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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以資訊科學結合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佐以歷史學者的專家
意見，將史料文本視為一具體而微之社會系統，逐步建立出此系統
中特定人、事及物等個體間彼此的連結關係，以量化方法輔助質化
分析定義其互動行為與結構特徵，除了找出關鍵角色個體(actor)以
外，更以其為基礎，利用量化方法找出與該角色類似位置(social
position)的其他個體，亦能找出由角色及其相關個體所構成的群集
(community)，再進而以質化分析方式歸納出其較上層的社會意涵
(social role)。基於相同的精神，本研究開發出一個以文本資料自
身蘊含的資訊為基礎，並以人文精神為依歸，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
索其中人、事、物之間關係的探索實驗平台。藉由電子化後的文本
以及文本專屬的後分類資訊，將資料導入本計畫開發之實驗觀察平
台中，以專家知識輔助以關鍵詞彙做為目標議題，導引建立出關聯
式網路，並於該文本中以 “立場、要求及主張” 、”情感及情緒
”、”行為及行動” 等不同的論述觀察角度，再施以不同的關聯深
度、連結強度、具意義詞性組合等相關探索參數，逐步探索與關鍵
詞彙相關的論述情境，經由這些可變動探索參數的給予，不但可產
生較符合人類觀察習慣之視覺化關聯式網路呈現成果，亦可產生數
種較具有實質意涵的量化指標，供文史研究或觀察者交互比較各種
角度及情境下，史料文本資訊所呈現出不同樣貌的可能。本研究亦
希望所發掘到的資訊回歸史料文本中，以彰顯出關鍵角色的人文價
值及文史意涵，因此除了史料文本自身的品質以及相關開發工具及
方法的完善外，亦需不斷往返探討於文本的選擇、意義聚焦的範圍
、後設分類的影響、資訊技術方法成果等等處理程序的修正、調適
及改良，在質化及量化的觀點上將發掘到的資訊更適切地回歸到史
料文本中，以彰顯出藉由本研究可呈現的人文價值及文史意涵。

中文關鍵詞： 史料資訊探勘、社會網路分析、資訊檢索、關鍵論述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integrates methods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with historian perspectives, views
historical text as embedding a miniature social system. The
task involves extracting relations among entities from text
and performing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ed
social system.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is to find the key-
role actor and reveal its social position. Another further
goal is to find other actors with similar social position
and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community. Finally, an abstract
social role can be characterized to provide insight on the
constructed social system from text. We develop an
experimental platform that provides text analytic tools and
allows exploratory observation on relational structure
among entities. With historian inputs on key conceptual
words as focal issues, the platform has been used to
identify entity relations and construct the embedded social
system. Discourse perspectives of position, demand,
emotion, and action, are investigated with contextual
parameters of boundary, association type, and relational
strength. Both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scourse-



oriented social system and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s are
presented for analytic comparison.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text analytic tool and contribute in
discovering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We inte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latform by recursive use test and validate the
approach by fostering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英文關鍵詞： historical text min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formation retriev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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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資訊科學結合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佐以歷史學者的專家意見，將史料文本視為一具體而

微之社會系統，逐步建立出此系統中特定人、事及物等個體間彼此的連結關係，以量化方法輔助質

化分析定義其互動行為與結構特徵，除了找出關鍵角色個體(actor)以外，更以其為基礎，利用量化

方法找出與該角色類似位置(social position)的其他個體，亦能找出由角色及其相關個體所構成的群

集(community)，再進而以質化分析方式歸納出其較上層的社會意涵 (social role)。基於相同的精神，

本研究開發出一個以文本資料自身蘊含的資訊為基礎，並以人文精神為依歸，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

索其中人、事、物之間關係的探索實驗平台。藉由電子化後的文本以及文本專屬的後分類資訊，將

資料導入本計畫開發之實驗觀察平台中，以專家知識輔助以關鍵詞彙做為目標議題，導引建立出關聯式

網路，並於該文本中以 “立場、要求及主張” 、”情感及情緒”、”行為及行動” 等不同的論述觀察角度，

再施以不同的關聯深度、連結強度、具意義詞性組合等相關探索參數，逐步探索與關鍵詞彙相關的論述

情境，經由這些可變動探索參數的給予，不但可產生較符合人類觀察習慣之視覺化關聯式網路呈現

成果，亦可產生數種較具有實質意涵的量化指標，供文史研究或觀察者交互比較各種角度及情境下，

史料文本資訊所呈現出不同樣貌的可能。本研究亦希望所發掘到的資訊回歸史料文本中，以彰顯出關

鍵角色的人文價值及文史意涵，因此除了史料文本自身的品質以及相關開發工具及方法的完善外，亦需

不斷往返探討於文本的選擇、意義聚焦的範圍、後設分類的影響、資訊技術方法成果等等處理程序的修

正、調適及改良，在質化及量化的觀點上將發掘到的資訊更適切地回歸到史料文本中，以彰顯出藉由本

研究可呈現的人文價值及文史意涵。 

 

關鍵字：史料資訊探勘、社會網路分析、資訊檢索、關鍵論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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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tegrates methods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with historian perspectives, 

views historical text as embedding a miniature social system. The task involves extracting relations among 

entities from text and performing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ed social system. One of the primary goals is 

to find the key-role actor and reveal its social position. Another further goal is to find other actors with similar 

social position and identify the underlying community. Finally, an abstract social role can be characterized to 

provide insight on the constructed social system from text. We develop an experimental platform that provides 

text analytic tools and allows exploratory observation on relational structure among entities. With historian 

inputs on key conceptual words as focal issues, the platform has been used to identify entity relations and 

construct the embedded social system. Discourse perspectives of position, demand, emotion, and action, are 

investigated with contextual parameters of boundary, association type, and relational strength. Both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scourse-oriented social system and the quantitative measures are presented for analytic 

comparison. This study hope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text analytic tool and contribute in discovering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We inten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platform by recursive use test and validate the approach by 

fostering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Keywords: historical text min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formation retriev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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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數位資訊透過通訊以及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已經造成人文及社會科學與資

訊學科之間在學科內涵、 規範、社會實踐等方面開始產生質變。在文學研究領域方面，資訊科技改變

了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之想像與模式。在傳播學領域方面，網際網路使得知識的傳播更加無遠弗屆。以

文字符號為主體的文本史料其中常常蘊含了相當豐富的人事物面貌，且往往具有深遠的影響力，然而人

事物的完整樣貌往往不是那麼容易從中能直接被觀察到，因為文字描述的情境及指涉往往涉及了更龐大

的背景知識或稱一共通知識體，而這樣子的知識往往也繼承了當時代的社會精神，這種背景知識需求對

於時空迥異的文史分析者或觀察者而言更是難以一目了然的。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研究中，由於研究者

常常需要閱讀與檢索大量文獻，而在資訊科學領域，檢索大量文獻的相關技術已發展了一段時日，這些

相關技術蘊含於資訊檢索、自然語言處理等學科裡，研究探討如何運用這些技術，協助人文、社會、歷

史等研究人員從大量的史料中找尋有用的資訊，進行更有效率或更創新的研究。 

台灣行之有年的數位典藏所累積的研究資源及學術能量，成為開創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發展

利基。數位人文方法的應用，旨在「以可重複驗證之數據，來建立前人研究結果的正當性，或是補充其

不足」，並藉此提供人文研究者一項不同以往的研究工具，因此，數位方法為協助研究者，對龐雜資料

加以分析整理，通過關鍵詞叢以採擷過去因資料分散，而隱藏其間的概念關聯。在史學領域方面，由於

資訊科技中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與巨量資料分析(Big Data Analysis)等技術，得以幫忙史學家發

現史料內部隱含的關係。有鑑於過去數位典藏技術已將許多傳統的歷史書籍資料數位化，接下來該如何

有效地處理這些數位史料便成了一個重要的目標。為達成此目的，資訊檢索技術將是一個必要的核心工

具，因透過檢索系統的建立，將可以有效地調整搜尋資料的方式，以便進行後續的巨量資料分析與研究。 

然而，以文字符號為主體的文本史料其中常常蘊含了相當豐富的人事物面貌，且往往具有深遠的影

響力，然而人事物的完整樣貌往往不是那麼容易從中能直接被觀察到，因為文字描述的情境及指涉往往

涉及了更龐大的背景知識或稱一共通知識體，而這樣子的知識往往也繼承了當時代的社會精神，這種背

景知識需求對於時空迥異的文史分析者或觀察者而言更是難以一目了然的。資訊科學領域過去於此類型

史料文本資訊探索的議題、研究成果及探討方向大多是繼承既有的資訊檢索技術、統計分析技術，多半

以屬於連結型態的統計分析(tie-based analysis)，配合龐大的資料量來進行資訊的探勘，然而諸如此類的

精神往往較傾向於將原生質性的多樣性馭繁於簡，並在化約的質性範圍內執行量化的分析觀察；相較於

人文、社會及心理範疇通常採用以關鍵角色為導向的研究類型(actor-based analysis)是顯著不同的，以關

鍵角色為依歸的研究較傾向於突顯個體質性間的相對異同之處，而不單純以量化的方式來化約觀察結

果。 

因此倘若我們能以史料文本所呈現的樣貌視為是一具體而微的小世界，觀察著重於個體與個體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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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異同，將社群網絡分析方法與資訊檢索相關技術導入於人文研究領域中，以資訊工具為方法及以人文

精神為依歸，發展出一個可於大量文字內容中，以社群網絡模型，有效捕捉概念連結資訊的能力；並於

特定文本史料中，具體操作概念呈現紋理脈絡的檢視分析，以確立彼此實際結合的可行性。目前資訊技

術並未廣泛應用於人文研究領域，打破兩者之間隔閡的關鍵，並不在於單純提升資訊技術及取得對應之

回饋，而是將現有資訊技術的核心方法，於使用者介面、資料處理流程、資訊附加的方式等角度，進行

適度的包裝彙整，成為人文研究使用導向的直接可用工具，並促成人文研究者的實際操作使用，再根據

使用經驗回饋修正調整，以具體行動拉近兩者之間的距離，漸進達成實質整合，進而開創典範轉移的契

機。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主要目的在於將社群網絡分析方法與技術導入於人文研究領域，並考量以資訊工具

為方法，以人文精神為依歸，發展出一個可於大量文字內容中，以社群網絡模型，有效捕捉概念連

結資訊的能力；並於特定文本史料中，具體操作概念呈現紋理脈絡的檢視分析，以確立彼此實際結

合的可行性。目前資訊技術並未廣泛應用於人文研究領域，打破兩者之間隔閡的關鍵，並不在於單

純提升資訊技術及取得對應之回饋，而是將現有資訊技術的核心方法，於使用者介面、資料處理流

程、資訊附加的方式等角度，進行適度的包裝彙整，成為人文研究使用導向的直接可用工具，並促

成人文研究者的實際操作使用。 

資訊科學領域過去於此類型史料文本資訊探索的議題、研究成果及探討方向大多是屬於以連結型態

的統計分析(tie-based analysis)，較傾向於盡量將原生質性的多樣性馭繁於簡，並在化約的質性範圍內執

行量化的分析觀察；相較於人文、社會及心理範疇通常採用以關鍵角色為導向的研究類型(actor-based 

analysis)顯然是很不同的，以關鍵角色為依歸的研究較傾向於突顯個體質性間的相對異同之處，而不單

純以量化的方式來化約觀察結果。有鑑於此，本研究以資訊科學結合社會科學的角度切入，佐以歷史學

者的專家意見，將史料文本視為一具體而微之社會系統，逐步建立出此系統中特定人、事及物等個體

間彼此的連結關係，以量化方法輔助質化分析定義其互動行為與結構特徵，除了找出關鍵角色個體

(actor)以外，更以其為基礎，利用量化方法找出與該角色類似位置(social position)的其他個體，亦

能找出由角色及其相關個體所構成的群集(community)，再進而以質化分析方式歸納出其較上層的

社會意涵 (social role)。此部分不光是針對單一關鍵角色，或是由多個角色及個體所構成的群集，

我們也都能藉由質化分析的方式給予其特定的社會意涵，意即利用較具普世價值意義的符號，用以

指涉文本史料中特定或是局部範圍的人事物關聯情境。更進一步，繼承文本史料自身所記載的時間

屬性，我們亦可追蹤觀察甚至預測其局部或整體變化。 

本研究基於上所述各項基本精神，已於第一年的計畫執行階段中開發出一個以文本資料自身蘊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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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為基礎，並以人文精神為依歸，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索其中人、事、物之間關係的實驗平台。此系

統可藉由電子化後的文本以及文本專屬的後分類資訊，經由多項可變動的探索參數給予，不但可產生較

符合人類觀察習慣之視覺化關聯式網路呈現成果，亦可產生數種較具有實質意涵的量化指標，以供文史

研究或觀察者交互比較各種角度及情境下，史料文本資訊所呈現出不同樣貌的可能。本系統主要包括了

以下諸元： 

1. 史料文本電子化及領域專家學者後分類資訊彙整 

2. 斷詞及初步統計分析及篩選 

3. 目標議題導引之關聯式網路建立模型：Anchor-n-Gram 

4. 基於社會網路分析之關係意義分析模組 

5. 視覺化呈現模組 

6. 可調整參數及使用者互動介面 

經由此實驗平台的建置，我們也同時考量各子計畫需負責的處理程序，並規劃擬定了互相之間以資料及

資訊輸入輸出觀點的共同協定，乃至於以整體計畫觀點來看的完整規劃。本計畫若以整體的目標觀點來

檢視，希冀能達成的乃是藉由資料本身出發，藉由匯入已整理完成之史料文本電子全文，經由領域專家

利用統計工具進行後分類資訊標記及初步統計篩選作業後，再指定期望探索之角色、及各種探索相關的

參數，作為史料文本探索的出發點，即可以半自動化方式產生具有特定意義之社會網路視覺呈現以及量

化分析結果。並允許利用各種本平台提供的分析工具經由互動式的操作及觀察過程，以各種角度、範圍

及深度逐步探索，匯集形成一具有更上層事物具體概念意義的觀察分析結果。 

三、 研究團隊既有成果 

本研究計畫在前期計畫中已完成 “自由中國” (全套共 22 冊) 以及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

新聞史料彙編” (全套共 4 冊) 史料文本的電子化及初步統計分析、分類整理工作。並以 ”二二

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 為例，將資料導入本計畫開發建立之實驗觀察平台 (Partex)中，

且藉以專家知識輔助首先以 "本省人” 以及 ”外省人” 做為關鍵詞彙，依目標議題導引的關聯

網路模型，於該文本中以 “立場、要求及主張” 、”情感及情緒”、”行為及行動” 等不同的

論述觀察角度，再施以不同的關聯深度、連結強度、具意義詞性組合等相關探索參數，逐步探索與

關鍵詞彙相關的論述情境，並以社會網路分析的方法計算、排序及比較，先獲得到較為客觀的量化

觀察結果，再往返於實際文本論述情境的探討中，歸納及篩選出解釋力較佳且具代表意義的分析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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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驗平台開發而言，本研究已具備一個以文本資料自身蘊含的資訊為基礎，並以人文精神為

依歸，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索其中人、事、物之間關係的實驗平台。此系統可藉由電子化後的文本

