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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多數國人中文字彙約一萬三千字，常用字則為五千餘字，大家知道
及常用的字彙差異不大，但用字方式非常不同，亦即字彙的偏好或
厭惡因人而異。如果把字彙視為生物物種，將每個人的寫作風格比
擬為不同生態系統，用字習慣的改變則類似於生態變遷，而物種演
化及生態結構的想法可用於比較寫作風格，以及探討風格變化的軌
跡。本計畫以《新青年》十一卷及傳教士報刊為素材，結合生態變
遷及統計方法比較各卷的異同，觀察語言轉換歷程，尋找可以建立
客觀判讀文言文、白話文篇章的指標。
本文以卷為分析單位，多角度量化《新青年》雜誌各卷的文本結構
，包括文本用字、用句、文言和白虛字使用以及常用字詞共用等方
面，通過多種圖表相結合的呈現方式，窺探《新青年》雜誌語言變
化歷程以及轉變特點。這其中既包括了對文言文到白話文轉變機制
的探索，也包括白話語言演化的探索。其次，根據各卷初探的結果
，尋找可區隔文言文和白話文兩種語言形式的文本特徵變數，再以
《新青年》第一卷和第七卷為訓練樣本，結合主成分和羅吉斯迴歸
，對文、白兩種語言形式的文章進行分類訓練，再利用第四卷進行
測試。結果證實，所提取的文本變數能夠有效實現對文、白兩種語
言形式的文章的區分。此外，本文亦根據前述初探結果以及人文學
者經驗，探索《新青年》雜誌後期語言形式的變化，即從五四運動
時期的白話文至以「紅色中文」為特徵的白話文（二戰之後中國使
用的白話文）的變化。以第七卷和第十一卷為樣本進行訓練，結果
證實這兩卷語言形式存在明顯區別；並加入台灣《聯合報》和中國
大陸的《人民日報》進行分類預測，發現兩類報刊的語言偏向有明
顯差異，值得後續深入研究。

中文關鍵詞： 文字採礦、生物多樣性、《新青年》、探索性資料分析、相似指標

英 文 摘 要 ： Many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language revolution in early
Republic. Our team also contributed by bringing in digital
humanity methods to find effective ways to tell the
classical Chinese from modern Chinese by computer. It was
when we analyzed the data of The New Youth magazine that we
noticed something rarely discussed by modern scholars: the
language changed significantly again in Volume 8 of the
magazine.
In this study, we adapt the idea of un-supervised learning
from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 to define and identify
important variables. In particular, we will use the notion
of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or EDA, proposed by famous
statistician J.W. Tukey in 1977) to evaluate potential
variables which can differentiate the language styles of
Volume 7 and Volumes 8~11 in New Youth Magazine.
Our study shows that the styles of articles from United
Daily News are close to that of Volume 7 in The New Youth
magazine, while those from People’s Daily have about equal
probability for being classified to Volume 7 or to Volumes
8~11.  This implies that the Chinese writing styles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re different and the writing



style of mainland China is likely to be influenced by the
Soviet language.

英文關鍵詞：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New Youth Magazine,
Unstructured Data,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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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多數國人中文字彙約一萬三千字，常用字則為五千餘字，大家知道及常用的字彙差異不大，

