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在這個章節中，我們將先對於網路的系統結構先作一個分析，探討網路科

學研究的演進過程，是如何從社會網路進入到小世界網路的，然後介紹無尺度網

路，在對這些網路作探討的同時，我們也會對於網路的特性有了更多的了解，幫

助我們在定義的時候能夠更為完善。最後是各個領域所產生的小世界現象，讓我

們能夠更為具體的產生我們對於區域現象的構思，然後以小世界對目前的網路結

構提出的應用價值作結，希望我們的這個研究能夠再為網路結構提出更多創新的

應用。 

2.1  網路系統結構 

網路就其最廣義的定義來說，其實只是一堆彼此相連結的物件之集合。但

是另一個方面來說，網路科學卻是無所不在。不論是人際關係，電腦網路交流，

甚至是神經細胞在腦部的刺激反應，這些系統全部都是網路。自從偉大的科學家

Leonhard Euler(尤拉)開始發展了圖形理論之後，網路成為了數學的一個主要領

域，並且將觸角擴展至社會學，人類學，電腦科學，物理，生物以及經濟學等等。

而我們在此篇論文中所要深入探討的小世界網路，就是從社會網路和關聯網路等

網路理論的研究之中發現探索到的新興網路科學。 

2.1.1 社會網路 

社會網路 [5] 是一個從社會學以及人類學的角度出身的網路分析理論，這



個理論特點是其展現出了強烈的結構主義傾向。如果將五十年來發展的思想壓縮

簡化，社會網路的分析可分為兩大支派 [6] ：第一種關心的是網路結構和其他

相對應之社會結構的關係。在這個觀點中，網路結構指得是群體(一家公司，一

所學校，或一個政治組織)中成員之間的連結管道；而社會結構，則用來區分個

人在社會之中所隸屬的群組或者是扮演的角色。多年的研究，創造出許許多多的

定義與技巧，像是區塊模型(block models)，階層群組(hierarchical 

clustering)，多面向尺度(multidimensional scaling)等等。這些概念的設計，

基本上都是從有提供純粹關係性的網路資料中，擷取出其中關於社會族群階層的

資訊。不是直接測量成員間的”社會距離”，就是根據網路關係的相似程度，將成

員適當的分組。從這個觀點而言，網路可說是社會上一種個體之間的關係模式，

其實正是個體本身偏好與特質的索引。 

第二個支派將網路視為普及知識的管道，或是影響力的傳播媒介。個體在

整體關係模式中所佔的地位，將決定他所能獲取的資訊，或者他所能影響的對

象。所以，一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不僅依賴於他所屬的團體，也因為他在團體

中的地位而有所差別。如同前一類分析，第二個支派也發展出許多測量技巧，用

來量化個體的網路地位，並將這個量化後的數值拿來與可觀察之個體表現差異作

交叉比對。 

在這兩種概括的分析架構外，有個特殊概念叫做”微弱的連結”(a weak 

tie)，由社會學家 Mark Granovetter 所創 [7] 。他針對兩個波士頓社區進行大

規模的研究。這兩個社區同樣動員群眾，企圖要團結起來對抗企業對於他們社區

將要帶來的傷害，但是在結果上卻產生了截然相異的情況。因為這兩個社區在人

際關係的結構上的不同，而最後獲得成功的是社區組織和人際關係都較為薄弱的

那一個社區。Granovetter 為此下了一個結論：有效的社會協調，並不是由緊密

交織的堅強連結所產生的；反倒是肇因於偶發性的微弱連結，個人與個人之間並



不那麼熟識，共同點也不是這麼的多的情形之下。他在一九七三年所寫的論文

中，將這個現象稱為”微弱連結的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

Granovetter 這在三十年前所描述的局部(個體)與整體(社群，集團，母體等等)