以及文本專屬的後分類資訊，經由多項可變動的探索參數給予，不但可產生較符合人類觀察習慣之

視覺化關聯式網路呈現成果，亦歸納整理並建立了數種較具有實質意涵的網路結構以及統計方法之

量化指標，以供文史研究或觀察者交互比較各種角度及情境下，史料文本資訊所呈現出不同樣貌的

可能。前期計畫中，本實驗平台系統面的主要成果可分類為以下數項： 

1. 史料文本電子化及領域專家學者後分類資訊建立 

2. 中文斷詞、詞性標記及初步統計分析程序 

3. 目標議題導引之關聯式網路建立模型：Anchor-n-Gram 

4. 基於社會網路分析方法之語境意義分析框架 

5. 全域式語境結構分析 

 區域性重要議題 

 全域性主議題 

 全域性共同議題 

 全域性重要議題 

6. 區域式語境意義分析 

 條列式語句、命令式語氣 

 行為動作、情感或情緒抒發 

 立場、主張、要求、境況程度描述 

 其他較具意義語句形式 

7. 視覺化結果呈現模組 

8. 使用者互動式開放史料文本資訊探索平台：PARTEX 

四、 文獻探討 

4.1 史料文本分析與數位人文之學術領域發展脈絡 

有關於史料分本與數位技術合作的發展，可分為兩個脈胳，一為計量史學所進行的統計試驗，

其二則為數位典藏和資料庫的發展。歷史與數位技術的結合，可回溯至 60-70 年代，在歐美國家所

興起的計量史學(Cliometrics)熱潮，電腦的統計功能，讓史學研究者看到了新的未來。雖然計量史

學於 70 年代因受到質疑而遭到了很大的挫敗，但隨著網際網路與個人電腦的興起，各種資料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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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使得史學家不得不承認數位技術給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生命[1]。 

史料之無限性，讓向來的研究者即使皓首窮經，亦無法蒐羅到所有史料，但日新月異的科技發

展，不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模式，也牽動知識領域的創新處理[2]。電腦提供了保存資料更多的選

擇，再加上網際網絡的便利，使得學者們可以進行更多不同面向的研究。電腦對人文學者的最大用

處即為利用它對庋藏在圖書館、博物館等中的各類型資料，進行儲存與檢索，達成保存與研究之作

用為科技與人文合作的重大成果[3]。由各種形式產生的數位資源，可透過網際網路快速取得，讓

人文、科學等層面的文明遺產，能夠為全人類分享[4]。新世紀數位文獻的流通，不僅改變著人們

溝通和處理資料與知識的方式，乃至人類的生活環境、社會結構和文明的發展[5]。  

電子文獻於史學研究的發展亦可產生畫龍點睛式的輔助作用，從中研院史語所建置之漢籍全文

資料庫來看，電腦為史料的解釋或意義的發掘找到了新的接榫點。[6]鑑於數位媒介在古籍長久保

存上的優勢，自 1980 年代中央研究院開始建置古籍全文資料庫，逐步將資料科技導向人文相關應

用，並陸續建置各項研究資料庫。[7]歷史資料在有了資訊科技的支援後，史學與社會有了更多的

結合，由〈數位化：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大契機〉一文，即可看到數位化在結合歷史學與社會方面

所發揮的作用。[8]  

在古籍數位化和資料庫的建設上，中國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四庫全書》、《四部叢刊》、《歷

代石刻史料彙編》、《十通》、《國學寶典》、《中國基本古籍庫》、《古今圖書集成》、《龍語瀚堂典籍資

料庫》等已經廣為人知和使用。而網路上電子書的格式也非常多元，如 txt、doc、html、pdf、djvu 

以及知網、超星、方正等。這為使用大數據和雲計算手段深度整合這些資料提供了重要的基礎。[9]

在大數據的時代，若無統合資料的數據庫，人們將會迷失在茫茫資料中，供後來者追憶想像的「歷

史」，將會褪色淡淺。在這層意義上，資料庫庫猶如原始社會的長老，是保留族群記憶的傳承之寶。

[10] 

1998 年以來，各機構數位典藏計畫陸續推動下，建立相關數位技術規範，並累積大量數位資

料，尤其文史檔案陸續轉置為數位影像與全文資料庫，使得歷史研究可資運用的數位資源大幅增加。

[7]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的啟動與發展，正是期望能夠利用資訊科技的發展技術，將史料轉化為數

位資源，開拓歷史研究的新思維、新方法面向。[2]國史館的數位典藏工作希望能夠在歷史研究的

網路與趨勢中，扮演積極貢獻與不可或缺的角色，讓數位資源對歷史學界所能貢獻的價值提升到更

高的境界。[4]以大量史料的儲存、使用角度來看，數位資源對歷史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性：史

料經過位技術處理，成為數位資源，建置於時間與空間高度集中的資料庫，利用網路及雲端技術，

同時提供給眾多研究者接收充裕的數位資源，增進廣蒐博採之效率[2]。 

數位科技為歷史人文學研究帶了許多的新的研究工具，可進行有些過往被認為難以進行的研究，

如巨量資料的量化分析、地理空間分析及多節點研究等，改變了研究者與材料之料的關係。[11]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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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文研究也提供了不同領域學者合作研究的可能，不同區域的學者也可以共同研究同樣的研究對

象。大數據和雲端計算的出現正在或即將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對於我們重新認識世界提供了更為

科學的方式，也為研究者利用資料分析方式探索人文學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機會。[9] 

有關大數據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孫建軍提出 

I. 大數據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新思維： 

(1) 人文社會學開放與全過程研究思維，以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表現形式為最終成果，再

利用主要以文獻引用、轉述和評論等為主。而數位人文研究可記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完整

過程，資源化的原始資料、中間成果得以立體化應用，再利用水準顯著提升。目前，國外以

線上實驗室、專案網站、開放資料集、專案論壇、專案社會網路為特徵的立體開放研究思維

普遍確立，可參與性大大增強。 

(2) 人文社會科學碎片化重組研究思維，大數據環境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更加注重片段資料、

海量資料、非結構化資料的採集、清洗與分析，通過碎片化重組，深度揭示難以處理或無法

預知的科學問題。比如通過海量自然語言表達效果觀測公眾的政治參與意識、通過科學家的

在線時間與資源下載時間分佈研究科學家的作息時間與工作強度等。 

(3) 人文社會科學計算分析研究思維。以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定性研究居多，定量研究也主張採

用是非論斷，採納或拒絕某一特定假設，是採用確定性、因果關係的研究思維。在大數據環

境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可採用計算分析思維，對相關命題進行趨勢分析。 

II. 人文社會科學的大數據研究具有之基本特徵： 

(1) 所涉及資料均大大超過一般的閱讀、分析和理解所能處理的範疇，是以往“不可研究”或

“難以研究”的，大資料分析方法的出現提供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新的研究空間，提供了新

的研究可能。 

(2) 一般引入計算分析方法，其結論並非觀察、思索、領悟等傳統方法獲得，而是通過大量資料

的彙集而“自動湧現”，其理論的獲得不同於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3) 均構建了可持續完善和豐富的資料集和分析工具，其可用性、共用性、重用性、協作性大大

增強，提供了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大規模協作的可能。 

(4) 均具有跨學科特徵。數位人文研究需要彙集專業領域技能、資料管理技能、資料分析技能和

專案協作技能，因而這類專案往往由跨度較大的不同學科的專業學者共同完成。 

(5) 決定研究品質的主要是資料集的品質、數量和利用方式，而研究假設相對容易。在某種程度

上，數據科學家將成為人文社會科學大數據研究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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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數位人文資訊技術運用概況 

數位人文是一個快速發展中的文理交叉學科，已經在多個研究分支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如在歷

史學方面的基於 GIS 的歷史地理視覺化；在文學方面的文本挖掘與 TEI標準；在語言學方面的基

於大型語料庫的語料庫語言學；在舞蹈方面的視頻捕捉、運動分析與虛擬實境再現；考古學方面的

圖像分析、色彩還原和數位重建等。[12] 

在文學研究領域，面對越來越多的電子出版物，人們已經開始嘗試採用字詞統計、資訊抽取等

定量的研究方法，該方法在作者歸屬和文學風格與文學流派分析上已經顯示出強大的威力，大大拓

展了傳統的基於單個作品分析的局限；在歷史學研究領域，通過對大量歷史文本進行命名實體和空

間歷史資料的抽取，可以對歷史知識和歷史事件進行靜態和動態的視覺化展示，以揭示社會經濟系

統在時空演變中的客觀規律及相應的政策與規劃手段；在語言學研究領域，基於大規模語料庫的研

究已經成為主流。“語料庫語言學”的迅猛發展使得自然語言文本的採集、存儲、檢索、統計、自

動切分、詞性標注、語義標注等領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成果。[12] 

 歷史學研究方面 

「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研究團隊探索有關觀念史研究的數位人

文方法：如以指涉於觀念的關鍵詞為研究核心，開發出前／後詞綴數位方法：以前／後詞綴為主，

透過數位技術快速勾勒出相同詞綴的不同詮釋向度。如以「後詞綴」數位方法，觀察「主義」觀念

的形成、發展與變化的過程，除可從「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共五萬

一千多筆「主義」資料中篩除不相關資料 92％外，又可快速確定近代中國百年間共出現 1,680 種

不同名稱的主義，並給出每年「主義」的種類數目、各種主義在每年的使用頻度、任一「主義」的

發展趨勢、特殊高峰期相關「主義」的關係和演變脈絡、「主義」的脈絡化轉向與時代語境，宏觀

的掌握「主義」這一關鍵詞所指涉的近代中國的重要概念 / 觀念的形成與演變軌跡，以及其在近

代中國產生的影響。 [13] 

陳柏聿《新青年》雜誌作為主要的觀察文集與實驗案例分析，利用五種的共現關係，將社群網

絡的概念引入到文本分析之中，將每個詞彙當作節點，詞彙之間的關聯性當作邊建立詞彙網絡，從

中找出詞彙所形成的觀念，並實作一個由文集中探勘觀念的系統，此系統主要提供三種分析功能，

分別是多詞彙觀念查詢、單詞彙觀念查詢與潛在觀念探勘。研究列後利用該系統找出由自由主義轉

向馬克思列寧主義變化的軌跡，並探勘兩個觀念下的關鍵詞彙。[14]  

金觀濤等以《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為底本，挑選曾出現過「華工」此一關鍵詞之

文獻共有 109 篇，總字數為 118,899 字，旁及目前「華工事件」與「華人意識」之相關研究。研

究主要以其所研發之「共現詞頻分析法」為數位輔助程式，透過此程式，可協助研究者快速在所欲

研究的龐大文本中，切割出眾多的待選詞，再由研究者確定重要關鍵詞後，進一步將關鍵詞兩兩配



 12 

對成共現詞組，觀察各共現詞組的共現頻度及歷時性分布。而研究者即可從高共現頻度之共現詞組

中，架構出以事件為核心之重要關鍵詞叢，進而觀察事件與觀念之間的互動過程。[15] 

劉昭麟等以「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數據庫」為例，實驗如何利用自然語言處理技術輔助史

學研究，利用 PAT Tree 技術從大量史料中，透過專家的協助來擷取與史學相關的詞彙，進一步分

析詞彙的語境與共現的現象，最終估計個別文件與研究議題相關度，希望藉此輔助學者以比較有效

率的方式，覓得相關的史學文件和分件文件內容。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固然不能完全取代史學研究者

從事史學研究，但是初步經驗顯示，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有足夠的潛力為史學研究者提供初步分析的

服務，讓史學研究者可以比較有效率的方式處理大量的語料，並且把珍貴的研究時間用於知識層次

的分析工作。[16] 

數位研究實驗室(Digital Scholarship Lab)的 Mining the Dispatch 計畫運用 topic modeling 技術對

超過 11 萬頁、約 2 千 4 百萬字的報紙內容進行分析，呈現出在西元 1860 年 11 月(林肯當選為美利

堅合眾國總統後)至 1865 年 12 月(里奇蒙於同年 4 月被攻陷並撤退)期間，地方社會所經驗的歷史過

程及政治社會變遷、和一般民眾之社會生活的持續與斷裂。而 Visualizing Emancipation 計畫不僅結

合官方紀錄、報紙、私人信件與日記等不同來源的地圖與文本材料，並應用 Google Earth 的功能及

其視覺化介面，呈現出南北戰爭時期維吉尼亞州各地區之奴隸解放的進行過程、地方差異、和發展

模式，以及伴隨此過程的社會變遷狀況。「台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電子報 27 期」 

「中國歷代人物數據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為以宋代人物的傳記為中心，在

積累大量數據的同時進行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的研究。群體傳記學是想找出某一個特定群體

共有的身份資訊，例如，其教育程度、出身背景乃至宗教信仰等，進而通過這個視角對社會現象進

行分析。清史學者 Kent Guy 利用群體傳記對清朝中國以前的巡撫的籍貫、教育背景等，通過統計

分析發現一些有趣的現象，如這些巡撫大多在科舉考試中不太成功，他們差不多都在官職生涯中期

擔任這個職位，這是進一步升官的中途站。對於這個結論，救了數據的支持，以往研究者所提出的

結論都是模糊的，但這次的分析讓這些結論更堅實。[17] 

Spatial History Project 之一的"The Broken Paths of Freedom"為巴西奴隸買賣歷史的研究，Daryle 

Williams 等研究者利用"spatial turn"，首先匯總各個時期的相歷史數據和資訊，標注在地圖上，並

深度探堪文本，跨各個時間點揭示新的知識和對歷史的理解。 

金觀濤等以<<新青年>>為文本，將關鍵詞的概念加以量化，並從統計理論出發得出一個較客

觀的指標，研究發現，利用此統計與數位方法，除了解決主觀判斷的爭議外及減少人工篩選的負擔

外，也具有三項突破，(1) 能夠更加準確地將關鍵詞篩選出來；(2) 應證了偏離值大小能夠代表詞

的關鍵性；(3) 應證了關鍵詞詞數能夠部份反映文本的思想變化。[18] 

有關印歐語的起源一直都富有爭議，一種理論認為它起原於大約 6,000 年前的 Pontic 草原；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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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理論認為它起源於 Anatolia, 是在 8,000~9,500 年前随著農業的傳播而散佈到世界各地。研究者

利用 Bayesian phylogeographic(親緣地理學)對 103 種古代與現代印歐語言進行分析，為找出印歐語

系的確切誕生地，研究者在初期工作的基礎上，運用生物資訊學在流行病傳播研究領域的計算方法

和相關的資訊處理模型，把語言的變化和地理數據同時輸到電腦，得出的結論明顯支持第二種起源

說。[19] 

 圖書館研究方面 

2009 年 4 月，OCLC 正式宣佈即將推出基於 WorldCat 書目數據的"Web 協作型圖書館管理服務

", 不僅此項服務被公認為是後項雲端計算服務，同時此舉預示著雲計算開始在圖書館領域廣泛應

用。雲端計算的出現對於圖書館來說，最終是要通過圖書館讀者服務功能體現並發揮其作用，重點

在於圖書館如何利用它來提升圖書館服務的方式方法以及服務效率能級。[20]  

圖書館的核心價值就是毫無保留的動用技術、人力與資源，讓讀者公平、自由地獲取資訊。對

於圖書館來說，雲端計算最大的價值在於讓圖書館人專注於自己的業務，擺脫資訊科技的束縛，發

揮資訊科技的最大效益，降低資訊科技 應用的難度和複雜性，從而降低管理成本，減少風險，並

進行更大範圍的協作，提供更好的服務。[21] 

在 The Qumran Visualization Project 數位人文計畫中，作者透過對該計劃的批判性回顧，提出

一些有關神學圖書館應該關心的數位人文問題，並提供圖書館可以支持、推廣或參與相關計劃的優

勢。[22]  

 文學研究方面 

 武曉春等利用 HowNet 知識庫，提出一種新的基於詞滙語義分析的相似度評估方法，有效利用

了功能詞以外的其它詞滙，達到了較好的作者身份識別功能。其提出基於詞的作品風格相似性分析

方法，發現了除了普遍認同的功能詞外，其它詞滙經過合理篩選也可以有效地區分不同作者寫作風

格的特徵。其採用的基於熵的特徵加權方法，在理論上解釋了不同詞滙在作回比較過程中的重要程

度，在實驗中提高了分類性能。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對作回長度有一定的要求，同時也發現作回中

特有的一些詞匯在 How Net 知識庫中沒有定義，所以擴充知識庫或改進知識庫的利用方法，更精

確更完整地定義「語義相同，形式不同"的風格特徵集合，將進一步提高結論的可靠性。[23] 

 人物間的關係一直是歷史研究的重要一環，以很的人工分析往往只局限在比較明顯或單純的關

係，難以涉及那些潛在的、複雜的關係。通過電腦輔助分析，研究者很可能觀察到人際網絡中不同

節點的關聯，從而提出新的結論。參與中「國歷代人物數據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相關計畫的研究者已開始利用這些資料來還原宋代思想學派間的互動，並推測宋代一些學者可能是