但用字方式非常不同，亦即字彙的偏好或厭惡因人而異。如果把字彙視為生物物種，將每個人的

寫作風格比擬為不同生態系統，用字習慣的改變則類似於生態變遷，而物種演化及生態結構的想

法可用於比較寫作風格，以及探討風格變化的軌跡。本計畫以《新青年》十一卷及傳教士報刊為

素材，結合生態變遷及統計方法比較各卷的異同，觀察語言轉換歷程，尋找可以建立客觀判讀文

言文、白話文篇章的指標。 

本計畫的分析方法大致分為兩類：監督學習、非監督學習，第一類先設定比較用的指標

（或是變數、關鍵詞），再分析各卷的指標特性；第二類不預設比較標的，以不同角度探討文

章風格，藉以找出區隔文言文、白話文的關鍵因素。除了常用的虛詞外，監督學習也將引進

人文學者的專業意見，例如：劉承慧(2010)提出小句合成體的分類方式，找出數量化的操作型

定義，再以量化證據支持質性（或專家意見）研究，換言之，監督學習可視為質性觀念驅動

量化分析。非監督學習採用正面表列的角度切入，除了先前研究使用的關連性及不均度外，

也加入包括關鍵詞的判斷、關鍵詞組的結構與關聯性，加入社會網絡的概念，連結字詞及詞

叢間的關係，進而找出文體差異及語言變化。 

 
關鍵詞：文體分析、生物多樣性、《新青年》、社會網絡、相似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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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aily Chinese vocabulary used is around 13,000 words, and 5,000 of them are common 

words. The variety of words may be similar but how they are used can be very different. If the word 

is treated as the species, then individual’s writing style can be deemed as different ecological system. 

Thus, the concept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can be applied to explore whether the writing style 

changes over time. In this study, we combine the ideas of human ecolog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applying them to New Youth magazine (Volumes 1 to 11) and Church News,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writing style between classical Chinese and modern Chinese.  

In specific, we propose two kinds of approaches, supervised learning and un-supervised 

learning. The first approach is to analyze the variables assigned from expert opinions. We adapt the 

expert opinions from humanist, such as types of clause complex suggested by Liu (2010), for data 

analysis. The second approach basically is data-driven, applying the concepts and methods used in 

lexical analysis. In addition, we adapt the ideas in ecology and specifically we analyze the changes 

of writing style according to views in species diversity and evolution. 
 

Keywords: Stylistic Analysis, Species Diversity, New Youth magazine, Social Network, Similarity 

Ind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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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及研究目的 

以量化分析探討寫作風格可追溯至 1950 年代，至少已有 60 年的歷史，在比較文學領域

使用較為廣泛，國際知名的研究範例不少，像是 Mosteller and Wallace (1984)使用貝氏(Bayesian)

統計方法，分析美國聯邦主義者論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問題；Efron and Thisted

兩位學者(1976, 1985)以機率論中的布阿松過程(Poisson Process)，探討英國文豪莎士比亞知道

的字彙數。中文文體及相關量化研究的開始時間較晚，過去受限於研究素材，比較寫作風格

多藉助專業知識或是主觀認定，近年因為資料數位化及科技進步，愈來愈多學者投入研究，

以量化分析(Quantitative Analysis)提供有別於質性研究(Qualitative Study)的觀點。例如：金觀

濤等人(2012)嘗試使用共現詞頻分析去探討「華人」觀念的起源，邱偉雲等人(2014)試圖從關

鍵詞群找出中國近代主權觀念的行程。 

因為數位科技的快速發展，包括電腦運算速度、紙本文件數位化等，為中文量化分析提

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近年來常見人文學者及電腦、統計等研究者的跨領域合作。數位科技

進度促成了巨量資料（或稱為大數據，Big Data）的發展，影響層面非常寬廣，可謂是二十一

世紀的工業革命。這波革命大略在 1990 年代萌芽，第一波的應用領域包括市場行銷，較為知

名的範例有沃馬特(Wal-mart)百貨公司，該公司運用歷史交易記錄，發現週末美國消費者多半

會尿布、啤酒一起購買，從中推敲出家庭購物習慣（這個範例也常見於資料採礦，或是 Data 

Mining）；以及發現颶風來臨前，手電筒、小甜點(Pop-Tarts)銷售量大增，預報颶風可能侵襲

地區的分店可增加商品庫存量。（註：美國紐奧良市在2005年遭遇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

侵襲而近乎滅城，這個颶風強度五級，可謂超級強烈颱風，後來民眾對於颶風預報更加注意。） 

  

二、 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數位方法判別文言文、白話文的差異，切入點是以用於處理大數據（或海量資料；