之間的關係，也許不夠精緻，但是他的確開創了網路新科學的一些概念。 

2.1.2  關聯網路 

關聯網路 [9] ，是一種幫助我們將距離概念視作群組結構之函數的技巧。

在關聯網路中，當兩個節點共同參與某一群組，便被視為”相關聯的” 。於是，

關聯網路成為實際社會網路運作的平台。如果缺乏任何關聯性，兩者連結的可能

性就微乎其微；反之，當關聯性越多，越強，兩者互動的可能性就越大。關聯網

路本身很值得探索，不僅是因為他是形成其他社會關係的基礎，同時也能廣泛的

應用在許多非社交但又深具社經價值的網路。例如電影演員的網路是一種關聯網

路，組成份子一方面是演員，而另一方面則是電影。經由共演一部電影，兩個演

員被視為有相關聯的。類似的敘述可用於共同列席董事會的企業伙伴，或者是合

作撰寫論文的科學家。而最早受到矚目的關聯網路之一，就是數學家的共同著作

網路，其中包括了 Paul Erdos－隨機圖形理論的發明者，而上述這些關聯網路

也讓 Watts 和 Strogatz 啟發出了小世界網路的靈感，我們將會在 2.2 節來談論

上述這些關聯網路所隱藏的小世界現象。 

2.1.3  小世界網路 

一般的網路架構圖形皆由N 個節點(vertices)及K 個線段(edges)組成，

Watts和Strogatz提出，早期網路連結拓樸不是被假設為完全規律性的(regular 

network)，就是被假設為完全隨機的(random network)，而regular network 各

節點間的相連具有某種規則性，如圖 2.1的最左邊，在此種網路中，與某一節點



相連接之節點，其彼此間亦相連之機率較大，即節點具有群聚的效應，但由一節

點要連至另一節點所需經過的平均路徑較長；相反地，random network 節點間

的連結是隨機、無規律的，如圖 2.1的最右邊，因此節點間不會有群聚效應，但

其任兩節點連結所需的平均路徑最短。之後Watts 和Strogatz亦證明出許多生物

(biological) 網路、技術學(technological)網路及社會學(sociological)網路

的架構其特性介於regular network 與random network 之間，並提出如果一網

路架構之節點具有與regular network 一樣高的群聚效應，且兩節點間具有與

random network 一樣低的平均最短路徑，可稱之為small-world networks，即

具有small-world(小世界)現象。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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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依照不同的機率 P隨機重連(rewire)網路連結

之圖形變化 

資料來源：Watts & Strogatz(1998) 

 

此種現象最早是由社會心理學家Milgram所提出，其經由實驗發現全世界任

兩不相識的兩人間，平均只需透過六個熟識的人便可使其產生關聯，此發現說明

即使人際關係網絡如此廣大，亦可透過少數之人際關係使世界上任兩人產生連

結，而形成一“小世界(small-world)＂的現象。small-world 之特性可利用群

聚度C(clustering)和分隔度L(degree of separation)兩個統計量來量化：群聚



度表示在已知兩個節點同時連結到另一節點的情況下，此兩節點相連的機率，以

三個節點a1、a2、a3 為例，若己知節點a2、a3 分別與節點a1 相連的情況下，

兩節點a2、a3 亦彼此相連之機率為C；分隔度表示網路中任兩節點間最短距離的

平均值。 

Watts 和Strogatz建立一環狀規則網路(regular network)，如圖 2. 1，

依不同的機率p 對連結進行“重連＂(rewired)，p = 0 表示網路中各連結被重

連的機率為0，隨著p 的增加，網路中各連結被重連的機率亦會增加，當p = 1 時，

所有的連結皆會被重連，因此會得到一完全隨機的網路。Watts 和Strogatz以

N=1000、k=10 的regular network 為例，計算其經由不同p 進行重連所得到之

網路的分隔度 L與群聚度 C，結果如圖 2. 2，當p 逐漸增加時，會因少數長距

離之連結的產生，而在不影響網路群聚效應的情況下使得L(p)快速下降，直到p 

為0.01 左右，L(p)幾乎與Lrandom 相同，且C(p)亦遠大於Crandom，即p=0.01 時所

形成的網路具有small-world 的特性。 

Watts 和Strogatz也提出L 與N 的成長呈對數關係，即L 不會因為N變大而

大幅度的增加。另一方面Barabási 和Albert [9] 證明網路節點數的成長與新節

點與已存在之節點產生連結的機率兩種因素具有「無尺度」(scale- free)網路

的特性。 

無尺度網路是在小世界理論發表之後，針對其理論對於演化過程的缺失以

及觀察發現而提出。在其之前，我們一直以為小世界網路總是和一般的隨機網路

一樣，各個節點的連結度都是以常態分配的，但是事實上許多的小世界網路卻是

遵照著一個冪次法則來分布的。最大的特質就是極大值所出現的機率並不會像常

態分布一樣接近為零。相對的，除了一些像是線蟲的神經細胞網路結構之類的小

世界網路之外，許多的網路他都有著富者越富的特性，例如網際網路的連結即符



合這無尺度網路的特性，讓我們更能夠掌握網路演化的運作機制。 

 