不同學派間溝通的橋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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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藻將《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按順序編成三組，每組四十回。並將《兒女英雄傳》作為第

四組進行比較研究。從每組中任取八萬字，分別挑出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虛詞這五種詞，

通過計算機程序對這些詞進行編排、統計、比較和處理，進而找出各組相關程度。 結果發現《紅

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所用的辭彙正相關程度達 78.57%，而《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所

用詞的正相關程度是 32.14%。由此推斷得出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的作者均為曹雪芹一人的結論。

(台灣 Wiki)復旦大學李賢平教授把一百二十回看成 120 個樣本，選取了 47 個虛詞，統計在各回中

的使用頻率，在些基礎上用統計學方法探索各回寫作風格的接近程度，並對一百二十回進行群集分

析，得出「紅樓夢」的作不止兩人的結論。[25]施建軍對李賢平運用群集分析對「紅樓夢」作者進

行判斷的方法進行了具體剖析，指出了方法的不嚴謹之處，認為以同一部作品為對象的群集分析不

能夠進行作者判定。同時以魯迅和瞿秋白的 18 部作品為例，以 131 個常用漢語的使用頻率作為兩

個作家的風格特徵向量，進行了群集分析的實驗。文章指出，運用群集分析方法對古典文學作品的

作者進行判斷的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26] 

Plaisant 等針對 19 世紀著名的美國女詩人埃米莉·狄更生的書信進行文本探堪，通過文本分類

探究其詩歌中色情特徵的表現。該項研究通過與狄更生研究專家的交互共同完成，通過自動分類與

人工判定相結合的方法，發現了其詩歌中表現色情特徵的指示詞，並且取得了較高的分類精度。[27] 

Argamona 等人以男女作家各 300 份法國文學全集為樣本，利用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進行男女作家性別特徵研究，得出了男女作家不同的寫作風格的定量佐證。研究發現女性作家人稱

代名詞( personal pronouns )和負極詞( negative polarity items)的使用率比男性作家高出許多；而男性

作家則比較偏重使用限定詞(determiners)及數值量詞(numerical quantifiers)。[28] 

David K. Elson 等從 19 世紀英國小說和連載刊物進行社會網絡關係的抽取，研究通過小說中人

約的對話互動來取得網絡關係，抽取社會網絡的特點、社會網絡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網絡與小說背

景和特徵的關係，結果指出這一時期大部分數的小說並不符合文學研究者所給予的兩種個性特徵。

[29] 

 其他研究方面 

加拿大 Centre for Digital Humanitiesc at Ryerson University 的 "REED Oline" (Records of Early 

English Drama), 由英國 the Department of Digital at Humanities at King's College、多倫多大學圖書館 

(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及 Boydell & Brewer 出版社共同參與，探索如何改進早期英国戲

劇記錄學術交流模式，通過開發和探索新的協議、工作流程、資料格式和軟體来支持未来的工作，

讓使用者能線上獲取 REED 的資源。 

關聯爵士項目為探索關聯數據在數位人文領域中應用的實驗項目，主要關注如何利用關聯數提

升文化遺產文獻的可視性，即通過爵士歷史的數位檔案揭示音樂家之間的關系以及他們在爵士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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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網絡。研究首先從大量包含爵士資訊的檔案山抽取訪談腳本，識別腳本中包含的爵士藝術家

名稱並建構爵士名稱目錄，再與名稱規範檔進行映射，對腳本中所提及的名稱進行標注，然後讓使

用者利用群眾外包工具分析、標注藝術家之間的關系，最後再以視覺化工具呈現藝術家的關係網絡。

[30] 

 「《 歌仔冊》唸唱學習知識網」應用歌仔冊之數位化素材，設計成套教材，包含：唸唱影音檔

案、文本故事導讀、學習手冊（唱詞及其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語詞注釋、段落譯文）、學習測

驗；並錄製臺灣唸歌者影像記錄、挑選適合的歌仔冊改編為動畫故事。希冀透過將歌仔冊文字還原

為唸唱表演、錄製為數位影音檔，以典藏、推廣唸歌這項深具臺灣特色但現已式微的表演藝術，吸

引社會大眾了解歌仔冊與唸歌。歌仔冊具有濃厚臺灣特色，深入臺灣民間生活，透過「《 歌仔冊》

唸唱學習知識網」之建置，以及相關推廣活動的舉辦，傳遞歌仔冊之文學、語言學、民族音樂學、

社會宗教禮俗、史料等價值，開拓歌仔冊文獻於學術研究之應用，並深化、豐富相關學術研究之內

涵。[31] 

 德國 eAQUA(Extracion of structured knowledgefrom Ancient Resources for the Classical Studies)

計畫旨在透過 eAQUA 入口提供從古代文本所產生的知識，計畫實現了古典文學研究與資訊科技的

結合。其研究問題包括 Atthidographs 丟失作品的語義重建與分類；柏拉圖(Platon)作品被引用或釋

意情況；纸莎草(papyri)的分類(e.g.奴隸貿易契約)；不同碑文的重要模板抽取；拉丁喜劇的韵律度

量(Plautin metric)；破碎性文本的修復等。[32] 

4.3 中文字詞斷詞方法以及共列關係、字詞共現 

4.3.1 中文斷詞技術以及資訊檢索之關鍵詞擷取 

斷詞是自然語言處理中不可或缺的步驟之一，對於已習得一個語言的人類而言，就算文字連續

中間毫無中斷，仍可辨識得出整個句子的意義，但是對於電腦而言，每一句話、每一段文字、每一

篇文章，終究都只是一連串的十六進位碼所構成，然而為了應付大量的資訊及其檢索用途，我們必

須將這些語言的特徵先能夠被記錄下來，也就是我們需要對要處理的文本進行單元化 (tokenize)，

以便能夠取得屬於該文本的特徵值，才能依其建立索引 (indexing)，並在接受檢索查詢時，能夠藉

由預先產製的反索引 (inverted-index) 來快速提供符合檢索需求的文章內容，而初步程序中這個文

本單元化的過程即稱為斷詞。對於英文而言可依據其既有的分隔符號(空白符號)進行斷詞，但對於

中文而言，因為字與字之間並無空白，想要取得文本的特徵值就需要額外處理方式，通常可用幾種

方式來進行斷詞方法： 

I. 字典為基礎的方法：主要採用事先定義好的字典和手動產生的規則進行斷詞動作，規則約分

為 scanning direction 和 prior matching length 二種。然而字典的更新及擴充問題則直接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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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詞結果的品質[33]。 

II. 統計方法斷詞：使用線性 mutual information (MI)和 t 檢定進行斷詞的工作[33]，[34]運用上下

文(contextual)和位置的概念進行斷詞，並發現這兩個因素對 Bigram 擷取方式是很重要的，

Yu等人提出 cascaded hidden Markov Model(HMM) 來針對地名級單位機構名稱進行斷詞處理

[35]。然而此類方法往往牽涉到較複雜的參數設定，也較容易產生過度學習(over-fitting)或是

學習不足(under-fitting)的情況。 

III. 混和方法斷詞：例如像是台灣中研院研發的 CKIP、大陸的 Jieba、及史丹佛的斷詞系統，皆

是以混和了以字典為基礎以及配合自然語言文法規則，並在統計資訊的輔助決策下進行斷詞。

此類型的斷詞方法各方面表現較為均衡，為目前斷詞應用的主流。 

IV. N-gram 法，N-gram 在計算語言學裡是指從一連串的文字(句子)以指定數量的字為一個斷詞的

單位，每次往後移一格直到最後無其他字時才停止，n-gram 的 n 指的是每次都以 n 個字元

為單位，n 指定 1 時一般稱為 Unigram 而 n 為 2 時則稱為 Bigram[36]。 而通常在中文字裡

由兩個字組成的中文字是較常見的，因此也有許多研究都將焦點放在兩個字的中文(Bigram) 。

使用 N-gram 最大的好處就在於它並不需要相關語言知識的輔助，就可以從文本所提供的資

訊中直接建立出資訊檢索所需的索引以及反索引，惟此類型索引所需求的儲存空間往往都較

龐大。 

然而，對於數位人文範疇中所要探討的議題而言，人們所感興趣的議題應是出現在各語境中的

人、事、時、地、物等概念詞彙以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但斷詞程序產生結果往往會將原本語境中

較具有意義的詞彙分解打散成為最基本的詞彙單元(token)，以便一方面能夠進行詞性標註(POS 

tagging)，另一方面則可提供資訊檢索必須之索引及反索引資訊需要，然而，這樣子的基本詞彙單

元倘若再由資訊工具進一步產製出量化資訊的話，則往往會使得其所呈現的意義太具有普世性

(generic)，而無法充分反映該文本於論述中試圖描繪的情境(context)，以數位人文的精神反觀這樣

子的產出結果，反而是缺乏意義的。 因此，倘若我們能試著考量脫離既有資訊檢索框架的束縛，

回歸以語意單元(詞性標記)為基礎，建立出能還原語意之詞彙重整併機制，將已被分解成為單元的

詞彙經由自然語言的規則性，再次整併為一較完整且指涉較為精確的詞彙，相信不論是提供做為量

化資訊的產出，或是供作後續網路結構的分析、視覺化網路呈現、或是較上層質化意義的解釋用途，

應當都會有更理想的呈現樣貌。 

4.3.2 字詞詞性共列關係 (Part-Of-Speech Collocation) 

在近年關鍵論述語句分析 (Discource Analysis) 的相關文獻中，我們可看到有各式各樣的詞彙

意義以及於自然語言發生的形式(collocation patterns)、規則被整理出來，學者們藉由從大量語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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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從特定字詞以及詞性的共列關係中，找出了各種語句形式所隱含的上層語意。這些語意關

係以較大的分類來看，可區分為是屬於 Inference (推論)、Positioning (立場)、Representation (陳述) 這

三種較上層的關聯意義形式，而若考量較細節，兩兩詞彙之間的關聯類型時，我們可整理得到大致

有以下數種概念層級的關聯類型：相關(relation)：類似(similarity)、對應(correspondence)、相同

(equivalence)、認為(subjective correspondence)；包括(inclusion)：成員(member)、組成(composition)；

對立(opposition)、相異(difference)、前因(origin)、後果(product) 等類型[37][38]。 

然而在中文中，這類型的語意分析仍是現代語言學和計算語言學領域最具挑戰性的研究之一，

因此近年來中文學術領域在此方面的研究也相當多樣，而其中又以分析漢語之詞性序列結構、短語

結構以及其語意關係者為大宗，例如從詞性的特徵結構中，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利用詞性序列結構

以及對應語意的分析成果，像是 N+V+N (表主詞、動詞、受詞之三元結構)、N+V (狀態表達結構)、

N+N (雙名詞結構)、N* (複合名詞結構)、VC (動作、狀態)、V+A+N (述結式歧義格式)、V1+V2 (述

結式)[2010]。類似於關鍵論述分析的成果，漢語研究的成果中亦可看到逐漸被歸納出來之各種短語

結構與語意之間的關聯：主謂短語結構(動作或狀態)、聯合/並列結構(相同)、兼語短語結構(執行行

為動作)、同位短語結構(指同一人、事、物)、比況短語結構(類同、相似、一樣)、述賓短語結構(進

行動作之腳色)、量詞短語結構(數量關係)、方位短語結構(相對位置關係)、的字短語結構(屬於)、

所字短語結構(歸屬)、連謂短語結構(動作發生之先後順序關係)、補述短語結構(結果獲狀態)、狀中

/定中短語結構(包含)等等眾多短語語式[2011]。同時亦有藉由字詞共列以及詞性共列關係的分析中，

重新定義一個”事件” (event)應有的六元素結構[2008]： 

在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誰] [如何] 對 [誰] 做了 [什麼] 

  When    Where   Who How     Who      What 

雖然此類型的研究議題大多是屬於語言學範疇的案例式研究，運用資訊系統大量應用此方法的

圖 1. 關鍵詞彙於特定文本中呈現的詞性組合發生頻率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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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尚罕見。然而在我們過去的研究中，依據這樣的概念對文本進行觀察，先以人工方式藉由

專家知識及利用資訊平台的互動式查詢功能，於文本中提取出較為符合的關聯案例，並逐筆將案例

及對應的文本情境於平台中記錄下來，接著再以資訊工具及統計方法，分別以量化考量的出現頻率

以及質化考量的具體意義這兩種角度同時審視句型範例以及可能歸納出來的模式。錯誤! 找不到參

照來源。所示的詞性組合發生頻率網路圖，各標示詞性的節點代表了該文本中各種符合該詞性的詞

彙，並與其他的詞彙共同發生的次數 (collocation)，連結所標示的數字即為基於整體發生次數正規

化後的發生頻率值。 藉由這種半自動化的方式，同時考量人事物之具體意涵，以及統計量上的顯

著性，可反覆施行相同的處理原則於同一個史料文本中，藉由每一次已建立出的模式規則，再進而

從文本中探索搜尋出更多相關的模式規則，最後可彙整出與模式對應之情境、語句片段，最後得到

條列命令式語句、行為動作或情感抒發、立場主張要求陳述三項語意概念，如附表 1 所示。 

 

表 1. 論述語句語意概念及詞性共列規則範例 

4.3.3 字詞共現關係 (Co-occurrence) 

語意概念 論述語句範例 詞性共列規則 

條列式語句、 

命令式語氣 

查緝私煙(N)是(SHI)賣局職責(N)、私煙攤

販(N)是(SHI)生活所迫(V) 

N->SHI->N 

N->SHI->V 

行為動作、情感 

或情緒抒發 

協助(V)治安(N)、軍警(N)野蠻(V)、人民

(N)公憤(V) 

VN 

NV 

立場、主張、要

求、境況程度描

述 

(不)應(D)反抗(V)、應該(D)執行(V)、盡量

(D)協助(V)、(不)要(D)效法(V)、人民(N)

尤須(D)、本省人(N)希望(D)、要求(D)改

善(V)、(不)該(D)主張(V) 

DV 

DN 

ND 

其他較具意義 

語句形式 

修養(N)是(SHI)重要的(V)、 

中國(N)是(SHI)螞蟻(N)、 

奸匪(N)和(Caa)叛徒(N)、 

本省人(N)與(Caa)外省人(N)、 

省府委員(N)及(Caa)高階幹部 

NSHIV 

NSHIN 

NC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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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二二八事件台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 

中華日報 (本省人相關論述局部) 

共現關係是出自語言學用語，通常隱含有某種共同關係或是巧合的意義，或也可以是指某兩個一組

的詞彙一前一後出現 (且高於正常) 的次數。在語言學中的解讀中，字詞共現的關係越高往往意味著兩

個字詞的相關性越強，或是其具有一致的論述背景 (例如較高度的共變異一致性關係)。這裡要留意的是，

與在語言學中所謂的共列 (Collocation) 而言，共現關係關注的重點在於個別兩者之間的關係，而非兩者

出現時所指涉的意義。 

字詞共現關係若以關聯式網路來進行視覺化的呈現，或是取其較廣泛的定義 (例如人、事、時、地、

物交互的共現關係，而非語言學定義範疇)，我們可將這些實體所關聯的情況兩兩疊合構成一所謂的共

現網路 (Co-occurrence Network)，共現網路技術最早出現亦是應用在史料典籍上的資料分析，用事件或

圖 2. 共現網路建立流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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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概念意義的出現次數以及累計結果，突顯其相對之重要性 (Smadja and Mckeown, 1990; Pattel et al., 

1997; Doyle, 1962; Maron and Kuhns, 1967)。一個通用的共現網路建立流程如圖 2 所展示：首先為輸入

端的資料，需要先切割為一個個的共現單元 o (字詞)，依據共現的語境範圍 (context) 建立共現索引 g，

接著我們依循指定的原則將這些字詞建立關聯子網路 g’ (可依單純的全連結方式，或是依循特定的權重

原則、連結規則)，接著我們再將這些已建立好兩兩連結的字詞進行疊合，將相同的字詞合併得到聚合

後的整體關聯網路 D，其中權重可累加或是轉換為比值，最後再依據一定的門檻來過濾相對較不重要的

資訊，篩選得到最終的字詞共現網路，其範例如圖 3 所示。 

 