Big Data）的統計學習(Statistical Learning)理論，這類型方法的特徵是根據資料特性與問題定

義，從資料中學習（或尋找）與問題有關的關鍵資訊，可搭配與問題相關的專業領域知識。

統計學習理論並不執著於時髦或是複雜的計量模型，而是從描述資料的基本統計量

(descriptive statistics)出發，包括樣本平均數、樣本變異數等，透過直方圖(histogram)、箱型圖

(boxplot)之類的圖表找出資料的主要特徵。這種分析想法最早在 1970 年代由美國統計學家

Tukey 提出，也稱為探索性資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EDA)，Tukey 認為統計分析不

應只是套用模型，更需找出資料的重要特性，如果要套用複雜模型，對症下藥才能事倍功半。 

上述的統計學習與Data Driven（資料驅動）的想法接近，和電腦程式撰寫的典範

(programming paradigm)相關，主張程式流程需與資料特性結合，文件處理程式語言

http://en.wikipedia.org/wiki/Programming_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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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processing language)屬於資料驅動的範例之一。事實上，一般認為Tukey提出的EDA也促

成了統計計算(statistical computing)的發展，讓資料分析更為即時、視覺化，使用者能根據需

求修正分析方向，找出資料的重要趨勢、模式，以及判斷哪些觀察值屬於異常值（或是離群

值，outliers）。統計學習大致可分為兩種方式：監督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非監督學習

(unsupervised learning)，主要差異在於使用者是否提供參考資訊。1 

監督學習搭配使用者提供的資訊，以本研究判別文言文、白話文的文體為例，除了大略

可判斷《新青年》前幾卷接近文言文、後面卷次偏向白話文外，研究者還需要提供相關變數

（例如：關鍵字詞），再套用數量模型驗證這些變數是否能區隔前後各卷。數位人文研大多數

算是監督學習。以最早應用數位技術的紅學研究為例，像是趙岡與陳鍾毅(1980)以「兒」、「在」、

「了」、「的」、「著」五個虛字比較紅樓夢前 80 回、後 40 回，余清祥(1998)則使用 17 個變數

（包括詩詞字數、是否有「下回分解」等），都是由研究者指定變數。近年數位研究更加蓬勃

發展，使用方法也多屬於監督學習，像是金觀濤等人也嘗試使用共現詞頻分析去探討「華人」

觀念的起源。 

非監督學習比較著重於資料驅動，盡量減少人為的主觀影響，透過 EDA 的初步資料分析

發掘參考變數。以迴歸分析為例，在確定研究目標的應變數（或是被解釋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後，通常會透過與應變數的關連性(association)，找出相關的解釋變數（或是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監督學習由研究者指定自變數，非監督學習則由 EDA 等方法找出可能

的自變數。換言之，非監督學習會比監督學習多出幾個步驟，以資料找出可能的變數，一旦

確定相關變數後，接下來監督學習、非監督學習的分析流程相同，決定最佳的迴歸模型為目

標。不過，EDA 方法多半需花費心力及時間，如同近年知名的資料採礦(或是資料挖掘，Data 

Mining)，顧名思義，採礦本身得鉅細靡遺地篩選，避免一時疏忽造成功虧一簣。 

非監督學習比較著重於資料驅動，盡量減少人為的主觀影響，透過 EDA 的初步資料分析

發掘參考變數。以迴歸分析為例，在確定研究目標的應變數（或是被解釋變數，dependent 

variable）後，通常會透過與應變數的關連性(association)，找出相關的解釋變數（或是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監督學習由研究者指定自變數，非監督學習則由 EDA 等方法找出可能