圖 2.2 依照不同機率 P隨機重連(rewire)網路連結之 C

和 L的變化 

資料來源：Watts & Strogatz(1998) 
 

2.1.4  無尺度網路 (Scale-free network) 

「無尺度」網路是指在一網路連結的架構中，大部分的節點擁有少數的連

結數，但有些集散點的連結數多到幾乎沒有限制，因此節點的連結分佈符合「冪

次定律」(power law)：任何節點與其他k個節點相連結的機率，與
nK

1
成正比，

其中n值通常介於2~3之間。因此，在「無尺度」(scale- free)網路中，當新節

點出現時，往往會與連結性較高的節點相連，也因此種連結特性，使得大部分的

scale-free 網路也是small-world 網路。 

無尺度網路是圖論裏一個重要的概念。其特點是網路中的絕大部分節點 

(node) 只和很少量的其他節點有連接，而極少數節點（中樞）和大量的其他節



點有連接。這一特點令無尺度網路擁有幾個優勢：一，穩定可靠，即使多達 80% 

的隨機節點因為故障無法工作，整個網路也不會癱瘓。不過萬一中樞節點出現故

障，網路就會癱瘓；二，小世界屬性 (small world property)，任何節點只需

要經過少量節點就可以到達任何其他節點。 

 

圖2.3 左圖具有冪次現象 右圖則是顯現出BA Model的特徵(斜

率約等於 3)  

在目前已經有許多的研究都顯示出，在許多真實世界所存在的統計現象，

都會呈現出 scale free 或是 heavy tail 分布。像是 world wide web 的網站的

連結分布，或者是 ftp server 的連結，email server 各個帳號之間互相傳遞信

件的現象都有上述現象產生 [10] 。另外他們在degree方面也同樣的具有scale 

free 現象。 

而目前也有許多研究是針對如何產生 scale free network 的，像是

Barabasi 與 Albert 的 BA model。這個 model 的 scale free network 是隨著時

間而增加新的節點與原來的網路相連結，而在增加新的節點時，則會依循著一個

機率權重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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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  : node i 的連結數 

表示第 i個節點被連結到的機率，而 則表示第 i個節點所擁有的

degree，而這個公式所代表的意義就是當一個節點所擁有的 degree 數越多，他

所被連結到的機率也就越大。 

iK

BA model 以機率權重公式的連接節點策略，可以建構出一個 scale free 

network，其所具有的γ值為 3，而一個點具有 k個 degree 的可能性是遵循著

一個公式: 