4.4 社會網路分析方法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社會網路係源自於社會科學領域，本用以描述社會中之個人、群體或組織等物件與其他同屬物件之

間的關聯性；也可用於描述不同物件之間的關聯性。社會網路分析則是基於這些關聯性所構成的網路，

以多種方法加以分析出局部或是整體的特性指標，藉由特性指標試圖浮現出該網路所隱含的訊息，這些

方法中較常見的有圖論方法、統計方法、機器學習方法等。不同的方法以及不同的特性指標所分析得到

的資訊種類繁多，可依研究所要探討的目標進行對應之自訂或調整，藉由社會網路分析所得到的資訊則

例如群聚的強弱或數量、物件兩兩間比較之相似程度或是找出關鍵的連結或是物件等。早期(1950~1980)

社會網路相關的研究議題大致上是以小世界模型(Small Worlds)的實證研究及小世界現象的探索為主，例

如著名的小世界實驗、六度分離關係以及其他各種領域及範圍之探索實驗。中期(1980~1990)則是延伸早

期的諸多觀察結果以及初步的模型，應用到更廣泛的領域，例如以數學或物理模型描述社會網路的研究、

將社會網路模型應用到企業或市場甚至政策相關的流程等。然而現今(1990~)社會網路分析則是將此領域

劃分為三個層面，分別以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社會程序(Social Process)及心理學(Psychological)來

分門別類探討其相關之議題：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 層面：主要以網路結構及其數學模型來定義出

各種的網路結構，並探討網路中各物件之間的特性指標以及基於網路結構之邏輯特性。例如物件之機器

分群、機器分類或是相似性之計算等。近年來各研究領域的專家像是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在

充滿新知識的資訊時代與跨領域研究的崛起，許多學者在這樣的衝擊下，逐漸產生結合各學科領域研究

方法的思維，而社群網路分析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方法。 

實務上而言，社會網路分析的方法也依應用的程度而有較廣泛意義或較狹隘意義的區別，諸多社會

網路分析相關指標的特性亦同理。也就是說對於一社會網路分析任務，我們除了可使用像是中心性相關

之指標(degree、betweenness、closeness 或 eigenvector 等)、橋接性(bridge)或是群聚性(clustering coefficient)

來衡量基於網路結構的特性強度外，也可依據資料本身的特性來定義基於不確定性的關係權重值、或是

基於較上層概念意義之關聯性，進而將各部分之指標或功能匯集為一個整體的系統流程，以便於分析結

果的產生及觀察。而其中時間單位(granularity of time)、時序概念(temporal)亦是建構社會網路的觀察模型



 21 

時必須要考量的重要量化因素。 

以資訊科學領域角度而言，對大量文字資料的計算所發展出的技術，包括資訊檢索、資訊擷取、文

字探勘、自然語言處理等。這些技術在不同面向、不同層次對大量文字的搜尋取用、檢視分析、組合轉

化等，提供了許多有用的工具，讓巨量文字資料可以被有效的操作處理，找出隱藏在其中的重要資訊。

然而若以社會網路分析技術角度切入，則應著重於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群體的形成、個體在群

體中所扮演角色等之觀察與發掘。大量文字中的人、事、時、地、物等，或是主題關鍵詞所代表的重要

概念，都可視為社群網絡中的個體，可以被客觀的檢視分析其在大量文字脈絡中的相互關係，並更進一

步以網絡型態呈現其群聚與離散現象。若再加入時間變化的資訊，更可以觀察脈絡與聚合紋理的動態演

化。因此，社群網絡分析技術對於人文研究而言，代表著一種能建立更立體的資訊空間的能力，在以個

體與相互關係所建構的網絡中，捕捉了大量文字內容中人事時地物與概念彼此連結的脈絡紋理，讓研究

者能同時以巨觀與微觀層次觀察分析。 

五、 研究方法 

以文字符號為主體的文本史料其中常常蘊含了相當豐富的人事物面貌，且往往具有深遠的影響力，

然而若以符號學中的所指及能指的觀點來觀察這些人事物的樣貌，會發現這些史料文本中的描述或指涉

(所指)卻常常不是那麼容易能直接被觀察到，因其描述的方向及背景往往涉及了更龐大的背景知識或稱

一共通知識體，而這樣子的知識往往也繼承了當時代的社會精神，這種背景知識需求對於時空迥異的文

史分析者或觀察者而言更是難以一目了然的。有鑑於此，本研究將以社會科學及資訊科學的角度切入，

佐以歷史學者的專家意見，將文本史料視為一具體而微之社會系統，逐步建立出此系統中特定人、事

及物等個體間連彼此的結關係，以量化方法輔助質化分析定義其互動行為與結構特徵，除了找出關

鍵角色(actor)個體以外，更以其為基礎，利用量化方法找出與該角色相關的物件(social position)，

亦能找出由角色及其相關物件所構成的群集(community)，再進而以質化分析方式歸納出其較上層

的社會意涵 (social role)，此部分不光是針對單一關鍵角色，或是由多個角色及物件所構成的群集，

我們也都能藉由質化分析的方式給予其特定的社會意涵，意即利用較具普世價值意義的符號，用以

指涉文本史料中特定或是局部範圍的人事物關聯情境。更進一步，繼承文本史料自身所記載的時間

屬性，我們亦可追蹤觀察甚至預測其局部或整體變化。對於這樣的需求，我們以量化分析開始進行

探索，而根據文獻方法中，社群網絡分析則提供了一個適當的系統描述模型與內部檢視分析方法。 

社群網絡分析及應用必須考慮三個研究設計上的基本元素：角色(actors)、關係(relations)與內容、

資料分析層次。角色的確認應為設計社群網絡分析應用的第一個步驟，研究者必須選擇與決定適當

的角色單元與群體範圍的社會情境(context)，並找出與其相關之其他單元，構成所謂的關係

(relations)，兩兩之組合即構成了一個社群網絡。所謂的”角色”，可以是自然人、事件、行為或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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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物件;而所謂的”關係”，則可以是任一程度之行為行使、從屬、包含、對立、因果等等相關。”

關係” 以關聯式網路的觀點而言，是一組個體(dyad)之間的某種接觸(contact)、關聯(connection)、

聯繫(tie)。”關係” 可以是有方向性的或無方向性的(directed / undirected)，亦可是有權重或是無權重

的(weighted / un-weighted)。在方向性的關係中，其中一個個體是關係的發動者(initiator)，另一個個

體則是關係的接收者(receiver)。無方向性的關係中，兩個個體之關係相互存在發生。關係不是任一

個體的特徵，而是兩個個體的共同特徵，只有在兩個個個體維持它們的聯結時存在，因此藉由角色

及關係的堆疊與加入，再經由合適的量化分析方法及合適的模型設計下，我們可以窺見該情境下個

體之間與團體之間的各種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及社會意義(social role)，且透過模型在視覺上呈

現其關聯式的網絡結構。社群網絡的分析，也可考量以各種角色為出發，解釋個體或所屬群體的社

會位置、社會意義，於量化分析或是質化分析結果的異同之處。 

以關聯式網路的角度而言，進一步我們可以探討其中角色所代表的案例有哪些，其所屬的情境

又有哪些，而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又有哪些，而角色與角色之間所形成的群集有哪些，若將群集

視為是一更大的群集角色，則此群集角色與其他群集角色之間的異同具體的意義又是甚麼。本研究

整理在關聯式網路的情況下，各角色之間的概念關係以微觀角度而言大致上可區分為以下各種：相

關(relationship)、類似(similarity)、相同(equivalence)、包括(inclusion)、從屬(superiority / subordination)、

競爭(competition)、凝聚(cohesion / adhesion)、合作(cooperation)、衝突(conflict)、社交性(sociability)、

中心性(centrality)、權力(superiority / authority)等等; 而以群體與群體之間關係的巨觀角度而言，就

有例如像是團結性(solidarity)、社群(community)、群集性(inter-group /intra-group)、社會位置(position 

/ analogy)等。同一種關係的內容亦可出現於不同的情境中，例如，在政府、軍隊、企業、宗教等

團體組織中都會出現的上位與從屬關係；而相同的情境也往往展現出不同的關係內容，如合作與競

爭出現於經濟利益及權力追求。種種關係面向在研究分析上有不同的意義。關係型式是個體關係的

特徵，除了質性上的意義外，亦包括量化分析下兩者間互動的強度、頻率及方向，而無關於特定關

係內容。關係內容則是關係發生的實質原因，基本的關係內容包括交易、通訊、參與、幫助、情感、

權威/權力、親屬等。 

 

 

 

 

 

 

 

本研究以文本資料自身蘊含的資訊為基礎，以人文精神為依歸，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索其中人、

史料文本 

前處理及電子化 

領域專家 

後分類資訊標註 

初期統計分析 

及關鍵詞彙篩選 

中文斷詞 

及詞彙聚合 

關鍵論述關聯式

網路建立 

量化參數調整及

視覺化呈現 

量化分析及 

質化分析 

具體意涵之史料

文本觀察結果 

圖 4.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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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以及之間的關係型態，並經由個體的確認後、再探索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類型、以及探索

個體匯集成為的群體、再觀察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類型，整體研究流程規劃如圖 4 所示。本研

究主要目標為開發一數位史料文本觀察及實驗平台，藉由匯入已整理完成之史料文本電子全文，經由領

域專家利用統計工具進行後分類資訊標記及初步統計篩選作業後，再指定期望探索之角色(actor)、及各

種探索相關的參數，作為史料文本探索的出發點，即可以半自動化方式產生具有特定意義之社會網路視

覺呈現以及量化分析結果。 

然而本計畫若以整體的目標觀點來審視可能的分析結果，希冀能達成的乃是藉由資料本身出發，利

用各種分析的工具經由各種角度及深度的逐步探索過程，匯集形成一具有更上層事物具體概念意義的觀

察結果。此等精神不光是將資訊工具作為史料文本的資訊發掘工具外，更進一步將有意義的資訊再次彙

整成為較具有人文意涵的結論。而對應到資料及資訊技術銜接的部分，本研究經由文獻探討也歸納得知

資訊科學領域過去於此類型議題的研究及探討大多是屬於連結型態的統計分析(tie-based analysis)，較傾

向於盡量將原生質性的多樣性馭繁於簡，並在化約的質性範圍內執行量化的分析觀察；相較於人文、社

會及心理範疇通常採用以關鍵角色為導向的研究類型(actor-based analysis)顯然是很不同的，以關鍵角色

為依歸的研究較傾向於突顯個體質性間的相對異同之處，而不單純以量化的方式來化約觀察結果。也因

此，本計畫不光僅僅只是利用資訊科學作為工具及手段來發掘史料文本其中蘊含的資訊，更希冀所發掘

到的資訊應要能回歸史料文本中以彰顯出關鍵角色的人文價值及文史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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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史料文本資訊探勘實驗平台 

 

 

 

 

 

 

 

 

 

 

 

 

 

 

 

 

 

 

 

本研究綜合以上所述各項基本精神，開發出一個以文本資料自身蘊含的資訊為基礎，並以人文精

神為依歸，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索其中人、事、物之間關係的實驗平台。此系統可藉由電子化後的

文本以及文本專屬的後分類資訊，經由多項可變動的探索參數給予，不但可產生較符合人類觀察習

慣之視覺化關聯式網路呈現成果，亦可產生數種較具有實質意涵的量化指標，以供文史研究或觀察

者交互比較各種角度及情境下，史料文本資訊所呈現出不同樣貌的可能。圖 5 為本研究開發的實

驗平台整體網路圖。其中包括了數個主要的處理程序，分別說明如下： 

5.1.1 史料文本電子化及領域專家學者後分類資訊彙整 

此階段的處理程序為承接來自紙本史料文本之首要階段，包括了需要較多繁複人工處理的紙本電子化

以及校對工作，亦包含了文章欄目的過濾及後分類過程，用以確保用做後續分析用的電子文本資料的品

質符合需求，然而此部分亦可基於專家的建議，建立與文本相依之別名關聯地圖(alias map)，此外加的

  

圖 5. 史料文本探索平台總資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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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資訊可用於後續資訊檢索時的查詢擴展(query expansion)以改善召回率(recall)。 

5.1.2 斷詞及初步統計分析及篩選 

此階段的主要工作為篩選出較為關鍵的詞彙，並刪減掉文本中屬於冗贅的資訊（例如前贅或後贅的聲

明、宣告、版權文字、或是廣告、符號、亂碼或不相關字元），並進行必需的編碼轉換作業，以減輕後

續關聯式網路建立時及分析時可能出現的雜訊(noise)，最後再利用統計方式提供關鍵詞彙的建議排序。

由於本研究目前選定分析的案例文本皆屬於中文，且行文方式亦屬於白話文，因此需要先進行斷詞以及

詞性標記的工作(part-of-speech tagging)，方可便利後續的腳色及物件關聯操作。而此階段的程序亦提供

一前置之文本檢索工具，供以反覆檢驗文本的各個區段，除協助更有效的前置處理雜訊過濾外，更可協

助從大量的詞彙中過濾出較具有意義的詞彙。 

5.1.3 目標議題導引之關聯式網路建立模型：Anchor-n-Gram 

根據文獻顯示，過去應用資訊技術於史料文本資訊探索上通常較傾向於資料整合以及利用統計量化分

析方法從數量多寡、比例或是浮現顯著程度的角度來呈現應用的成果，然而本研究認為，量化方法來審

視關聯性於數量上的比較(tie-based model)，往往需要先取得大量且與探索目標有相關的文本資料，且以

數量多寡來浮現意義也往往容易造成弱關聯性被忽略的問題(weak-tie)，因此本研究亦採納過去較屬於社

會、心理研究領域之質化方法，即應看重每一個人、事、物的相對存在意義，進一步考量匯集了多種關

聯性的角色屬性(actor-based model)議題，將角色的各種關聯的關係視為是一種社會位置(social position)

的呈現，再進而比較角色與角色之間、社會位置與社會位置之間異同之處所形成的社會角色(social role)。

對應到史料文本的環境中，此概念的實行即應以較具意義的關鍵人、事、物等概念詞彙作為起點進行資

訊擷取及關聯探索，再逐步將結果呈現出來。 

本研究基於此概念，開發了一以目標議題導引之關聯式網路建立模型(Anchor-n-Gram )，以人、事、

物等概念詞彙作為起點進行資訊擷取及關聯探索，其中並考量斷詞的結果往往會將原本較具有意義的詞

彙分解打散成為最基本的詞彙單元(part-of-speech)，以便能夠進行詞性標註(tagging)，然而這種基本的詞

彙單元其實若建構出關聯式網路的話，則會顯得呈現的意義太具有普世性(generic)，而無法充分反映該

文本於論述中試圖描繪的情境(context)，有鑑於此，Anchor-n-Gram 考量以詞性標記為基礎，建立了詞

彙重整併機制，將已被分解成為單元的詞彙經由自然語言的規則性，再次整併為一較完整且指涉較為精

確的詞彙。圖 6 呈現的為本研究提出 Anchor-n-Gram 的標準處理流程，輸入的資料為已經經過斷詞處

理後的文本，輸出的資料為詞彙關聯式網路，並可供作後續網路結構的量化分析、視覺化網路呈現、或

是較上層質化意義的解釋用途。 

Anchor-n-Gram 的標準處理流程除了可向前介接來自前端處理好的斷詞後電子文本，已可向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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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進行後續的質化分析、量化分析及視覺化呈現等成果輸出，模組化的設計以及多項可調整參數，亦