的自變數。換言之，非監督學習會比監督學習多出幾個步驟，以資料找出可能的變數，一旦

確定相關變數後，接下來監督學習、非監督學習的分析流程相同，決定最佳的迴歸模型為目

標。不過，EDA 方法多半需花費心力及時間，如同近年知名的資料採礦(或是資料挖掘，Data 

Mining)，顧名思義，採礦本身得鉅細靡遺地篩選，避免一時疏忽造成功虧一簣。 

監督學習的優點在於目標明確，執行上相對快速容易，但研究者挑選的變數扮演關鍵角

色，分析結果常因變數不同而有不小差異。非監督學習的優勢在於資料驅動，只要趨勢明顯、

資料量充足，多半能找出重要變數，然而篩選變數非常花費時間，有時也需要研究者提供意

                                                 
1 Hastie, T., Tibshirani, R., and Friedman, J., The Elements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Data Mining, Inference, and Prediction, 2nd 

Edition, Springer Series in Statistics. 2009. 



 6 

見回饋，對於電腦科技、統計分析等領域的依賴更大，跨領域整合更形重要。本文將兼採兩

種分析想法，除了配合專業知識挑選重要變數外，也將以 EDA 的方式尋找可能的變數，但因

為非監督學習較缺乏標準操作程序，本文的非監督學習以中文字彙多寡、句子長短作為搜尋

方向。 

 

三、 探索性資料分析 

以下先說明本文監督學習的進行方式，以及選取關鍵字詞的原由。關鍵字詞的選取，主

要考量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文體差異。無論文言或白話，在表述任何內容時，必定需要使用功

能詞，否則難以成句。換言之，任何篇章中必有一定數量之功能詞。有些功能詞為文言與白

話共用，有些則僅見於或較常用於文言，或白話。這也就是為何一般人提到文言首先想到的

便是「之乎者也」。本文根據王力《漢語史稿》及《漢語 800 虛詞用法詞典》，選出常用文言

虛詞。為了減少干擾因素，排除了雙音節虛詞。最終選定文言文、白話文常用虛字各十個為

主要研究對象，計算這些虛字在第一至第十一卷使用比例的變化；觀察兩種文體的虛字在 1919

年五四運動前後，其出現特性是否有明顯不同。除了這些傳統的字詞分析外，本文也引進生

態學的想法，以生物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及演化(evolution)角度描述用字習慣的變遷，使

用包括物種分布不均度等測量值，分析虛字與關鍵物種的關連，下一節則以非監督學習角度

切入，藉由字彙的豐富程度、分句長短等角度比較文言文、白話文的差異。 

本文選擇的常見虛字如表 1，其詞類等相關特性說明可參考附錄。這 20 個虛字約佔所有

文字的 9.7%，文言文的虛字出現比例明顯較少，其中又以「之」、「無」的使用比例最高，分

別佔了約 1.7%及 0.4%；白話文虛字則以「是」、「的」最多，出現比例分別 3.6%及 1.4%。其

中文言文虛字在前三卷的出現比例高於 6%，隨後直線下降，在第六卷以後的比例不到 2%；

相反地，白話文虛字在前三卷的出現比例少於 2%，之後迅速增加，第六卷之後的比例就不低

於 8%，從文言文、白話文虛字間的消長可看出《新青年》的文體變化。 

 

表 1、文言文、白話文的虛字及其出現比例 

 文言文 白話文 

虛字 矣乎焉歟哉耳豈之乃無 的是們個了和麼著嗎吧 

出現比例 2.4% 7.3% 

 

我們也計算虛字在各卷的吉尼係數，並比較係數的變化趨勢，以此判讀虛字的使用特性。

因為吉尼係數測量不均度，數值愈大、代表虛字使用愈不平均，如果數值在隨著卷次上升，

顯示使用愈加不均勻；反之，數值遞減則顯示虛字使用愈來愈均勻。表 2 為虛字的吉尼係數

變化趨勢統計，文言文虛字中有六個遞增、白話文則有九個遞減，代表文言文虛字的不均度

上升，白話文虛字則漸趨均勻；另外，比較前三卷與後三卷的吉尼係數，十個文言文虛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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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上升。換言之，不均勻代表文言文虛字的使用變得較不常見，白話文虛字反而比較常見。

