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實驗設計與實作 

我們在此篇論文中，提出了數種思考方向不同的劃分區域方法，因為我們

的構想是要套用在所有的小世界網路之中。所以我們會以一個網路為例，從原有

的網路資料，進行蒐集，除錯，整合，建立關係到計算參數。最後依照我們所提

出的定義，找出個別定義所劃分成的區域現象，並且比較在此網路中哪個定義最

為適用。 

本章會首先在第一節中，簡介資料蒐集的方法，第二節則是對於資料的整

合，節點間的關係建立以及計算實驗所需的參數等等進行說明。接下來的第三節

則是對我們個別的定義作分別的實驗的流程和所需要的步驟之詳細說明。至於實

驗的結果分析以及我們對於小世界區域性現象的應用呈現將會在第五章陳述。 

4.1 資料蒐集方法 

一般而言，社會網路分析的資料蒐集方式會有別於傳統的方法。傳統的資

料蒐集是以機率獨立取樣為主，其方法是用某種條件選取某些的個體做為研究分

析對象，並且將所得的結果推論成整個群體的情況。而社會網路分析則是利用行

為者與行為者之間的關係或者是聯繫來進行資料的蒐集，也就是在蒐集個別資料

的同時，也將資料間相互關係的資訊也一併蒐集下來。將所有相關的行為者資訊

都蒐集起來之後，從資料之中可以獲得個別行為者之間的關係，由此而建立起來

一個完整的社會網絡。 



目前欲探討人與人之間所形成的社會網絡關係，已經存在有許多種方法，

例如：文件，問卷調查，實驗....等等。但是上述之方式，通常都會消耗許多的

時間以及人力來完成所想要的研究，而且以人工來完成的話，不僅是資料量大的

時候會處理困難，出現錯誤的機會也會大為提高。而因為目前資訊科技的進步，

在我們進行資料蒐集的時候都可以運用自動化的方式來進行正確且快速的資料

蒐集，也可以使用一些偵錯的方法來防止資料的錯誤。 

雖然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使得各項的資料可以藉由許多方式快速而且大

量的儲存，但是在這個方面上卻產生了兩個主要的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過多的

資訊也造成了資訊爆炸的問題，雖然有了豐富且龐大的資料量，但是卻不一定會

有著良好的規則與結構，亦即雖然擁有了足夠的資料，但是卻沒有辦法得知所想

要搜尋的資訊在哪裡，或者是這些資料還可以做什麼加值的處理。其次是，事實

上所有的資料都有可能存在某些從資料的表項所無法發現與得知的資訊，可能需

要人們以需求的角度審慎的去觀察，或者是透過資訊的整合和結構化的整理分

析，才能夠發現隱藏在資料表象裡面的重要涵義。所以本研究希望可以藉由尋找

小世界網路中的區域現象，進而讓我們能從原有的資料當中探索出更多有價值的

資訊內涵。 

在本篇論文之實驗對象方面，我們選擇「總統府人事任免公報」之資訊擷

取結果，此公報從民國三十七年起，週期性出刊，記載政府各部門人事異動的情

形。透過型態辨識技術 [24] 所擷取出的中文資訊，建立了一個記載著所有的公

職人員在什麼時候被任職或者是免職，退休等等資訊的資料庫。但是在應用的方

面，這個資料庫並沒有提供完善的儲存格式以及完全準確的資料，所以在下一節

我們將會對於資料庫的整合與此資料庫所建立起的網路中各個節點間的關係建

立做進一步的說明。 



4.2 資料處理與整合 

本研究將進行實驗之前的資料整合工作之流程，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個部

分為資料的整理和修正，第二個部分是決定選取的資訊內容以及關係資料的分析

和建立，第三個部分則是對於之後實驗所會使用到的參數，針對各個節點作計

算。以下我們針對各個步驟進行說明。 

4.2.1 資料的整合與修正 

在我們整個實驗流程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將我們所擁有的資料整合起來。