可視為是一個應用程式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具有介接前後端不同來源及用途的

使用彈性。在本Anchor-n-Gram 的處理程序中，首先我們必須先指定一個欲觀察的關鍵角色，此角色可

以是任何有興趣的議題詞彙、人名、事件名稱、或時間、地點、物件等等以中文詞彙方式呈現的概念(Step 

1) ；再依據此詞彙則可於文本中提取相關的論述片段(discourse snippet)，視為與該腳色相關之情境

(context)(Step 2~3) ；而因為前置斷詞程序的結果，會將詞彙拆解至詞彙意義的最小單元，我們需要再進

一步將有意義的單元加以整併，以便能更具體呈現屬於指定概念於該情境下的樣貌。 

 

 

 

 

 

 

 

 

 

 

 

 

 

 

 

 

 

 

 

此部分將會牽涉到與自然語言及文本相依的行文模式，通常這可於領域專家學者後分類資訊彙整階

段(5.1.1)建立論述語句模式相關資訊，再於初步統計階段中利用資訊工具統計彙整得到合適的詞性模組

(5.1.2)，而遵循此語句模式以迭代方式整併至收斂為止，即可獲得較具有意義之詞彙整併結果(Step 4~5) ；

接著我們可藉由量化曲線函式(spline function)，針對已給予的權重進行數值的重新量化或是平滑，在各

論述片段及片段自身所產生的詞彙節點及關連依據相同的節點加以疊合之後(合併、累加)(Step 7~8)，對

於接下來要進行門檻篩選會有平滑的作用，可避免在調整參數的過程中一次篩選掉太多資訊(Step 6、9)。

在此 Anchor-n-Gram 的處理程序中尚會牽涉到數項內部可調控的參數及常數，此部分的操作依程序類

Step 1: 接收斷詞且已標記詞性的電子文本，並給定一關鍵詞彙做為欲進行觀

察的關鍵角色； 

 (參數：Actor / Anchor 詞彙) 

Step 2: 依據給定的關鍵詞彙連續地於文本中取得關鍵論述片段； 

(參數：論述文字探索範圍)  

Step 3: 於論述片段中篩去無意義的詞彙(詞性)； 

Step 4: 依據 Anchor-n-Gram 詞性規則模式給予後設詞性標記； 

(參數：詞性模組類型)  

Step 5: 依據詞性模組的規則將符合的詞彙兩兩建立連結； 

(參數：詞性最大關聯範圍、最大迭代次數)  

Step 6: 依據詞彙關聯的距離多寡，以及量化曲線給予權重； 

(參數：量化曲線函式 spline function)  

Step 7: 於單一片段中取得的詞彙關聯組，疊合成為區域性的詞彙關聯式子網

路，並於逐個將各個片段中重複進行相同操作； 

Step 8: 將所有詞彙關聯式子網路加以疊合，取得匯集後的網路節點、關聯資

訊、權重資訊； 

Step 9: 依據需求進行權重篩選 (tie-based filtering) ； 

       (參數：連結強度權重門檻值)  

Step 10: 關聯式網路構建完成。 

圖 6. Anchor-n-Gram 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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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別說明如以下各項： 

5.1.3.1 Anchor-n-Gram 後設詞性標記及具特定意義之詞性規則模式 

於本章節 5.1.2 關於中文字斷詞及初步統計篩選程序的運作說明裡，提到此部分主要工作是為經

過中文字斷詞的程序後，利用統計方法依依據量化數值進行排序，以篩選出較為關鍵的詞彙，並藉以輔

助決策刪減掉文本中屬於冗贅的資訊（例如前贅或後贅的聲明、宣告、版權文字、或是廣告、符號、亂

碼或不相關字元），並進行必需的編碼轉換作業，以利後續關聯式網路的生成效率以及避免網路結構量

化計算中可能的雜訊。 

然而以斷詞(word segmentation)以及斷詞的工具而言，不論方法或是結果的品質如何，我們首要的需

求即是它能夠將一段自然語言的文字加以分解到以單一詞性為單位的字詞，再者即為詞性標記代號命名

的精細度以及精確程度，因此基於此兩點考量，再外加工具本身的易取得及易使用特色，本研究以中研

院提供的中文斷詞系統 CKIP作為提供此兩種資訊的工具。然而，斷詞程序往往傾向將詞彙拆解至詞彙

意義的最小單元，以單一詞性的方式呈現，因此倘若用種基本的詞彙單元其實若建構出關聯式網路的話，

則會顯得呈現的意義太具有普世性(generic)，而無法充分反映該文本於論述中試圖描繪的情境(context)，

因此我們需要再進一步找出有意義的字詞單元加以整併，還原成為原本較具有意義的字詞形式(例如複

合名詞、動名詞詞組)，以便能更具體呈現原屬於文本情境中要表達的意義。因此，於圖 4 的範例中我

們可看到文本史料經過關鍵詞彙 “外省人” 進行篩選及節錄之後的情境論述，接著依據事先整理好的具

意義詞性規則加以標記並整併，最後成為較具有意義的詞彙單元。其中所謂 ”具意義詞性規則” 往往是

與領域知識、自然語言的結構、以及與時代背景相關的影響所構成的，我們通常可利用專家的知識以人

工方式整理出這樣子的規則，而逐步整併的過程亦可利用資訊科學中迭帶演算法方式 (recursive dynamic 

programming) 實行，依據規則表的查詢將詞彙整併至無法再整併，即視為達到收斂的狀態。而由整併的

過程我們需要用到的詞性標記是來自斷詞及進行詞性標記後的命名而來，因此為了整併過程的迭代以及

結果的儲存，我們必須另外設計並給予合適的命名，用以涵蓋此一系的設計概念，本研究所設計的詞性

標記命名方式與以中研院CKIP斷詞系統標記對應的狀況如表 2 所示，其中Anchor-n-Gram詞性標記亦

已應用於圖 7 中最後二個文字區塊的詞性標記中，其餘欄位分別標示了CKIP斷詞系統使用之詞性標註，

以及分類之詞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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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採用的Anchor-n-Gram詞性標記是架構於 CKIP詳細標記以及精簡標記之上的後設詞性

標記，可賦予已分類之詞性更上層且更概念層級的操作可能性，亦允許符號層級的運算操作(data 

abstractions)。在本研究的階段研究成果中，我們從文獻中以及史料文本的觀察中，可以確認道以

名詞以及名詞詞組為主的合併操作通常可得出更具有特定意義人、事、物概念，例如：”省府”(Nc) 

及 ”委員”(Na) 各自分屬於一較廣泛意義的名詞詞彙，倘若我們各自以此兩詞彙進行出現頻率的統

計或是與其他論述物件的關聯探索，甚至以此為詞彙單元來建立詞彙關聯式網路，則會遇到因其解

釋性太廣，而較無法看出其具體意涵的問題，因此我們經過觀察可得知當名詞與名詞比鄰出現時，

應當要能夠合併起來成為一個意義較完整的名詞，也就是應為 “省府委員”(N+N)，較可明確的還

原原始文本欲表達的意義。 

二二八事件不單是本省不幸，是整個中國的不幸，臺胞須要知道不論內外省人，

都是中國人，我極度的忍耐，發表不追究肇事責任者外，亦要釋放犯人，由此就

可知我愛護臺胞的心志 

二二八事件(Nb) 不單(Da) 是() 本省(Nc) 不幸(VH) ，(COMMACATEGORY) 是(SHI) 整個(Neqa) 中國

(Nc) 的(DE) 不幸(VH)，(COMMACATEGORY) 臺胞(Na) 須要(D) 知道(VK) 不論(Cbb) 內(Ncd) 外省人

(Na) ，(COMMACATEGORY) 都(D)是(SHI) 中國人(Na) ，(COMMACATEGORY) 我(Nh) 極度(Dfa) 的

(DE) 忍耐(VJ) ，(COMMACATEGORY) 發表(VC) 不(D)追究(VE) 肇事(VA) 責任(Na) 者(Na) 外(Ncd) ，

(COMMACATEGORY) 亦(D) 要(D) 釋放(VC) 犯人(Na)，(COMMACATEGORY) 由(P) 此(Nep) 就(D) 可

(D) 知(VK) 我(Nh) 愛護(VC) 臺胞(Na) 的(DE) 心志(Na) 

二二八事件(Nb)  不單(Da) 是(SHI) 本省(Nc) 不幸(VH)  ，(COMMACATEGORY) 是(SHI) 整個(Neqa) 中

國(Nc) 的(DE) 不幸(VH) ，(COMMACATEGORY) 臺胞(Na) 須要(D) 知道(VK)  不論(Cbb) 內(Ncd) 外省

人(Na)  ，(COMMACATEGORY)都(D) 是(SHI) 中國人(Na) ，(COMMACATEGORY) 我(Nh) 極度(Dfa) 的

(DE) 忍耐(VJ) ，(COMMACATEGORY) 發表(VC) 不(D)追究(VE) 肇事(VA) 責任(Na) 者(Na) 外(Ncd) ，

(COMMACATEGORY) 亦(D) 要(D) 釋放(VC) 犯人(Na) ，(COMMACATEGORY) 由(P) 此(Nep) 就(D) 可

(D) 知(VK) 我(Nh) 愛護(VC) 臺胞(Na)  的(DE) 心志(Na) 

二二八事件(N)  (2) 本省(N) 不幸(V)  (2) 整個中國(N) (1) 不幸(V) (1) 臺胞(N) 須要(D) 知道

(V) (1) 內(N) 外省人(ANCHOR)  (1) 都(D) (1) 中國人(N) (1) 我(N) (1) 忍耐(V) (1) 發表

(V) 不(D) 追究肇事(V) 責任者(N) (2) 亦要(D) 釋放(V) 犯人(N) (3) 就可(D) 知(V) 我(N) 愛護(V) 臺胞

(Na) (1) 心志(N) 

將具有意義的詞彙加以整併 

建立具意義詞彙候選清單 

斷詞及詞性標記 

圖 7. Anchor-n-Gram 斷詞及具意義詞彙整併案例 

3/3 民報：學生代表訪長官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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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nchor-n-Gram 及中研院 CKIP 詞性標記 (已篩選) 

 

Anchor-n-Gram 

詞性標記 

CKIP 

簡略標記 

CKIP 

詳細標記 
詞彙意義 

ANCHOR (無) (無) 
關鍵詞彙 

(使用者指定) 

N 

N Na 普通名詞 

N Nb 專有名稱 

N Nc 地方詞 

N Ncd 位置詞 

N Nd 時間詞 

N Neqa 數量定詞 

V 

Vi VA 動作不及物動詞 

Vt VAC 動作使動動詞 

Vi VB 動作類及物動詞 

Vt VC 動作及物動詞 

Vt VCL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Vt VD 雙賓動詞 

Vt VE 動作句賓動詞 

Vt VF 動作謂賓動詞 

Vt VG 分類動詞 

Vi VH 狀態不及物動詞 

Vt VHC 狀態使動動詞/ 

Vi VI 狀態類及物動詞 

Vt VJ 狀態及物動詞 

Vt VK 狀態句賓動詞 

Vt VL 狀態謂賓動詞 

Vt V_2 有 

A A A 非謂形容詞 

D ADV D 副詞 

S T DE 的、之、得、地 

SKP (無) (無) 非選擇範圍以外之任意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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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拓展這樣子的觀察方式，則像是”法制”(Na)”委員會”(Nc)”委員”(Na)這類兩個以上比鄰

的名詞也應當要合併為 “法制委員會委員”(N+N+N)；而像是 ”重要”(VH) “幹部”(Na) 、”煽惑”(VC) 

“人心”(Na)、”離間”(VC) “情感”(Na) 等等這類前贅有各種形式動詞用以修飾後方比鄰名詞的詞彙，

則亦應該合併為 “重要幹部”(V+N)、煽惑人心(V+N)、離間情感(V+N)；而動詞前後贅有名詞者應

視為主詞(名詞)行使動作(動詞)於受詞(名詞)，像是 “外省人”(Na) ”看不起”(VJ) “本省人”(Na)，則

可組合成為 外省人看不起本省人(N+V+N) 此一較擁有具體概念的詞彙；屬於連續比鄰之動詞詞彙

者往往也用來更具體描述像是行為、動作或是情感的意義，然而亦必有前後贅一名詞作為此意義的

承載對象，例如：”公路局”(Nc) “接收”(VC) “歸併”(VJ) “營業”(VA) 可整併成為 公路局接收歸併營

業(N+V+V+V)、”死者”(Na) “優於”(VJ) “撫卹”(VC) 則整併為 死者優於予撫卹(N+V+V)。 

 

表 3. Anchor-n-Gram 詞性合併規則 

 

 

 

 

 

 

 

 

 

 

 

 

 

 

依此類原則類推並進行反復迭代操作，同時一面觀察修正，方能藉由離散詞彙具規則的整合程序，

解決文本經過斷詞後詞彙及概念破碎的問題，並還原出較符合原始論述中本應呈現之人、事、物樣

貌。本研究整理藉由實驗平台探索並加上人工判斷後得到的各種詞性合併規則如表 3 所示，分別

以詞組合併後的類型以及基於 Anchor-n-Gram 上層詞性標記(表 2)的運算方式。惟上述合併程序的

說明中，所提及關於詞彙之間的 ”比鄰” 定義其實並非一定是代表兩個詞彙要在一起前後出現才算

符合，若以較寬鬆的合併原則來看，我們亦可考量兩兩詞彙之間的距離因素，意即它們之間若有其

他類型詞彙出現，則此類出現的詞彙量可視為是該兩詞彙之間的距離，並可依據一定的門檻加以合

併，概念意義上及文字呈現上可視為是一體的詞彙，然而此一較寬鬆的設定因為屬於有向性且具權

詞組合併類型 
Anchor-n-Gram 

上層詞性標記運算 
概念意義 

名詞類型 

N+N 

V+N 

A+N 

更精確或更特定的人、事、

物、狀態詞彙。 

動詞類型 

V+V 

N+V 

A+V 

更強烈或更為明確的立場、

行為、要求、主張等詞彙。 

助詞類型 

N+S 

V+S 

D+D 

D+N 

V+D 

D+V 

於數量上、程度上、層級上

進行修飾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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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關聯式網路連結建立原則，這部分的操作我們將於 “詞性模組規則的建立及選擇” 此小節

(5.1.3.2)來另外詳述。 

5.1.3.2 詞性模組規則的建立及選擇 

當自然語言在進行某個議題的論述，並以文字的方式呈現時，於文法或是句型的特徵上往往都

有一定的規則可依循，尤其當句子越短時，這類規則的表達會越能突顯，且其中較具有意義的片語

往往發生於名詞相關聯的詞彙中。而對於較長的句子或是論述文字片段，在分析時我們則需要鎖定

關鍵的詞彙後，以堆砌的方式(bottom-up)從共現、關係的角度去審視該情境所要表達的具體意義究

竟為何，然而在關鍵論述語句的文獻中，我們可看到已經有各式各樣的詞彙意義以及於自然語言發

生的形式、規則被整理出來，大致上不論何種共現及關係的型態，我們可區分為是屬於 Inference (推

論)、Positioning (立場)、Representation (陳述) 這三種較上層的關聯意義形式，而若考量較底層，

兩兩詞彙之間的關聯類型時，我們可整理得到大致有以下數種概念層級的關聯類型：相關(relation)：

類似(similarity)、對應(correspondence)、相同(equivalence)、認為(subjective correspondence)；包括

(inclusion)：成員(member)、組成(composition)；對立(opposition)、相異(difference)、前因(origin)、

後果(product)等等類型。 

 

表 4. 論述語句概念及關聯規則 

 

語句形式 句型範例 詞性模式 

條列式語句、 

命令式語氣 

查緝私煙(N)是(SHI)賣局職責

(N)、私煙攤販(N)是(SHI)生活所

迫(V) 

N->SHI->N、 

N->SHI->V 

行為動作、 

情感或情緒抒發 

協助(V)治安(N)、軍警(N)野蠻

(V)、人民(N)公憤(V) 

VN 

NV 

立場、主張、要求、

境況程度描述 

(不)應(D)反抗(V)、應該(D)執行

(V)、盡量(D)協助(V)、(不)要(D)

效法(V)、人民(N)尤須(D)、本省人

(N)希望(D)、要求(D)改善(V)、(不)