這個結果與前述結果一致，亦即以本文選取的虛字為判斷依據，大致可以印證《新青年》文

體由文言至白話的轉變。以下將以非監督學習的角度，繼續探討文體的變化。 

 

表 2、虛字在各卷的吉尼係數變化趨勢 

第 1 到 11 卷變化 文言文虛字 白話文虛字 

明顯上升 6 0 

明顯下降 0 9 

上升、下降交錯 4 1 

 

有別於指定關鍵字詞的監督學習，非監督學習並無既定的方式，可為數量分析增加不同

可能性，卻也令研究少了可遵循的方向，本文針對中文寫作的特性，建議以字彙使用習性、

句子結構兩個角度進行非監督學習的分析。若將中文數位分析類比於生態研究，則字彙可視

為生物的物種(species)，套用描述生態豐富程度的物種多樣性(species diversity)，亦即字彙多

寡及其使用習慣則作為判斷寫作風格的依據，這也是字彙使用比例常見於用字習慣的原因之

一，齊夫法則(Zipf’s law)即是知名範例。以下將先比較《新青年》雜誌各卷的字彙豐富程度。

必須加以釐清的是，「字彙」在此係指單音獨體的中文字(character)，而非音節、字數不拘的

詞彙(word)。亦即，本文所統計的「字彙數」乃是有多少不同的中文字，而非「詞彙量」。 

 

表 3、《新青年》各卷字彙豐富程度 

 總字數 字彙數 
Simpson 

Index 
Entropy 

卷 1 248,833 4,379 0.00456 6.65404 

卷 2 291,848 4,344 0.00450 6.64954 

卷 3 290,038 4,227 0.00495 6.54182 

卷 4 305,020 4,298 0.00417 6.53938 

卷 5 343,519 4,125 0.00467 6.461580 

卷 6 389,407 3,848 0.00575 6.34855 

卷 7 586,942 3,850 0.00605 6.32860 

卷 8 461,731 3,753 0.00604 6.32036 

卷 9 437,748 3,745 0.00557 6.32210 

卷 10 342,778 2,980 0.00570 6.17728 

卷 11 489,223 3,093 0.00571 6.21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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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第 2 行、第 3 行列出《新青年》各卷總字數、字彙數。明顯可見各卷總字數大略隨

時間遞增，但不同字彙數反而有下降的趨勢，第一卷總字數最少、字彙總數卻最多，第十一

卷總字數約為第一卷的兩倍，但字彙總數僅有其三分之二。換算成每千字出現的新字彙數（圖

1），更可看出字彙使用更加集中。這反映出《新青年》後期卷次的識字閱讀門檻低於前期，

讀者需要識得的中文字較少。然而各卷字彙(character)使用的多樣性逐次降低並不意味著詞彙

(word)量減少。事實上，總字數增多而字彙多樣性降低反映的應是白話文另一個重要特徵：

雙音節的二字詞彙或多音節的多字詞彙大量增加。換言之，白話文有效利用有限的字彙組成

多樣的詞彙，一方面降低識字閱讀門檻，另一方面卻能藉由排列組合大量擴充詞彙量。《新青

年》後期卷次的讀者只要掌握了一定數量的中文字，不需學習新字，即可不斷學習新詞彙。 

 
圖 1、《新青年》各卷每千字出現的新字彙數 

 