( ) = kkp γ−  

γ = 2.9± 0.1 

這個公式表示 degree 高的點出現的機率非常的少，而大部分的點的 degree

都會集中在比較小的範圍之內，在現實生活上也可以用這個例子來解釋:小地震

發生的頻率非常的高，大地震發生的頻率很稀少，但是還是會發生。反應在次數

分配圖中，就是小事件發生的次數遠大於大事件發生的次數。 

2.2  小世界網路在各領域的應用 

在 Watts 和 Strogatz 的論文將小世界現象的原理發表讓全世界知道之後，

許多領域的研究學者都在積極的對這個領域繼續做研究，驗證了以往所無法解釋

的某些網路中，原來其實用小世界網路就可以將其模型顯示出來。例如：全球資

訊網以網頁間的超連結為關係建構出來的網路也屬於小世界網路的一種；全世界

雖然有 60 幾億人口，但是所有人跟人的關係，都不超過 6個人的關係就可以達



成；而一開始讓 Watts 萌生小世界網路的這個念頭，是由於他觀察到了為什麼田

野間的蟋蟀可以同步發出聲音，而成群的螢火蟲一閃一滅的頻率也是完全一致，

這也是因為小世界網路，讓他們從影響附近的幾個鄰居演變成跨地域性的讓所有

的蟲群都會受到同步的訊號；美國電力網路的交互連結，各機組間的平均距離也

只需要 18．7 條輸送線。由以上種種的研究顯示，我們生活的週遭充滿著小世界

的網路存在，而且也為我們解答了以往所不能理解的一些現象，而由於我們對於

區域現象所用來觀察與驗證的對象為政府公職人員之間的人際關係網路，所以我

也針對一些和人際關係有關的小世界網路的現象做了一些整理： 

2.2.1 存在於電影演員間的小世界現象 

在 1996 年的時候，維吉尼亞大學的兩個資訊科學研究生， Brett Tjaden

和Glenn Wasson對於電影演員的人際關係網路做了一個實驗，發明了一種稱為＂

凱文‧貝肯的神諭＂（Oracle of Kevin Bacon）[11] 的遊戲。 

而這個實驗的內容是，假設有任何兩位演員在同一部電影中演出，我們就

稱此兩人之間的距離為 1。譬如輸入威爾‧史密斯（Will Smith）的名字，而系

統就會馬上出現了答案。威爾‧史密斯與小哈利‧康尼（Harry Connick Jr.）

於「ID4 星際終結者」共同演出，而後者與貝肯於「家有跳狗」同台，所以從威

爾‧史密斯到貝肯只要兩步。 

仔細探究這個所謂的神諭，其實就會發現它並不只是單純的巧合或者是奇

蹟，因為影劇圈只是人際關係世界的縮影，因此其實這個實驗的原理並不難理

解。貝肯和大約 1,472 位男女演員同過台，他們和貝肯之間只相距一個連結關

係。另外有 110,315 人相距兩個連結，有 260,123 人是三個連結。 



這個實驗，是在“Internet Movie Database＂這個龐大的網路電影資料庫

的五十萬個演員名字中搜尋答案，結果顯示，除了幾百名演員外，絕大多數都可

以在六步或更少步內和貝肯連結起來。事實上，還沒有哪一個演員與貝肯相距超

過十個連結，所以不管你打上哪位演員的名字，這個系統就可以跑出答案。而與

貝肯相距的平均連結數是 2.896。 

不只是凱文貝肯在演藝圈中才擁有著這樣的地位，我們可以用任何演員的

名字，玩這個貝肯遊戲（或稱為「Star Links」遊戲），因為整個演員網路形成

了一個小世界。 

由於 Tjaden 和 Wasson 的實驗結果，有大約 50 萬名演員所做出的統計資料

為根據，因此更進一步支持了 Milgram 在 1967 年就已經發現的情況。 

2.2.2 存在於數學家之間的小世界現象 

匈牙利的一位數學家艾狄胥(Paul Erdos)是當代最偉大的數學家之一，他

發表過 1500 多份論文，書籍與文章，產量堪與 Euler 相比，部分作品更成為 21

世紀的偉大經典；並且開創了合作寫論文的風氣，一生合作過的數學家超過 450

人。 

也因為他曾經和這麼多的數學家合作撰寫過這麼多篇的論文，所以也有人

針對他做了一個實驗，提出了一個叫做＂艾狄胥數＂的名詞 [12] ，來代表你和

這位數學家之間的距離有多遠。艾狄胥數的計算方式與上述電影演員的小世界網

路大致類似，艾狄胥自身的艾狄胥數為 0，與他直接合作過的數學家們，艾狄胥

數均為 1。對於數學家來說，談到自己的＂艾狄胥數＂是相當值得驕傲的事情。

艾狄胥數，以愛因斯坦為例來說其艾狄胥數即為 2。（愛因斯坦曾和艾狄胥數為



1 的史特勞斯合寫過論文，所以艾狄胥數為 1+1=2）。數學家們只要曾經與人合

寫過論文，幾乎就能夠獲得一個「艾狄胥數」。而這個實驗的重要的發現是，目