由(D)人民(N)、(不)以(D)言論

(V)、(不)該(D)主張(V)  

DV 

DN 

ND 

其他較具意義 

語句形式 

修養(N)是(SHI)重要的(V)、 

中國(N)是(SHI)螞蟻(N)、 

奸匪(N)和(Caa)叛徒(N)、 

本省人(N)與(Caa)外省人(N)、 

省府委員(N)及(Caa)高階幹部 

NSHIV 

NSHIN 

NC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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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依據這樣的概念進行觀察，先以人工方式藉由專家知識及利用資訊平台的互動式查詢功

能，於文本中提取出較為符合的關聯案例，並逐筆將案例及對應的文本情境於平台中記錄下來，接

著再以資訊工具及統計方法，分別以量化考量的出現頻率以及質化考量的具體意義這兩種角度同時

審視句型範例以及可能歸納出來的模式。藉由這種半自動化的方式，同時考量人事物之具體意涵，

以及統計量上的顯著性，可反覆施行相同的處理原則於同一個史料文本中，藉由每一次已建立出的

模式規則，再進而從文本中探索搜尋出更多相關的模式規則，亦同步彙整出與模式對應之情境、語

句片段。其中以案例方式來呈現這樣子的資訊，大致上我們可分為條列命令式語句、行為動作或情

感抒發、立場主張要求陳述三項語意概念，如附表 4 所示，其中的句型範例及來自於所欲探索的

史料文本中所呈現符合的語句，且已經過自動化意義詞彙整併的程序，因此句型中的單元詞彙會以

較具有意義的詞彙呈現，而非通常斷詞後呈現意義較為破碎且片面的詞彙。根據本研究後設之詞性

標記，我們可以歸納出數種相對於不同語句形式以及句型範例的詞性模式，可做為進行進一步觀察

的利基。 

 

 

 

 

 

 

 

 

 

 

 

 

 

在掌握了從文本中觀察歸納得到的數種語句形式及模式後，我們即可以程式自動化的方式，於

任意指定的文本中進行模式的比對作業，並可依符合的程度來篩選或修正成為最後合適的模式。圖 

8 所示的詞性組合發生頻率網路圖，各標示詞性的節點代表了該文本中各種符合該詞性的詞彙，並

與其他的詞彙共同發生的次數(collocation)，連結所標示的數字即為基於整體發生次數正規化後的

發生頻率值。當我們指定了關鍵詞彙(ANCHOR)以及詞性模式之後，我們就可以從文本中依據符合

的次數，建立出與該文本相依之詞性關聯發生頻率圖，唯一般情況下比對的模式以及符合的狀況

(instance)會更繁複且多樣，因此我們必須要設定一定的門檻來篩選，以挑選出較具有意義且發生頻

率亦較高的詞性模式，保留下來供後續採用。 

圖 8. 關鍵詞彙於特定文本中呈現的詞性組合發生頻率網路圖(已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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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3 子網路關連權重的建立以及量化曲線函式 (spline function) 

本研究所提出的 Anchor-n-Gram 方法中，亦包含了詞彙關聯式網路的建立 (lexical semantic 

network) 程序，然而從一開始的史料文本、電子化文本、關鍵詞彙確認、詞彙聚合以及關聯建立，

以至於後期的詞彙關聯式網路，這樣子的流程往往僅是一種概念上的程序，實務上的做法則變異非

常大，依據不同的需求可以調整的處理方式眾說紛紜，然而總而言之相同的關鍵不外乎需要將原始

的文本單元化(tokenization)，各單元依據指定的原則連結後，再藉由共現網路的方法(co-occurrence 

network)，逐步將最終的網路聚合出來。 

 

 

 

 

 

 

 

 

 

 

 

 

 

一個通用的共現網路建立流程如圖 9 所展示：首先為輸入端的資料，需要先切割為一個個的共現

單元(例如一定量伴隨出現的字詞組合)，接著我們依循指定的原則將這些字詞建立關聯(可依單純的

全連結方式，或是依循特定的權重原則、連結規則)，接著我們再將這些已建立好兩兩連結的字詞

進行疊合，將相同的字詞合併，權重則可累加或是轉換為比值，最後再依據一定的門檻來過濾相對

較不重要的資訊，篩選得到最終的網路。 

在本研究中我們依據這樣子的原則，在以關鍵詞彙出現為中心的論述語句片段中，擷取前後一定字

數範圍作為與關鍵詞彙相關之論述片段(snippet)，透過詞性模組的篩選及重整後(5.1.3.2)，於每一個

論述片段中，即可獲得例如圖 10 這樣子的詞彙單元關聯清單，每一列的詞彙關連皆考慮了符合我

們所指定的關鍵詞彙共現範圍，以及詞性模組的關聯規則，並考量詞彙之間的距離加權(以兩兩詞

彙之間不採納的字詞數量，視為距離，接著換算為權重：例如符號、全形數字字元等等)。 

 

圖 9. 共現網路建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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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數值重新取樣函式(spline function) 

 

 

 

 

 

 

 

 

 

 

 

 

 

 

權重是一種表示相對於欲觀測標的偏好程度之量化標示，而通常將距離換算為權重的方式一般

是利用數值方法，將數值經過一個數值取樣函式(spline function)，將原數值依據線性原則轉換為另

一個相對應的數值，以獲得數值上為了突顯或是為了平滑的效果，這樣子的方法常常應用數值在圖

形上的呈現(data visualization)，亦是因應人類在觀看資訊時於視覺上及概念的接收上較無法一次太

全面接受太大量資訊的狀況，因而需要將較顯著的或是較重要的資訊能夠標明出來。 

 

 

 

 

 

 

 

 

 

 

圖 11 為一般常見的數值重新取樣二項式函式，以實用上效果來看，(c)具有較佳的重點呈現以

及過濾效果，而(a)次之，(b)的突顯效果及過濾效果則最為嚴苛，較適用於非常大量的資訊呈現情

境。本研究則主要採用(c)此種數值模式及其變形，作為權重給予的數值機制。圖 10 的詞彙共現關

聯範例中，也於每兩兩關聯詞彙的後方標註了該組詞彙彼此之間的距離，以及使用數值取樣函式轉

傷亡的(V) -> 人(N) (distance: 1 ; weight: 1) 

傷亡的(V) -> 公教人員(N) (distance: 4 ; weight: 0.6242) 

人(N) -> 公教人員(N) (distance: 3 ; weight: 0.677) 

人(N) -> 人民(N) (distance: 5 ; weight: 0.5886) 

公教人員(N) -> 人民(N) (distance: 2 ; weight: 0.7686) 

公教人員(N) -> 本省人(ANCHOR) (distance: 5 ; weight: 0.5886) 

公教人員(N) -> 外省人(N) (distance: 7 ; weight: 0.542) 

公教人員(N) -> 不分(V) (distance: 4 ; weight: 0.6242) 

人民(N) -> 本省人(ANCHOR) (distance: 3 ; weight: 0.677) 

人民(N) -> 外省人(N) (distance: 5 ; weight: 0.5886) 

人民(N) -> 傷者給以治療(N) (distance: 7 ; weight: 0.542) 

人民(N) -> 不分(V) (distance: 2 ; weight: 0.7686) 

不分(V) -> 本省人(ANCHOR) (distance: 1 ; weight: 1) 

不分(V) -> 外省人(N) (distance: 3 ; weight: 0.677) 

本省人(ANCHOR) -> 外省人(N) (distance: 2 ; weight: 0.7686) 

本省人(ANCHOR) -> 傷者給以治療(N) (distance: 4 ; weight: 0.6242) 

外省人(N) -> 傷者給以治療(N) (distance: 2 ; weight: 0.7686) 

外省人(N) -> 死者優於予撫卹(V) (distance: 4 ; weight: 0.6242) 

傷者給以治療(N) -> 死者優於予撫卹(V) (distance: 2 ; weight: 0.7686) 

(a) y = x / 1                        (b) y = x^2 / 1                    (c) y = log(x^3) / 1 

圖 10. 詞彙共現關聯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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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後得到的權重值。 

 

圖 12 所呈現的詞彙關聯式網路圖即是繼承圖 10 之詞彙共現關聯範例所建立出的子網路視覺

呈現結果。此具方向性以及權重的詞彙關聯子網路不但納入考量了與關鍵詞彙共同出現的相關詞彙，

亦透過具意義詞彙之聚合程序以及合適之詞性組合篩選，並考慮詞彙之間關連的距離以及權重，於

此中繼的階段產生出此一較具有具體意義蘊含於其中的詞彙關聯子網路圖。 

 

 

 

 

 

 

 

 

 

 

 

 

5.1.4 關係意義分析模組 

當詞彙的關聯式網路逐步由子網路疊合，並藉由合適的門檻值篩選浮現的程度而得到最終的網

路時，我們便可以援用社會網路分析方法中的各種基於節點、連結屬性所發展出來的量測演算法，

進行量化的結果觀察。然而，過去於資訊科學領域中基於圖形結構或是綜合統計觀點所發展的方法

中，常常會有難以解釋符合常理，較無法容易被人接受的情況，這樣子的問題往往來自於這些量測

方法往往是針對一種較為片面而且具有一定限制(conditioned)的情境下的觀察，所提出來於數量上

呈現的樣貌，然而人類往往對一件事情的觀察或是觀感，都是來自於多種角度或是層級範圍所得出

來的結論，相較於計量方法聚焦於較底層資料的呈現特性，人類更善於接收具有較上層意涵且較為

整體的資訊。有鑑於此，本研究除了藉由 Anchor-n-Gram 詞彙關聯式網路模型以及其中數種凝聚、

連結較具有意義詞彙的方法，亦經由文獻以及案例的探討，選用了數種基於社會網路分析方法的測

量方法，並試圖藉由這些方法，從底層基於節點、連結等網路結構觀察的角度出發，銜接到較與本

研究選用之史料文本有相關之意涵、並且也符合人類接收資訊較傾向於整體的特性。 

本研究選擇的社會網路分析量測方式，主要是基於指定的關鍵議題(Anchor)的論述情境(context)

篩選下所得出的論述片段，所建立出來的網路結構為基礎，再依據計量的屬性不同區分為探討個別

 

圖 12. 具方向性及權重的詞彙關聯子網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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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與話題重要性質的中心性指標(centrality)、以及單個或多個話題所產生話題群集的群集探勘

(modularity)。因此這些方法所呈現的意義，皆是從屬於被挑選成為觀察目標之關鍵議題詞彙這樣

子的議題之下所發展的，這些方法的原理及概念意義分別說明如下一節以網路結構探勘與議題相關

之話題中 5.1.4.1。 

5.1.5 以網路結構探勘與議題相關之話題 

5.1.5.1 Degree Centrality (與議題相關之區域性主要話題) 

Degree Centrality 是整個網路中的單一個網路節點與其他節點的連結(tie)數量來計算得到的，在有

向性的網路中，此連結數量又可被分為是向外連結(out-degree)或是向內連結(in-degree)。廣義而言，節

點的連結數量往往代表了該節點相對於連結質性上於該網路區域性的重要程度，而已本研究的史料文本

為例，則代表了一個人、事、物於文本中被提及的程度，往往被提及越多數量的詞彙，會被視為是一個

主要的話題。 

Degree Centrality 的基本運作公式如下： 

假設我們有一網路圖 G，則 𝐺 ∶= (𝑉, 𝐸)𝑤𝑖𝑡ℎ |𝑉|𝑣𝑒𝑟𝑡𝑖𝑐𝑒𝑠 𝑎𝑛𝑑 |𝐸|𝑒𝑑𝑔𝑒𝑠，若要計算其中單一個節點 v

的Degree Centrality則定義為 𝐶𝐷(𝑣) = deg(𝑣)，而整體網路圖G的Degree Centrality 可藉由以下得到： 

其中 y
*、 v

*表示於G中具有最高 Degree Centrality 的節點，H則為基於節點 Y 最大可能的數值，則： 

𝐻 = ∑ 𝐶𝐷(𝑦∗) − 𝐶𝐷(𝑦𝑗)

|𝑌|

𝑗=1

 

 

𝐶𝐷(𝐺) =
∑ [𝐶𝐷(𝑣∗) − 𝐶𝐷(𝑣𝑖)]|𝑉|

𝑖=1

𝐻
 

然而在本 Degree Centrality的計算中，我們想要探討並發掘的是與議題相關之區域性主要話題及其依據

各自節點計算結果的排序，可視為是各主要話題之關注程度比較依據。 

5.1.5.2 Betweenness Centrality (與議題相關之全域性關鍵話題) 

Betweenness Centrality 是為一個關聯式網路圖 G 中，每兩兩節點最短路徑(shortest path) 間各

節點的經過次數(比率)，依此觀點來看，若一個網路圖明顯呈現出兩個群聚的子網路，且僅有少數

幾個節點相連此兩個群聚的話，則這幾個節點將會因為最短路徑的經過率較高，而擁有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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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ness Centrality。一般而言，Betweenness Centrality 的計算可由以下公式得到： 

𝐶𝐵(𝑣) =  ∑
𝜎𝑠𝑡(𝑣)

𝜎𝑠𝑡
𝑠≠𝑣≠𝑡∈𝑉

 

其中，σst 為 G 中任意相異的兩點 s、t 彼此間最短的路徑，而 σst(v) 代表他們的最路徑經過

節點 v 的與否(次數)。我們應用這樣子的計算於詞彙關聯式網路中時，就代表了每兩兩個詞彙(話

題)之間是否有其他共伴隨的相關話題出現，且是以整體網路圖形結構而言的關鍵話題，此指數越

高則代表該話題越居於重要的橋接性質，往往可見於基於一個大話題下分屬不同的子議題間的關聯

性，此計算出來的數值高下亦代表了這類關鍵話題出現的程度。 

5.1.5.3 Closeness Centrality (與議題相關之全域性共通話題) 

Closeness Centrality 所代表的意義是網路圖 G 中的任一個節點，至其餘所有節點的最短路徑

的平均距離，而通常這個數值計算出來後會以倒數方式呈現，讓平均距離越短者依據由大而小的順

序排列下來。通常此量測方式可以看出一個網路緊密的程度如何，配合標準差及變異係數的統計觀

察，更可以得知於相同的 Closeness Centrality 之下兩個網路相比較，於松散程度上的差異。而應用

於本計畫的史料文本情況，則可用來看出該關鍵議題之下，相關話題的共通性如何， 是屬於較凝

聚的話題傾向，抑或是較為發散的各種自成一個的話題散佈於其中。倘若有數個話題連結自彼此的

程度較高，但與關鍵議題的關聯較為薄弱的話，則在此數值的計算上將會出現區塊性的分隔狀況，

意即話題的離散程度較大，具有共通話題的程度較小。Closeness Centrality 的計算結果可由以下公

式得到： 

𝐶𝑐(𝑣) =  ∑ 2−𝑑𝐺(𝑣,𝑡)

𝑡∈𝑉\𝑣

 

其中 d 則代表是最短路徑的計算結果。 

5.1.5.4 Eigenvector Centrality (與議題相關之全域性主要話題) 

Eigenvector Centrality 通常是用來評估網路中節點各自基於整體的全域性影響力指標，其原理

是依據迭代的運算方式，逐步以連向越重要的節點的節點也應該是具有類似重要性的原則，將節點

的 Eigenvector Centrality 指數進行加權，直至迭帶次數超過終止門檻為止。而應用於本研究之史料

文本情境，則這樣子的全域性影響力指標，則可看作是基於關鍵議題下的各個主要子話題，相較於

較單純且僅進行單點區域性計算的 Degree Centrality，Eigenvector Centrality 提供了更具客觀觀察

效果的話題評估依據。以節點 v 為例，其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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𝑥𝑣 =
1

𝜆
∑ 𝑥𝑡  =  

1

𝜆
∑ 𝛼𝑣,𝑡𝑥𝑡

𝑡∈𝐺𝑡∈𝑀(𝑣)

 