除了以字彙總數判斷用字的多樣性，每個字彙的使用比例也可用於比較用字習慣，我們

採用和監督學習相同角度，以字彙不均度作為判斷寫作風格的指標。本文不均度考量 Simpson

指標及 Entropy（熵）指標，前者愈大代表愈集中（或是不平均），後者愈大代表愈平均；另

外，若將 Simpson 指標取對數值、再取負號，也就是−log(Simpson)，則與 Entropy 指標的方

向一致、且數值約略相近。表 2 最後兩行是這兩個指標在第一卷至第十一卷的數值，明顯可

見第一卷的用字較為平均，或是 Simpson 指標較小、Entropy 指標較大，而第十一卷的指標顯

示文字相對集中，或是如前一段所說的多樣性降低。 

除了字彙多寡與出現頻率，每個分句的長短也可用於觀察文體的變化。在一般人的印象

裡，文言「言簡意賅」且較白話文更富含「微言大義」。之所以形成這種印象，除了前述文言

字彙多樣性和文白組詞方式的差異之外，可能還與一個文言完整句中的每個分句長度有關。

亦即，一般而言，文言的每個分句字數應該不會太多，分句不會太長。以下我們將分析《新

青年》各卷的分句長短，以計量方式驗證一般印象。在判定分句時，本文以幾個常見的標點

作為分斷依據，包括：「，」、「。」、「；」、「！」、「？」，每個分句的長度就是任兩個這些標

點之間的字數。這樣一來，就文言文而言，相當於回歸傳統句讀，可以避免文本本身標點未

歸範化造成之混亂，以及在文本數位化過程中新式標點選用之爭議。事實上，《新青年》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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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方統一標點符號使用規則。由於本文僅針對分句長度進行統計，暫不考慮不同標點符

號的差異，標點符號的使用未規範化對統計結果並無影響。 

 在統計時，我們發現有些分句的字數長達 40 字以上，但為了便於比較及節省篇幅，

僅列出每個分句字數不多於 25 字的結果，長度大於 25 字的結果大致類似。在此以第一卷、

第六卷、第十一卷為例，說明各卷的特性，其中第一卷以每分句四個字為最多，而累積四、

五、六個字的出現比例總共佔了約 48%。第六卷則以每分句六個字最多，但要累積四、五、

六、七、八個字，其比例才會達到 48%；第十一卷又以每分句九個字最多，累積六、七、八、

九、十、十一、十二個字的比例約有 46%。 

圖 2 為《新青年》第一卷至第十一卷的每個分句長度不多於 25 個字的分佈圖，從圖形明

顯可看出每分句不多於 10 個字的比例，曲線從第一卷至第十一卷逐次遞降，代表每分句字數

較少者愈來愈少，這個結果與前一段的數值一致。圖 6 中也顯示每分句超過 10 個字的比例呈

現逐卷上升的現象，從第一卷的 13%迅速上升至第六卷的 32%、以及第十一卷的 58%。因為

每分句十個字以下的比例下降，每分句十個字以上比例上升，合併兩者後可判斷每分句平均

字數從第一卷至第十一卷的會逐卷上升，符合了文言文每分句字數較少的一般印象。 

 

 
圖 2、《新青年》各卷每句字數分佈圖 

 
 

四、 羅吉斯迴歸 

本文將提取《新青年》雜誌所有文章的語言相關變數，通過羅吉斯迴歸模型對文

言文和白話文進行分類訓練，然後將訓練模型應用於同時包含文言文和白話文的測試

文本中，對比這些測試文本的分類預測結果和人工真實分類結果，從而可對所提取的

變數在語言區分能力上做評判。這裡，我們選取《新青年》雜誌第 1 卷和第 7 卷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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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做訓練數據，第 4 卷內容做測試數據。之所以這樣選擇是因為，第 1 卷的文章作為

《新青年》的首卷，基本為文言文，而《新青年》雜誌至第 7 卷時，文章已基本為白

話文；第 4 卷介於第 1 卷和第 7 卷中間，文言文和白話文各佔一定比重。本文希望，

通過第 1、7 卷的資料訓練出的模型，能夠有效區分文言文和白話文，然後用第 4 卷去

測試模型的穩定性和可靠性。 
 

   表 3、新青年第 1 卷、第 7 卷分類結果 

 
 