在本次研究的實驗之中，資料的蒐集方面，因為我們已經擁有了一個經過自動擷

取而建立起來的資料庫，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可以省去了大部分的時間。不過因

為原本的總統府人事公報裡面記載的資訊我們並不是全部需要，所以我們會先將

我們所需要的資訊挑選出來，也可以減少資料量，進而減輕處理資料時的負擔。

另外，因為自動化的擷取系統都存在著失誤的情形，所以一開始就要先將錯誤的

部分找出，並且加以改正或者是刪除。 

例如在政府的人事異動方面，存在著一部分的任務性職務，意思即為只為

了某一個事件而產生的職務，事件結束之後就會回到原本的職位，像是政府指派

某個人去擔任一個國家總統就職大典的特使，或者是某個國家考試的典試委員之

類的此等職務。因為這種的任務型職務的期限太短或者是人數只有極為少數，而

會使得這些職務變成我們實驗中的雜訊，所以這類的職位資訊我們也會將其刪

除。還有一類是公職人員和警務人員，因為在公報之中並沒有載明這些人員的單

位在哪裡，所以我們也將其刪除。 



4.2.2 資料間關係的建立 

當我們已經校正所有的個人異動資料的正確性了之後，便將這些資料以結

構化的方式儲存在我們實驗的資料庫之中，並且以每個個人為實驗中的節點，給

予一個可以用為索引的單一編號。接著從第一位公職人員為起點，找出其所有之

職位異動，從此一步驟可以建立起每個個體之生涯發展的模型出來，我們可以由

此得知這位公職人員在民國某年的時候正在某個單位擔任某個職務。並且，我們

也可以從此一過程過濾是否存在著同名同姓的人存在著。在總統府人事公報擷取

出來的資料庫中，會記載著所有的職位異動，包括升遷，調職，免職，請辭，退

休等等。所以一位公職人員在退休的紀錄之後，如果還有其他的職位異動紀錄，

我們就可以判別這之後的紀錄為另一位同名同姓之人所有。另外一種情形是如果

在一筆職位的任期之中，發現到有另一筆職位的任期和他有重疊到的現象，則也

可以判別此為另一位人士所有。 

在關係的建立方面， Knoke & Kulinski [5] 認為網絡是由人(people)，

物(objects)與事件(events)間所建構而成的一種特定型態，而若網絡中組成份

子相同，但隨著關係型態不同亦會形成不同的網絡。所以若將分析的關係著重於

不同型態的關係時，自然會有不同的社會意義與價值，因此，本實驗便以公職人

員間的同事關係為連結關係的社會網路來做分析，以各個公職人員作為網路中的

節點，彼此間的同事關係作為連結，建構出這個同事關係之社會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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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同事關係之萃取流程 

同事關係是以現職與經歷資訊為資料來源，以此比對資料庫內的職位異動

資料表，若發現工作單位相同時，就開始比對兩個節點間的工作期間是否有重疊

的部分，若有的話則定義兩者間有同事關係。舉例來說，當甲公職人員曾於民國

80~84 年任職於審計部，而乙公職人員亦曾於 82~87 年任職於審計部的話，我們

就把這兩者定義為有同事關係存在。我們此次實驗的定義是將兩者在同一單位任

職便將其視為同事關係，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資料庫中對於職等與職位的擷取方

面還存在著一些不完善的地方；另外也是因為我們認為如果在同一個單位工作，

則彼此之間一定會有相當的接觸機會，這對於我們所要建構起來的社會網路的關

係可以說是相當足夠，所以做這樣的選擇。我們對同事關係的處理流程如圖 4.1

所示。 

 