其中 adjacency matrix A = (av,txt)，若 v 有連至 t，則 av,t = 1，若無則 av,t = 0 

而M(v) 代表為 v 的相鄰節點，𝜆 是為一常數。此公式可視為是一 eigenvector 求解的問題，也就是 Ax 

= 𝜆x。 

5.1.6 以網路結構進行議題詞彙集群探勘 

5.1.6.1 Modularity (議題集群) 

Newman and Girvan(2004)所提出的 Modularity 是用來表達一種結構特徵，可用來以結構模組的

方式量測網路中各部份之子網路的群聚程度。Modularity 較高的子網路模組往往在模組內的密度

(density)較高，而於模組外的密度則較低，因此此方法很合適用來偵測群集用。然而因為是基於局

部密度計算以及評估的關係，此方法用在偵測較小的群集時效果會不顯著，然而運用於史料文本的

情境中，往往我們關心的話題也是屬於關鍵議題中較顯著且相關的話題群集，小眾的話題由於差異

性較高、數量亦較多，所能呈現的意義也較不顯著，因此較不適合當作觀察的重點。Modularity 的

計算公式如下： 

𝑄 =
∑ 𝐴𝑣𝑤𝛿(𝐶𝑣′ , 𝐶𝑤)𝑣𝑤

∑ 𝐴𝑣𝑤𝑣𝑤
=  

1

2𝑚
× ∑ 𝐴𝑣𝑤𝛿(𝐶𝑣′ , 𝐶𝑤)

𝑣𝑤
 

其中 m 表示網絡中所有關聯的個數，𝐴𝑉𝑊代表該網路中結點 v 與節點 w 在同一個子網路模組

的機率。而此計算原則可以階層方式(hierarchy)於每一階段產生的候選模組迭代施以相同處理程序，

方能獲得更細緻之網路群集偵測效果。 

5.1.7  視覺化呈現模組 

視覺化的模組主要是進行視覺化呈現的版面規劃(layout)，同時考量網路圖的有向性、權重值、

合適的視覺密度等。以圖形視覺化工具 Gephi 來操作的話，我們所採用的圖形版面呈現策略如圖 

13，首先我們先藉由 Yifan Hu 的演算法，將彼此有連結的節點以及連結盡可能由較主要的中心節

點展開；接著進行 Force Atlas 2 演算法將重要的節點往中心拉攏，其餘的節點則往外圍靠；再進

行 Contraction 調整節點與文字標籤的合適距離；最後再依據版面的方向(orientation)進行任意角度

旋轉。而細節參數使用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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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Gephi - Layout Algorithm 參數設定 

Layout Algorithm 參數 

Yifan Hu Proportional 

Quadtree Max Level     .10 

Theta       .1.2 

Optimal Distance     .200 

Relative Strength     .0.2 

Initial Step size          5.0 

Step ratio         .0.95 

Adaptive Cooling      yes 

Convergence Threshold .1.0E-4 

ForceAtlas 2 

Thread number   2 

Dissuade Hubs   yes 

LinLog mode   yes 

Prevent Overlap   yes 

Edge Weight Influence 0.6 

Scaling    15.0 

Stronger Gravity  yes 

Gravity    0.02 

Tolerance    0.1 

Approx. Repulsion  yes 

Approximation   1.2 

 

5.1.8  資料分析工具模組 

5.1.8.1 史料文本資訊探勘實驗平台 – Partex 

本研究以人文精神為依歸，利用資訊科學工具為基礎，開發出一個用以探索文本資料自身蘊含

資訊的實驗平台，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索其中人、事、物之間關係，並可結合資訊儲存及共享的功

能，以求能以相較於以往紙本或是非結構化的單純電子文本資料，提供更快速、更便利、更多層次

的檢索、觀察綜效。此系統可藉由電子化後的文本以及文本專屬的後分類資訊，經由多項可變動的

探索參數給予，不但可產生較符合人類觀察習慣之視覺化關聯式網路呈現成果，亦可產生數種較具

有實質意涵的量化指標，以供文史研究或觀察者交互比較各種角度及情境下，史料文本資訊所呈現

出不同樣貌的可能。 

Yifan Hu Proportional Force Atlas 2 Contraction Rotation 

圖 13. Gephi - 視覺化版面規劃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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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14 所展示的史料文本資訊探勘實驗平台 – Partex 系統介面及運作概況圖中，可以見到此線上實驗

平台主要可分為三個運作區塊，分別說明如下。 

(A) 主要參數控制模組：此部分除了可指定欲加探索分析的電子文本來源以外，亦須指定一個必須的 

A 

B 

C 

D 

圖 14. 史料文本資訊探勘實驗平台 – Partex 系統介面及運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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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語句” 作為初步篩選文本用的關鍵詞彙，另外我們亦可設定標的文本顯示的範圍，一般而言此顯

示範圍越小，則可觀察到的與關鍵詞彙相關的情境範圍越侷限，但若有較高共伴隨出現的其他詞彙的話，

此侷限性亦能顯示出較強的相關性；反之此情境範圍若越大，使用者可觀察到的情境範圍越廣泛，則可

能的雜訊亦會較多，需要較大幅度的人工過濾審閱才可明辨出其中包含的相關資訊，然而，對於初探性

質的觀察角度而言，倘若觀察的目標尚未明確的話，建議可使用較大的標的文本顯示範圍，確認欲觀察

的主題之後，再逐步縮小顯示範圍，搜索教具強相關性的人、事、物、事件。 

(B) 檢索結果顯示模組：對應於(A)所指定的參數，呈現文本中符合的資料片段，並依據標的文本顯示

範圍的設定，顯示一定文字量的論述片段(discourse snippet)，在論述片段的逐條顯示中，指定的標的語

句亦會以高亮度的鮮黃底色標示於論述的中央位置。而(B)區的右邊部分則為依循該論述片段所屬的後

設分類資訊，顯示該文字所屬的資料來源名稱、文章標題、文章日期、資料索引區間等資訊。為了能交

互確認文本實際的前後銜接狀況，以及便利後續具意義詞彙合併的參考，亦提供了該文本全文的原始文

件、以及詞性標註的結果子視窗(POS)。 

(C) 史料文本資訊探勘實驗平台 – Partex亦包含了以關鍵論述分析為基礎的人、事、物、事件概念關聯

註記功能，此部分亦可基於專家的建議，基於特定文本情境，建立主要概念詞彙與關連概念詞彙與文本

相依之別名關聯地圖(alias map)、相關性(類似、相同)、包括性(成員、組成)、對立性、或是前因及後果

等關聯性，此後設的關聯資訊除了共同體現專家知識於史料文本之詞彙關聯中提供具有相當實質意涵以

及價值的寶貴意見外，亦可用於後續資訊檢索時的查詢擴展(query expansion)以改善召回率(recall)。 

(D) 此部分則繼承來自(C)功能模組所建立的知識，依據不同的關聯分類即時顯示於此意義關聯模組中，

可供即時的分類篩選、連結性觀察、詞彙及關連審閱、並可進行資料刪改作業。此部分的模組亦考量資

訊逐漸累積後對於使用者的閱讀便利性，因此可另外展開為一獨立的子視窗，提供更清楚的後設標記結

果資訊，如圖 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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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2 Anchor-n-Gram 意義詞彙合併子模組介面 

為了克服中文字的斷詞程序往往傾向將詞彙拆解至詞彙意義的最小單元，以單一詞性的方式呈

現，因此倘若用種基本的詞彙單元其實若建構出關聯式網路的話，則會顯得呈現的意義太具有普世

性(generic)，而缺乏較精確的解釋可能性，亦無法充分反映原始文本於論述中試圖描繪的情境

(context)，因此我們需要再進一步找出有意義的字詞單元加以整併，還原成為原本較具有意義的字

詞形式(例如複合名詞、動名詞詞組)，以便能更具體呈現原屬於文本情境中要表達的意義。在此部

分的介面，本研究所開發的 Anchor-n-Gram 亦包含了一個意義詞彙合併子模組，向前可承接來自

史料文本資訊探勘實驗平台 – Partex 所彙整出來的關鍵詞彙以及具意義詞彙組合的資訊，向後亦

可銜接詞彙關聯式網路所需的各種節點、連結、距離及權重等網路結構相關的資訊，以及銜接視覺

化輸出的功能。 

此部分的介面所包含的參數設定如表 6 所示，而圖 16 則依序顯示根據關鍵詞彙 “本省人” 於

史料文本範例 “台灣新生報” 中檢索出來的論述片段，以及初步詞性標記的過程；圖 17、圖 18

分別為針對名詞類詞彙以及動助詞類詞彙的迭代詞彙整併過程，只要一偵測到收斂，即已無可整併

的詞彙了，則該迭代程序就會終止並傳回詞彙結果；在最後的收斂後期連結建立及權重給予階段中，

我們計算每兩兩關聯詞彙之間的距離，並依據預先設定的數值重新取樣方式，換算為權重賦予該連

圖 15. 基於關鍵論述分析之後設意義關聯資訊檢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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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然後這些資訊都將以節點及具備方向性及權重的連結資訊被儲存起來，提供後續的網路視覺呈

現或分析模組採用。 

 

表 6. Anchor-n-Gram 意義詞彙合併參數設定 (以”台灣新生報”為例) 

參 數 數 值 說 明 

Source 台灣新生報(02) 史料文本資料來源 

Anchor 本省人(Na) 關鍵詞彙 

Tb Link Islanders_02_links 網路資料輸出目標 

Qfunc LOGE 數值重新取樣方式 

Linkage MIX 詞彙關聯規則模式(綜合) 

Candidate Slots 20 關鍵詞彙關聯情境範圍 (前後各 20 字) 

N-Range 6 
名詞系節點關連範圍 (6 個節點內視為

相關) 

V-Range 3 
動助詞系節點關連範圍 (3 個節點內視

為相關) 

Max-Iteration 10 迭代／收斂門檻值 

 

 

 

 

 

 

 

 

 

 

 

 

 

 

 

 

 

 

 

 圖 16. Anchor-n-Gram 意義詞彙合併子模組 – 初步篩選及詞性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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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Anchor-n-Gram 意義詞彙合併子模組 – 名詞整併階段 

圖 18. Anchor-n-Gram 意義詞彙合併子模組 – 動助詞整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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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以概念場域相似度為基礎之文本觀點與情感異同分析 

5.2.1 以人事物所構成的概念框架為索引 

人、事、物的存在皆是有意義的，從肉眼閱讀人類所記載的文字訊息中，我們通常可基於對語

言的熟稔度很快速地從一句文字或一個片段中提取出當中所描繪的人、事、物等概念關係，而這樣

子建立出來的的關係會在逐字逐段的閱讀中，逐步被修正、增強或弱化，而這先概念關係之間有可

能因為堆疊凝聚成一個更具體的概念，亦有可能被逐漸削弱分化，分裂形成不同的概念或是消散離

析無法具體，而概念與概念之間通常亦皆有關係存在。在我們的大腦中這樣子的概念網路即為一份

從閱讀文字訊息所取得的資訊，亦可視為是一份來自文本的知識地圖，我們對此地圖的認知可以是

單就此知識地圖本身去理解，亦可融匯於我們個人自身成長學習所生成的知識地圖中，提供我們更

開闊的視野與解讀的可能性。依循這樣子的知識生成軌跡，我們即可以利用資訊技術從文本中各個

文字訊息片段中，擷取出可能的概念單元(字詞)並建立起個概念單元之間的關聯，並於文本的掃描

過程中逐步建立起一個完整的概念網路。文史領域專家的知識可以提供我們概念網路中所應具有的

概念框架以及所對應到概念單元及概念網路實際的樣貌，也就是字詞本身以及字詞之間的關聯。例

如當我們定義概念框架為以下結構：總概念概念議題構面，則藉由文本解讀後，我們即可逐

層建立起以下資料結構：總概念{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概念{事件爆發、武力壓制}(事件爆

圖 19. Anchor-n-Gram 意義詞彙合併子模組 – 收斂後期連結建立及權重給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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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議題{查緝、私菸、毆打}(查緝)構面{私菸、查緝員、依法嚴辦、傷亡}，再經由相同的運作原

理施作，即可取得屬於該文本之概念場域。 

然而在利用資訊技術來進行此階段工作時仍有幾個重點是需要思考的。 

1. 背景知識：人腦已具有對該文本語言解讀的知識，因此可以有效地找出重要的詞彙作為概

念單元(例如人物稱、事物名稱、地名)； 

2. 共現關係(Co-occurrence)：自然語言的語句結構中，通常某字詞出現的頻率越高，往往意

味著該詞彙是為一重要或是使用上較普及的詞語。而行文論述中使用到的字詞之間距離越

相近者其意義通常也會較為相近，相關程度較高，反之則越低(例如位於不同段落的不同字

詞往往講述的就是不同的事情)； 

3. 複合詞結構(Compound Structure)：中文字詞的意義呈現及理解必須要考慮詞彙的複合結構

關係，複合詞應被視為一個概念單元，而非以複合組成中各個詞彙單元各自來看，方能正

確反映語境欲呈現的概念。例如 ”天馬茶房”(名為天馬的茶房，為二二八事件爆發之地)，

其中 ”天馬” 為傳說中的生物，而 ”茶房” 泛指提供茶水及休憩之店家，此兩詞彙意義上

的交集和 ”天馬茶房” 該地並無關係。 

5.2.2 具意義敏感度之詞彙產生方法 Meaning-Sensitive Compound Term Aggregation 

基於 5.2.1 的概念框架，我們基於之前提出的目標議題導引關聯式網路模型(Anchor-n-Gram, 

ANG)，其以人、事、物等指定概念詞彙為核心作為資訊擷取及建立詞彙關聯網路的起點，提出一

基於中文複合詞規則之詞彙合併動態規劃演算法，解決斷詞的結果往往會將原本較具有意義的詞彙

依據其所包含的詞性(Part-Of-Speech, POS)分解打散成基本的詞彙單元，而使得最後詞彙呈現的意

義太廣泛而失去原始語境所反映概念的問題。若使用已失去原始語境資訊的詞彙單元來建構詞彙關

聯網路，或是使用其他量化方法浮現資訊，則意義也會趨於鬆散而難以解釋其中的意涵。ANG 的

詞彙合併原理是以斷詞後的詞性標記為基礎，依據中文語法規則及經驗法則建立詞彙重整併機制，

將已被分解成為詞性單元的詞彙重新整併為一較完整且指涉較為精確的詞彙，合併對象包括 N* (複

合名詞結構)、V* (動作、狀態、情感或情緒)、N+V (狀態表達結構)、N+V+N (主詞、動詞及受詞

三元結構)、V+A+N (動詞及形容詞修飾名詞結構)等。 

本研究提出改良的觀點在於，倘若以自然語言及經驗法則所歸納出的複合詞結構原則進行詞彙

合併，將有可能發生合併後詞彙過於冗長，造成儘管是一合理之複合詞，但該詞於文本自身出現頻

率往往變得過低，若再以 TF-IDF 計算全文本權重則亦無法突顯重要性，進而導致該詞彙最終在篩

選中被捨棄，亦無法加入概念網路中，例如 “三民主義”(N)+”青年團”(N)+”台中”(N)+”分團”(N)，

為一相當常見且典型 V*並列結構，最後將被合併為 “三民主義青年團台中分團”，但此合併後的詞

彙僅出現於該段文字中一次而已，雖然完全符合該段文字欲表達的概念，但實際上若以符號學

(Semiotics)角度來看，文字符號的表達形式(能指)與意圖表達的概念(所指)之間常常是會有資訊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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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當我們意圖將 “所指” 完全地綁定在一個 “能指” 的符號案例上時，此 “所指” 的存在意義