將上述變數代入羅吉斯迴歸模型，先測試第 1、7 卷 294 個案例（文章）的預測值。以預

測值 0.5 為分界點，大於 0.5 判定為「文言文」，小於 0.5 判定為「白話文」，預測與標記的差

異非常小，準確率高達 98.30%，僅有 5 篇文章判定錯誤（參考表 3）。 

為了確定模型是否穩健，在此也使用交叉驗證(Cross Validation)，分別將第 1 卷及第 7 卷

的文章拆成十份，先以九份資料(訓練；Training)得出模型、再將模型套入到剩下的一份資料(測

試；Testing)。如果訓練和測試的結果相近，代表模型相對穩定。表 4 為交叉驗證結果，訓練

及測試的平均準確率很接近，而且兩者的標準差也不大（測試資料通常有較大的標準差），顯

示模型可信。 
 

     表 4、新青年第 1 卷、第 7 卷交叉驗證結果 

 

 
接下來，將第 1 卷、第 7 卷得出的羅吉斯迴歸模型代入第 4 卷，以模型判定第 4 卷文

章屬於文言文或白話文，表 5 顯示模型預測準確率也有 83.54%左右（= 66/79）。將羅吉斯

迴歸的分類結果，經過核修勻(Kernel Smooth)得出較為平滑的估計值，如圖 3，明顯可看

出為何第 1 卷及第 7 卷的準確率較高，因為估計值集中在 0 或 1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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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新青年第 4 卷的分類結果 

 
 

 

圖 3、第 1 卷、第 4 卷、第 7 卷的預測圖 

 

我們進一步將上述套用於《新青年》的模型，應用於區隔《聯合報》及《人民日報》的

寫作風格。《新青年》在第八卷開始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到了第九卷之後幾乎可說是中國

共產黨的傳聲筒，文章的內容及風格充斥著俄國共產黨（蘇維埃）的影子，相較之下，1949

年後臺灣保有五四運動的白話文風格。我們猜測《新青年》第七卷較為接近五四的白話文，

第 9～11 卷則偏向於蘇聯影響的白話文（或稱為「紅色中文」），仿造上述的交叉驗證，首先

以第七卷、第十一卷作為訓練樣本，《聯合報》及《人民日報》當作測試樣本，將訓練樣本得

出之模型套入測試樣本，驗證是否可以區隔兩岸報紙的寫作風格。表 6 為訓練樣本得出之分

類結果，與表 3 的結果類似，準確率大約為 93.6%，經過 90-10（或是 Ten-fold）驗證的結果

也相差不多，顯示選取之變數適合用於羅吉斯迴歸，區隔第七卷、第十一卷確實有非常不一

樣的寫作風格。 
 

表 6、新青年第 7 卷、第 11 卷分類結果 

  
預測 

第七卷 第十一卷 

標記 
第七卷 126 6 

第十一卷 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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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上述羅吉斯模型套入 1960-1964 年的《聯合報》及 1971-1989 年的《人民日報》。

平均而言，大約有 10.4%的《聯合報》文章被歸類為「紅色中文」，《人民日報》文章則有 58.7%，

明顯可見《聯合報》的文章風格比較接近五四運動後的《新青年》第七卷。進一步檢視模型

的估計值（圖 4），可看出非常有趣的現象。《人民日報》在 1971-1977 年和 1978-1989 年的預

測結果非常不同，前者預測值都大於 0.7，後者預測值都小於 0.6，光從數值解讀或許會認為

模型不穩定。如果套入中國近年經濟改革的史實，圖 4 結果非常有震撼力，因為中國在 1978

年開始第一次經濟改革，第二次則從 1989 年開始，在不清楚歷史發展之下，數量模型的結果

與歷史發展頗為一致，或許經濟發展也可以透過文字分析及相關研究，嗅出整個中國社會正

在經歷新的變革。 

 

 

圖 4、《聯合報》及《人民日報》預測圖 

 
 