前還沒有任何一位數學家的艾狄胥數大過 17，而且大多數(超過十萬)的數學家

的艾狄胥數是 5或 6。就像所有的人際網路，數學家的合作網路是一個小世界。 

2.2.3 美國大企業中的小世界現象 

有一位密西根大學商學院的戴維斯(Gerald Davis)與他的同事研究了各大

企業董事會之間的交互連結網路 [13] ，發現這其中又存在著一個小世界網路存

在。他們定義如果有一個人同時屬於兩個董事會，我們就稱這兩個董事會是相連

的；另一方面，如果兩個商業人士同屬於一個董事會，我們就說這兩個人為相連

的。這兩個網路雖然觀點不同，但是都同樣的呈現出了小世界網路的特質：他們

的結論是，美國大企業是由某些個人所形成的網絡所控制，這些人在很大的程度

上彼此認識，或有共同相識的朋友。平均而言，在研究中的 6724 位列名財星一

千大企業的董事當中，任兩個人的分隔度為 4.6；而在 813 個董事會當中，任何

兩個董事會的分隔度為 3.7。這就代表了美國大企業的董事會，在社交上可以聯

繫成一個巨大的企業集團網。 

2.2.4 小世界網路在 Gnutella Network 的應用 

近年來,越來越多人關注所謂的＂點對點網路＂(peer-to-peer network)，

特別是在音樂產業。此類網路的第一代可以音樂拷貝之 Napster 網路為代表，雖

然他其實實際上並不算是我們現在所說的點對點網路：網路中的檔案存放於個人

電腦之中－稱為端點(peer)；而檔案的交換直接在端點與端點之間進行，至於所

有可資利用的檔案目錄則由中央伺服器控管。有了中央目錄的存在，資訊搜尋就

簡單許多了，但是在網路越來越龐大的情況之下，中央伺服器的 loading 就會越



來越吃重，造成成本上需要多花非常多的金錢來增加中央伺服器以應付越來越大

的網路流量。而且一旦中央伺服器遭到攻擊或者是故障，會讓整個系統都無法運

作。 

然而，其實在 Napster 步入死亡之前，更極端的資料傳輸方式－可謂貨真

價實的點對點網路－已經出現於網際網路的領域中。其中一個叫做 Gnutella，

由某位 AOL(American On Line)的工程師所設計。他只是一種通訊協定，所以根

本無法被法律約束，而且他也不具任何的控管中心，所以也無從控告，亦無法將

其關閉。但是這看似沒有弱點的檔案交流方式，卻有一個致命性的缺點，而且這

個缺點還是來自於他自己本身。因為他的完全分散式的架構，所以沒有一個伺服

器會知道所有的檔案位置，因為並不存在一個中央伺服器。於是當後期網路開始

擴張之後，每一次的查詢都像是個漫無目標的搜尋，不停的對網路中的所有節點

提出是否擁有該檔案的查詢，所以他的 performance 到了後期就呈現出非常差的

一個效果。但是後來提出的小世界網路，幫助了 Gnutella network 解決了這個

問題。 

加州Paul Alto惠普實驗室的物理學家Bernardo Huberman和他的學生Lada 

Adamic  觀察到了 Gnutella 網路的度分配似乎在某種範圍內遵循著冪次法則

(power law) [14] ，於是設計出底下的演算法：節點向連結性最強的鄰點提出

查詢，然後這個節點查閱自己的區域性目錄，並進一步對其鄰點提出查詢，直到

所需檔案被找到為止。用這種方式，每一次都會尋得某個高連結度的轉運中樞，

而在 scale-free network 中轉運中樞的點相對上是很少的，所以在少數幾次的

搜尋之後，就可以連結到網路中大部分的區域。使得我們可以短時間內找到大部

分的檔案，卻也不會讓整體網路負荷過重。而小世界網路這個理論，之後也廣泛

的被應用在 network routing 的領域中，對於這個領域貢獻了不少新穎的觀念

以及技術。 



2.3  小結 

在以上種種的研究都可以看出，在我們平常的生活週遭，處處存在著小世

界網路的蹤影。而凡舉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只要是有建立起關係的行為，通常就

伴隨著一個小世界網路的模型在其中。但是在小世界網路的研究領域之中，原先

在社會網路以及關聯網路中有著重要地位的區域概念卻尚未被這個領域的研究

學者們重視，引發了我想要在這個議題中深入鑽研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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