4.2.3 實驗所需的各參數計算 

在我們的實驗之中，首先要計算的參數就是這個網路中的分隔度與群聚度

了，因為我們需要先驗證這個以同事關係為連結的網路是一個符合小世界特性的

網路。在我們的資料庫中一共有 37228 個節點(即為 37228 位公職人員)，而資料

蒐集的時間是從民國 70 年到民國 93 年所有的總統府人事公報資料。擷取出來的

職位異動關係經過處理之後共有 72978 筆資料，裡面包含了 4948 個單位，一共

構築成了 4109008 個同事關係(雙向關係，故實際的連結數應為 2054504 個)，再

經過合併兩個節點間有同時任職在兩個以上的單位之後(為了實驗定義一而先作

的處理)，共有 2709540 個同事關係(實際連結數為 1354770) 。 

我們所計算的參數共有平均分隔度 L，群聚度 C以及連結度 D，分隔度、群

聚度與連結度即為每個節點的特徵值。為了證明我們實驗中所使用的政府公職人

員網路中有小世界現象的存在，政府公職人員網路與以一樣的節點數與連結數之

下所產生的隨機網路，這兩個網路中在關於群聚度與分隔度的比較中，我們實驗

所使用的網路應該要擁有較高的群聚度與較低的分隔度，我們才能證明其為一個

小世界網路。我們將政府公職人員網路的平均分隔度 L和群聚度 C與隨機網路中

的平均分隔度 、群聚度C 做比較並製作成了表 4.1。另外，我們也加

入了演員合作網路和神經學科學家合作網路這兩個已知的小世界網路來和我們

的實驗結果作為比較。 

randomL random

表 4.1 中的演員合作網路是以演員作為節點，而如果有兩位演員共同合演

一齣戲的話，則將該兩節點連接起來；而科學家合作網路則是以科學家作為起

點，如果其中有兩位科學家合作寫作一篇文章，則就構成了這兩個節點間的關係

連結，而形成了這個網路。 



randomL randomCN CD L       

410−政府公職人員網路 37228 72.782 5.3108 3.99 0.716165 4.6x

410−演員合作網路 [3] 225226 61 3.65 2.99 0.79 2.7x

510−神經學科學家合作

網路 [25] 

209293 11.5 6.0 5.01 0.76 5.5x

 

表 4.1:政府公職人員網路與其他網路的列表，Ｎ為節點個數，Ｄ

為平均連結度(degree)，Ｌ是平均最短距離， 為隨機網路

的Ｌ值，Ｃ是群聚度，C 是隨機網路的Ｃ值 
randomL

random

而由表 4.1 中可以看出來，雖然在我們實驗所做的政府公職人員網路中，

平均分隔度Ｌ值略大於 ，但是仍然是在一個平均六度分隔之內可連結到的

程度。另外就群聚度方面，我們實驗所得的數據也比C 大出許多，而且在

37228 個公職人員中有 33529 位是可以經由同事關係互相連結的(佔了全部的

90.06%)，這些數據都顯示了這個網路符合了小世界網路中，高群聚度，低分隔

度的特性，故我們可由此為證說明了政府公職人員網路是一個小世界網路。 

randomL

random

4.3 各分群定義之實驗實作 

在將這些實驗所需的參數計算之後，我們就可以利用這些來進行分群定義

的實驗，其分別的實驗步驟如下： 

 



