部分，依照「用戶詞典檔格式」輸入所需要的特殊用語和專門術語

3. 以後標示所需要的特殊用語和專門術語時，
《標音易》就會依照「用戶詞典」的資料進行標音工作了
圖 2-13：用戶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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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轉換界面語言

1. 按「語言」按鈕

2. 在「語言設定」視窗中選擇需要轉換的界面語言
圖 2-14：轉換界面語言

2.14 標音所需要的時間
標音所需要的時間是與要處理的文字的長度以及輸出的方式相關的。需
要標音的文字越長，所需要的處理時間也會越長。另外，將標音結果以
「上標」的方式標注，會比「只有拼音」的方式需要略多的時間，而把
標音結果輸出到一份新文件又會比在每段之後標注為快。
下表列出《標音易》以不同方式標注不同長度的文字所需要的時間，以
供參考：
標注字數
約 130 字
約 200 字
約 1,300 字
約 1,300 字

標注方式
只有拼音 (半形標點)
上標
只有拼音 (半形標點)
上標

輸出方式
在每段後方
在每段後方
到新文件
在每段後方

所需時間
約2秒
約 18 秒
約 16 秒
約 4 分鐘

註：(1) 上列數字只供參考，實際的處理時間會因電腦系統配置的差異而改變。(2) 測試設置
─ 硬件：Pentium 4 2.0GHz 處理器、512MB 記憶體、40GB 硬碟；軟件：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繁體中文版 (SP2) 、Word XP 繁體中文版 (S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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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附錄

A.1 安裝 Arial Unicode MS 字型
Arial Unicode MS 是收錄於 Microsoft Office 光碟中的一種通用字型。
如果你的系統並沒有安裝這套字型的話，請將 Microsoft Office 的光碟
插入電腦的光碟機中，稍候一會兒，Microsoft Office 安裝程式就會出現。
Office XP 或以上：
請在 Office 安裝程式的畫面上選擇「新增或移除功能」選項，然後按一
下「下一步」按鈕。接著請從畫面的清單中找出「Office 共用功能」→
「多語系支援」→「通用字型」
，選擇「從我的電腦執行」
，再按「更新」
按鈕 (見圖 A-1)，安裝程式就會把 Arial Unicode MS 安裝到系統中。
Office 2000:
請在 Office 安裝程式的畫面上選擇 “Add/Remove Features” 選項，然
後按一下 “Next” 按鈕。接著請從畫面的清單中找出 “Office Tools” →
“International Support” → “Universal Font”，選擇 “Run from My
Computer”，再按 “Install Now” 按鈕 (見圖 A-1)，安裝程式就會把
Arial Unicode MS 安裝到系統中。

Office XP

Office 2000
圖 A-1：安裝 Arial Unicode MS 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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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Arial Unicode MS 字型約需 23MB 的硬碟空間。

A.2 疑難排解
問 1： 《 標 音 易 》 能 不 能 夠 在 Microsoft Windows 98 、 Microsoft
Windows ME 和 Microsoft Word 97 的環境下運作？
答 1： 很抱歉，不能夠。由於上述系統並不支援 Unicode，因此《標音
易》並不能夠在上述系統上安裝使用。
問 2： 字 型 我 已 經 選 擇 了 “Arial Unicode MS” 或 “Lucida Sans
Unicode”，為甚麼標出來的漢語拼音仍會有不對位的情況？
答 2： 在 Microsoft Word 的功能表上選擇「工具」→「選項」
。在「選
項」視窗中，選擇「相容」，然後在「建議選項設定於」一欄裏
看看是否選取了 “Microsoft Word 97” 或較低的版本。如果是的
話，請選取 “Microsoft Word 2000” 或更高的版本 (見圖 A-2)。

圖 A-2：設定文件的相容選項為 “Microsoft Word 2000” 或更高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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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3： 當使用 “Arial Unicode MS” 以外的字型作為拼音字型時，拼音
中部分 “ǡ”、“e”、“i” 和 “o” 的字型會與其他的不統一。這個
問題可以解決嗎？

圖 A-3: 與其他字型不統一的 “ǡ”、“e”、“i” 和 “o”（以灰色表示）

答 3： 要解決這個問題，請先選取有問題的文字，然後在 Microsoft
Word 的功能表上選擇「工具」→「語言」→「設定語言」
，再在
「標示選取的文字為」清單中選「英文 (美國)」，再按「確定」
就可以了。經推斷，這個問題是來自 Microsoft Word 本身。
問 4： 儘 管 我 已 經 選 取 了 “Arial Unicode MS” 或 “Lucida Sans
Unicode” 作為漢語拼音的字型，為甚麼標示出來的漢語拼音有
時候還會有方格顯示出來？
答 4： 這其實是 Microsoft Word 的顯示問題。那些方格是絕對不會列
印出來，影響文稿的列印素質的。如果不想被那些方格影響文稿
的編輯工作，可利用 Microsoft Word「一般」工具列上的「顯示
/隱藏」按鈕，把顯示空格的標記隱藏起來。
問 5： 《標音易》的工具列不見了，怎麼辦？
答 5： 在 Microsoft Word 的功能表上，選擇「檢視」→「工具列」
，看
看「語言科技–標音易 2」一項是否已經選上。如果沒有的話，
請重新選擇。
問 6： 已經安裝了《標音易》
，但看不到《標音易》的工具列，在 Microsoft
Word「檢視」功能表上的「工具列」也找不到「語言科技–標
音易 2」一項，怎麼辦？
答 6： 在 Microsoft Word 的功能表上，選擇「工具」→「範本與增益
集 」， 在 「 共 用 範 本 與 新 增 範 本 」 一 欄 裏 ， 看 看
“langcomp_pinyinizer2.dot” 有沒有勾選。如果沒有的話，請重
22‧繁體中文｜简体中文｜English

新勾選。
問 7： 為甚麼《標音易》不能處理某些中文字？
答 7： 那是因為選擇的字並非常用字，所以可能沒有收錄在《標音易》
的詞庫中。如果《標音易》未能標上所需要的拼音，用上標方法
時可利用「自行標注上標拼音」來輸入拼音 (詳見第 2.5 節)，而
用純拼音標注方法時可先以字母和數字打出拼音，然後利用「轉
換調號」功能來把字母和數字轉換成漢語拼音 (詳見第 2.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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