五、 結論與建議 

以數位分析的角度探討文章風格的改變，是近年研究的熱門議題之一，本文嘗試以統計

學習理論的監督學習、非監督學習，探討《新青年》雜誌前後各卷的文體，是否逐漸由文言

文轉變為白話文。監督學習中以各十個文言文、白話文的常用虛字，套用幾個不均度指標，

發現除了文言中的「之」、「無」和白話中的「嗎」、「吧」之外，文言文虛字隨時間出現愈來

愈少，白話文虛字則相反，在後面卷次出現愈來愈頻繁。 

透過探索性分析方法，得以探察到《新青年》語言變化的一些模式及特點。《新青年》雜

誌所反映的語言變化，仿若一個物種的演化過程，既有自身不斷的演變，亦受外在客觀環境

變化的影響，最後完成語言形式的更替。在演變過程中，根據各角度反映的語言相似程度和

時間的先後，將《新青年》雜誌語言分為四大類：第 1、2、3 卷構成第一類，反映的是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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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剛開始萌芽的階段，此時仍然以文言文為主；第 4、5、6 卷可構成第二類，此時語言形式

較為明顯地發生變化，白話語言形似愈來愈多地被使用；第 7、8、9 卷可構成第三大類，這

類中，五四運動所倡導的白話已經形成了某種穩定狀態，並沒有明顯朝著哪個方向的變化現

象；第 10、11 卷可構成第四大類，此類與最鄰近的第三大類明顯不同，但總體演變方向卻是

和五四運動所倡導的白話精神一致，表明五四白話運動過渡到了另外一種類型的白話（以「紅

色中文」為特徵）。 

建議未來對語言類別做分類研究時，對不同的文學體裁做一定區分，可提高文本分類精

度。另外，中國經濟改革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1978~1989, 1989~2002, 2002~今日，除了採取

和本文類似的分析方法，透過《新青年》各卷區隔不同時期的風格，建議也可借用生態學

(Ecology)的想法，將字彙比擬為生物物種(Species)，透過物種滅絕、新物種出現等特性，比

較三個時期的異同。圖 5 是根據 1988-2015 年《人民日報》各年度前一百常用雙字詞，計算

而得的物種存活比例及時間，大約經過 10 年常見字彙有一半不再常見。圖 6 則是以群聚分析

(Cluster Analysis)區隔各年度的風格，我們強制將各年資料分成三個群集，分類結果確實能區

隔三個時期，這個結果顯示如果選擇適當變數，中國經濟改革的分期確實相當明顯。 

 

 
圖 5、《人民日報》前一百雙字詞的平均重複詞數 

 

 
圖 6. 《人民日報》各年度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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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國際學
術研討會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1 章
投稿至《東亞觀念史集刊》（預計刊登
）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國
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發表至Concepts & Contexts in East
Asia, vol. 5, 87-102.

研討會論文 1
2016年7月參加在波蘭舉行的Digital
Humanities國際研討會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1 篇 一篇文章現在正國際期刊接受審核中

智慧財產權
及成果

專利權
發明專利

申請中 0

件

已獲得 0

新型/設計專利 0

商標權 0

營業秘密 0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0

著作權 0

品種權 0

其他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件

收入 0 千元

參
與
計
畫
人
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4 四名統計所碩士生

博士生 1 統計所博士生李詠玄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2 中國籍、澳門籍碩士研究生各一名

博士生 0

博士後研究員 0

專任助理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
、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
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
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近年愈來愈多學者、資源投入文本分析或文字採礦(Text Mining)的研究，但
大多採取監督學習的方式，由人工及專家提供關鍵用詞、探討目標（或目標變
數），再代入機器學習選取最佳模型。本研究採取不同策略，基於「資料驅動
」(Data-driven)的原則，透過統計的探索性資料分析(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的篩選與整理，再加入人文學者的建議，希望能兼顧實質解釋與模
型準確。經過EDA等步驟的初步處理，挑選適合變數，發現羅吉斯迴歸的分類
結果相當好，用於《新青年》、《聯合報》、《人民日報》的風格判斷有不錯
的成果。未來我們將更有系統整理EDA的步驟及方法，提供文本分析的參考。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研究的結果尚屬初步實驗階段，需要尋求更多文字的分析證據，之後再開放
政府機關及業界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