4.3.1 以社會網路的角度出發之區域定義實驗實作 

我們為了在原本的小世界網路中，找出最符合現實情況的區域現象，所以

我們必須對原本存在的連結做加權的計算，使得我們的分區可以最為貼近現實世

界，故此處的距離便為節點間的實際長度。在本研究中我們會加入由權重強度轉

換為關係距離的概念。在所有的連結都經過轉換了之後，我們便會利用 Data 

Mining 領域中的叢集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來將這些節點作分群。 

而我們在進行分群的時候，有三項參數可以由使用者指定來作不同的對

照。第一項是使用者可以依照目的或者是需求的不同，對多種關係型態的強度進

行權重不同的調整。形成一個網路的關係如果有一種以上，我們可以設定哪一種

關係我們比較重視，或者是哪一種關係是可以忽略的。例如兩個節點間共有三種

關係聯繫著，則此時兩者之間距離 便為： ABD

332211 ***
1

RWRWRW ++ABD ＝   為個別的權重 為各個關

係強度，然後取其倒數把關係強度變成距離，得出兩個節點之間的新關係  。

在我們本次的實驗之中，同事之間關係的強度我們利用他們一同在同一個單位共

事的資歷來決定兩個點之間的親近程度。 

3,2,1, =iiW 3,2,1, =iiR

ABD

而第二項可以調整的參數是時間對於關係強度的影響，因為在社會網路之

中，一段關係的存在，可能會因為時間的影響而使得關係越來越薄弱，例如我十

年前曾經跟他同班過的同學，目前我們彼此間的交情可能就不如我兩年前一起同

班的同學熟識，所以我們會在這個同事關係上加上一個時間對於關係強度的影

響，而強度也可以調整，從影響較小，中等到高度影響給使用者選擇，也同時改

變了網路中節點間的距離。 



因為我們在經過計算了距離之後，需要知道各個節點之間到底哪些節點是

互相靠近的，所以我們採取的叢集方法是基於密度的方法(density-based 

method)，而我們所使用的叢集分析之演算法為 DBSCAN(DenSity-Based Spatial 

Clustering of Applications with Noise) [26] ，所以使用者可以調整的第三

項參數就是在這個叢集演算法中會使用到的物件鄰域半徑ε和定義核心物件所

使用的 MinPts。調整這個參數可以讓實驗的分群結果產生不一樣的變化，比如

說想要一個區域內擁有多一點的節點數，就可以讓鄰域半徑增大或者是 MinPts

變小，使得更多的節點會被判斷在同一個區域之內。 

在 DBSCAN 中，給定一個物件半徑ε之內的區域稱為該物件的ε-鄰域，而

如果一個物件的ε-鄰域中至少包含了最小數目 MinPts 個物件，則我們稱該物

件為核心物件。然後 DBSCAN 透過檢查資料庫中每個點的ε-鄰域來尋找叢集，

如果一個點 p的ε-鄰域包含多於 MinPts 個點，則建立一個以 p為核心物件的

新叢集。然後，DBSCAN 反覆地尋找從這些核心物件直接密度可達的物件(包含在

核心物件之ε-鄰域的節點)，這個過程可能會涉及到一些已存在叢集的合併，

而當沒有新的點可以被添加到任何叢集時，這個過程就此結束。過程如圖 4.2

所示： 

s ε q

 
圖 4.2 (a)為由 q點開始以ε為鄰域半徑加入點p為同一叢

集。(b)為一樣的步驟加入 s為同一叢集。 

 
資料來源：Martin Ester et al.(1996) 



在經過 DBSCAN 的處理之後，便完成了我們的分群工作，其流程如圖 4.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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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以社會網路的角度出發之區域定義實驗實作流程 

 

 

4.3.2 以網路屬性的角度出發之區域定義實驗實作 

這個區域定義的實驗部分就較為簡單，因為這正是我們當初設計這個定義

的宗旨，希望可以在簡單直觀的情況，就可以用網路本身的屬性，來做區域分群

的處理，而不需要經過一些繁雜的專業程序來困擾使用者。而我們希望可以利用

各個節點自己的各項屬性來做為分群的依據，所以我們就要一一的算出每個節點

的平均分隔度(本身到所有節點的分隔度之平均數)，連結度和群聚度，然後依照



個別屬性設立分群的範圍，例如設定連結度 1~5 的為同一群組，或者是群聚度在

0.2~0.3 之間的為同一群組。在這之後，再看各群組中其他屬性的分佈狀況，來

檢視是否有可能再繼續做分群的動作，實驗流程如圖 4.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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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以網路屬性的角度出發之區域定義實驗實作流程 
 

4.3.3 結合了社會關係與網路屬性的區域定義實驗實作 

我們之前在第三章有提到了分別以社會關係和網路屬性為出發點的區域定

義之優缺點，兩種定義對於小世界網路的分群都擁有各自的強項，但是不可諱言

的，也各自存在著一些些的缺點，所以我們試著把以上兩種定義整合在一起，希

望可以截長補短，可以繼續保持著彼此的優點，然後也可以互相掩蓋彼此的缺

點。雖然我們不能夠保證在所有的網路之中，使用這個方法來分群一定可以達到



最好的效果，但是在定義上面來看，這個方法卻是可以讓社會關係與網路屬性一

起來決定哪些節點是屬於同一個群組，考量的層面就比較多元化一些。 

首先我們先將各個節點間加權過之後的距離 計算出來，然後在加入網路

屬性的部分中，因為現在變成探討兩兩節點間的關係，所以並不像之前我們是將

所有的節點依照個別的屬性來做分群，而是將兩個節點間各個屬性計算出他們的

差距，然後依照各個屬性我們給予不同的權重，最後加總起來得到一個新的節點

間之距離，如同我們在第 3.3.3 節中所提出的公式： 

xD

Adjusted Distance(a,b)=α* +β*xD ba SS − ba DegDeg − ba GG −+ γ* +δ*  

abD 代表點 a與點 b之間的社會距離、 代表點 a與點 b個別之分隔度，

表示點 a與點 b個別之連結度， 為點 a與點 b個別之群聚度，

而α、β、γ、δ則是公式中可變動之權重。 

ba SS ,

ba DegDeg , ba GG ,

再以此為依據做 DBSCAN 的叢集分析，最後得到各個群組的區域分析結果。

實驗的流程如圖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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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 結合了社會關係與網路屬性的區域定義實驗實作流程 

而我們實驗分析出來之後的結果，將會在下一章作詳細的描述，同時也會

加上一些我們獲得這些結果之後所可以做出的加值以及應用的地方之分析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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