將會與其綁定的 “能指” 相同，其中一者將失去存在意義，亦喪失語言應蘊含的概念意義包容性。

此現象以資訊原理(Information Theory)觀點來看，亦可視為是用詞彙表達意義這件事的一種過度擬

合(over-fitting)，反之，當我們試圖用一個較簡略且意義不足的詞彙溝通表達一個較完整豐富的概

念時，亦會容易發生擬合不足的現象(under-fitting)。 

據此觀點本研究提出 ANG 法的改良版，將原基於中文複合詞結構規則之詞彙合併動態規劃演

算法定名為 Compound Term Aggregation (CTA)，並提出可依據全文本(collection)樣貌估算詞彙意義

含量且配合出現頻率以決定的最佳複合詞彙合併結果之綜合評估法：Meaning-Sensitive Compound 

Term Aggregation (MS-CTA)。MS-CTA 演算法基本運作架構為： 

(1) CTA 階段：依據指定複合詞結構規則將詞彙進行合併直至收斂。 

(2) CTA-based N-gram 階段：依據 CTA 階段建立出的詞彙詞性資料結構，進行 POS-based 

N-gram, N=1~K，其中 K 為該詞彙所包含的詞性總數。 

(3) CTA-TF-IDF 階段：依據 CTA-based N-gram 所產生的候選詞彙集合中，逐詞彙計算其

於該文本的出現次數 (Term Frequency)，以及總文本的出現次數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並以詞頻 double normalization (k=0.5) 及文本頻 Inverse Frequency Smooth 

(Log e) 平滑處理計算 TF-IDF 數值，以避免文本大小不一的比重偏移情況。 

 

 

(4) CTA-Rank 階段：最後依據綜合規則之門檻挑選出優先且合適的詞彙(例如：TF-IDF 較

高者、文本出現次數大於 1 者、不為單一助詞結構者、不為單一副詞結構者、以複合詞

長者優先等規則)，完成 MS-CTA 計算程序。 

5.2.3 關聯詞彙共現網路與概念場域相似度計算 

共現網路技術最早出現是應用在史料典籍上的資料分析，用事件或詞彙概念意義的出現次數以

及累計結果，突顯其相對之重要性。而對於文本及語境中所展現的人、事、時、地、物詞彙的共現

關係，我們可藉由紀錄這些詞彙以及這些詞彙之間的關聯強度，並依據相同的詞彙及關聯兩兩疊合

構成一關聯詞彙共現網路 (lexical co-occurrence network)，而此藉由詞彙及其關連所構成的網路，

亦可被視為是屬於該文本或語境之概念網路。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所提出的 MS-CTA 方法，可

以有效地幫助我們從文本中提取出合適於概念意義之傳達、易為人所理解、以及對該文本具有顯著

意義之詞彙集合，而文本中行文論述使用的字詞其之間的距離即可視為是字詞之間的共現關聯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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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方法應用中，若 MS-CTA 偵測出兩字詞 a、b 且之間語句中包含其他字詞的距離為 dab，則

我們可定義其共現關聯強度計算為 Wab = Log(dab)，如此所構成的一個基本結構關係，亦為關聯

網路中的雙邊結構(dyad)，亦有可能在藉由 MS-CTA 以及共現關聯強度於文本中連續計算中發展為

三邊結構(triad)，群聚結構(clique)，並可進一步利用多種不同的社會網路結構分析指標進行各種不

同結構指標的計算。而在本研究中，此階段我們可使用自我中心網路(Ego Network, Degree=1)，以

特定議題為核心，於整個概念網路中檢索出與核心相關聯的子議題集合(意即概念框架中的構面集

合)。 

 

從一個給定的概念及所屬議題出發，我們藉由 MS-CTA 方法、詞彙共現網路方法、以及社會

網路分析中的自我中心網路方法，可建立出屬於各個議題的構面詞彙關聯網路，且為無向性具權重

之網路。對於某一個議題的構面詞彙關聯網路，議題與構面詞彙的關聯強度以及構面之間的關聯強

度，皆可進一步再利用權重中心性指標(weighted degree)的計算，得到該議題之構面集合中的關聯

強度指標，此指標的數值越高，則意味著該議題詞彙出現的次數越多、與其他構面伴隨出現的次數

亦越多、或是共現關係中的意義或關聯性越相近(字詞距離越短)。而此構面詞彙關聯網路亦應基於

相同的議題、構面關係，合併累計呈現於關聯的強度數值中。最後，我們應用餘弦相似度 (Cosine 

Similarity) 的向量及維度數值概念，將之代換為不同議題(向量)所屬構面(維度)及其關聯強度(維度

數值)之間的相似度計算工作，並可將這樣子的概念施作於不同的概念框架中：例如除了比較議題

的相似度外，亦可應用於概念的相似度計算中，並再進一步堆疊計算結果呈現出總概念之相似度計

算成果。 

此外，議題所屬之構面詞彙關聯網路中，亦可篩選出特定的詞彙節點進行不同的資訊應用：例

如藉由不同功用類型的辭典來進行字典法資訊檢索，並亦可逐步將計算成果經由概念框架的堆疊累

計，產生更整體的資訊意義產出。 綜合言之，本研究所提出各方法其重要運作程序整理如下： 

1. 由文史領域專家藉由欲探討的主題逐層定義出其總概念、概念及議題，構成一整體概念框

架。 

2. 使用 MS-CTA 方法逐各文本中計算擷取出較具有意義的詞彙。 

3. 依據這些詞彙以及文本中的詞彙距離建立起詞彙關聯網路。 

4. 藉由自我中心網路方法以給定之議題為中心點，計算權重中心性指標得到屬於該議題下之

無向性具權重的構面詞彙關聯網路。 

5. 提取出各構面詞彙關聯網路中的構面及其與議題之間的關聯強度值，依據向量及維度的形

式轉換成為各種不同之議題向量，並依據餘弦相似度方法計算出議題向量之間的相似度。 

依循概念框架進行平行及垂直之綜合(平均)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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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以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中的重要議題及情緒為例 

本研究使用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 史料文本為例，其收錄從二二八事件發生

日翌日之民國 38 年 2 月 28 日起，至民國 38 年 5 月 15 日統治者清鄉結束止，蒐集主題以攸關二二

八事件之新聞文本為主，兼及報上言論、官方公告及民間啟事，文本資料共分為十大報刊(設立屬

性屬於官方者有三刊、屬民間者有六刊、屬官民綜合之中性者一刊)，字數共計約 88 萬餘字。然而

由於民國 38 年 3 月 13 日屬性為民間報刊者皆被查封，因此本研究使用篩選截自當日為止之資料，

文字總數量為 22 萬 6 千餘字。接著從中挑選出現在至少九個報刊且具有較高權重的詞彙(使用

TF-IDF，避免意義過於廣泛或通用之詞彙)，並依據不同的概念及議題關係，在文史專家的諮詢協

力下建立起概念框架的內容： 

主概念：二二八事件 

概念： 

事件爆發 (議題：查緝、私煙、毆打、死傷、市內、市民)； 

武力制壓 (議題：警察、軍隊、憲兵、軍警、戒嚴) ； 

引起公憤 (議題：不幸、責任、傷亡、受傷、嚴辦、撫卹、專賣局)； 

社會氛圍 (議題：治安、人民、民眾、學生、民主、糧食、失業、秩序)。 

 本研究據此概念框架為基礎，逐步施以上述之概念場域計算方法於文本中，分批處理計算取得

各議題及所屬構面構成之議題向量，同概念下之議題向量則合併平均計算成為概念向量，接著進行

四個概念於三種報刊屬性(官方、民間、中性)之觀點異同分析。進一步我們選用合適之情感語料庫

(2007, Chen et al.)，針對議題及概念向量中呈現之情感類詞彙，進行情感極性的偵測(分為正向及負

向)以及加權(自我中心網路之關聯強度)，最後計算得出相同四個概念於三種報刊屬性之正向及負向

情感呈現樣貌及共變異情況(使用 T 檢定 95%信心水準，雙尾分布)。 

 

 

六、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以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 之史料文本為例，將電子化後的資料導入本計

畫開發之實驗觀察平台中，藉由專家知識的輔助，首先以 "本省人” 以及 ”外省人” 做為初步觀察

的關鍵詞彙，依循目標議題導引的詞彙關聯式網路模型，於 “台灣新生報” 以及 ”民報” 中分別以

目標關鍵論述之“立場、要求及主張” 、”情感及情緒”、”行為及行動” 等論述角度，配合四種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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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結構計算之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Betweenness Centrality、Closeness Centrality、Eigenvector 

Centrality)、以及一種群集偵測方式(Modularity)，進行綜合觀察。 

於” 斷詞及初步統計分析及篩選”(5.1.2) 該小節的說明中，我們有提到此前置階段的主要工作

為利用統計方法篩選出較為重要的候選詞彙，並刪減掉文本中屬於冗贅的資訊，並進行必需的編碼

轉換作業，以減輕後續關聯式網路建立時及分析時可能出現的雜訊，並需要反覆檢驗實際文本與獲

得資訊之間的真確性，因此本階段除了協助更有效的前置處理雜訊過濾外，更可協助從大量的詞彙

中過濾出較具有意義的詞彙，最後才能藉此產生品質較高的詞彙關聯式網路。然而，在初步的處理

程序階段中，從大量的文本中以統計方式篩選出的候選關鍵詞彙往往會較偏向於在數量較大量的資

訊，儘管 TF-IDF 方法可以藉由不同文件中相同出現詞彙及次數的加權來修正此問題，人工審閱的

工作亦需耗費大量時間人力。因此我們除了需藉由史料文本該領域專家的知識協助以及修正以外，

此統計分析及篩選，連同中文斷詞的工作亦是需要謹慎處理的部分，否則資訊的良莠不齊將會在後

續逐步的處理程序中有可能被過度放大，甚至導致落入錯誤的結果解釋方向。表 7 及表 8 呈現的

即為在”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 中針對所有報刊，與本省人相關論述中使用的名詞詞

彙，使用數種重要詞彙的計算方法所進行的初步篩選，其中詞彙的最小單元是以斷詞後的最小詞性

單元呈現，並以詞頻以及共現網路的方式，來同步比較一般統計方法與基於網路結構之節點重要性

的結果。由表 7、表 8 可以看出，當詞彙較短的時候，方法之間的重要性排序差異其實並不大，

但是當提升到兩個詞彙組成的詞組時，詞頻所呈現的結果僅有頭兩個詞彙較佳且符合其他方法，其

餘皆較偏離其他方法。 

接下來我們分別以 Anchor-n-Gram 方法在不同報刊(“台灣新生報” 及 ”民報”）以及關鍵詞彙

(本省人及外省人)做為案例來探討藉由此方法產出的結果。並於個案例中分別依前述四種基於網路

結構計算之中心性、以及一種群集偵測方式進行量化計算。網路圖的節點及連線並依據演算法的重

要性評估以顏色呈現之，顏色頻譜及重要程度的對應為圖 20 所示。 

 

 

 

 

 

 

 

 

重要程度低                             重要程度高 

圖 20. 基於網路結構計算之重要程度標示顏色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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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本省人” 相關詞彙初步統計結果 (POS-Gram =1) 

 

表 8.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本省人” 相關詞彙初步統計結果(POS-Gram =2) 

  

6.1  台灣新生報：”本省人”相關論述詞彙關聯式網路及分析 

經由表 9 配合圖 21、22、23，可得知以 “本省人” 為關鍵詞彙時，區域性話題主要圍繞在與外

省人以及其所掌控之下的相關政府機構為主，然而各分類話題之間重疊較少，密度亦較低，話題之

間路徑也較遠，意味著論述的層面較為廣泛，較不聚焦在特定的話題上，且亦較多正面之呼籲及程

序或法制相關的聲明。 

 

 

 

 

 

 

Frequency Degree Centrality 
Eigenvector 

Centrality 

Betweenness 

Centrality 
Closeness Centrality 

外省人 (Na) 61 

同胞 (Na) 22 

本省 (Nc) 18 

臺灣 (Nc) 12 

問題 (Na) 12 

事件 (Na) 12 

子孫 (Na) 10 

中國人 (Na) 10 

責任 (Na) 10 

中國 (Nc) 10 

外省人 (Na) 214 

同胞 (Na) 93 

本省 (Nc) 88 

事件 (Na) 64 

治安 (Na) 56 

問題 (Na) 50 

人民 (Na) 38 

臺灣 (Nc) 37 

子孫 (Na) 37 

黃帝 (Nb) 37 

外省人 (Na)  1 

同胞 (Na) 0.53 

本省 (Nc) 0.44 

事件 (Na) 0.35 

問題 (Na) 0.27 

子孫 (Na) 0.26 

黃帝 (Nb) 0.26 

什麼 (Nep) 0.23 

中國人 (Na) 0.23 

人民 (Na) 0.23 

外省人 (Na) 0.44 

本省 (Nc) 0.10 

同胞 (Na) 0.06 

治安 (Na) 0.06 

事業 (Na) 0.05 

事件 (Na) 0.04 

問題 (Na) 0.03 

臺灣 (Nc) 0.0 

地方 (Na) 0.03 

人員 (Na) 0.028 

外省人 (Na) 0.59 

本省 (Nc) 0.47 

同胞 (Na) 0.48 

治安 (Na) 0.43 

事業 (Na) 0.43 

事件 (Na) 0.48 

問題 (Na) 0.44 

臺灣 (Nc) 0.42 

地方 (Na) 0.41 

人員 (Na) 0.40 

Frequency Degree Centrality Eigenvector Centrality 
Betweenness 

Centrality 
Closeness Centrality 

黃帝子孫 (Nb)(Na) 10 

祖國懷抱 (Nc)(Na) 5 

中華民國子孫 (Na)(Nc) 4 

處長重要 (Na)(VH) 4 

同胞愛護 (Na)(VC) 4 

責任中國人 (Na)(Na) 4 

省府委員 (Nc)(Na) 4 

廿三原是 (Neu)(VG) 4 

外省人民法 (Na)(Na) 4 

要求廢止 (VF)(VC) 4 

黃帝子孫 (Nb)(Na) 29 

祖國懷抱 (Nc)(Na) 24 

無能政府 (VH)(Na) 22 

思想運動 (Na)(Na) 19 

運動背景 (Na)(Na) 19 

背景運動 (Na)(Na) 19 

何等思想 (VH)(Na) 19 

含有何等 (VJ)(VH) 19 

治安物價 (Na)(Na) 18 

物價狂奔 (Na)(VA) 18 

黃帝子孫 (NbNa) 1 

無能政府 (VHNa) 0.88 

外省人煽惑 (NaVC) 0.87 

人心離間 (NaVC) 0.87 

同胞愛護 (NaVC) 0.87 

煽惑人心 (VCNa) 0.87 

離間情感 (VCNa) 0.87 

情感本省 (NaNc) 0.87 

中華民國子孫 (NaNc) 0.87 

中華民國同胞 (NcNa) 0.87 

無能政府 (VHNa) 21 

祖國懷抱 (NcNa) 19 

黃帝子孫 (NbNa) 12 

政治腐敗 (NaVH) 8.1 

臺灣中國 (NcNc) 6.7 

治安物價 (NaNa) 5.6 

物價狂奔 (NaVA) 5.6 

狂奔高漲 (VAVH) 5.6 

高漲教育界 (VHNc) 5.6 

官營事業 (ANa) 4.8 

外省人責任 (NaNa) 5.5 

責任責任 (NaNa) 5.5 

貪官汙吏人民 (NaNa) 5.5 

責任責備 (NaVC) 5.5 

痛苦國家 (VHNa) 5.5 

幸福個人 (VHNa) 5.5 

人民痛苦 (NaVH) 5.5 

國家幸福 (NaVH) 5.5 

責備貪官汙吏 (VCNa) 5.4 

政治腐敗 (NaVH)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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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Centrality Eigenvector Centrality Betweenness Centrality Closeness Centrality 

外省人(N) 14 

市民館(N) 7 

各重要幹部(V) 7 

人民(N) 6 

市內空軍第三飛機廠(N) 6 

空軍第三飛機廠(N) 6 

各處長(N) 6 

法制委員會委員(N) 6 

公教人員(N) 5 

傷者給以治療(V) 5 

法制委員會委員(N) 0.82  

死者優於予撫卹(V) 0.70  

依法嚴辦(V) 0.68  

儘量提出(V) 0.65  

委員互選(V) 0.65  

各重要幹部(V) 0.63  

半數以上(N) 0.57  

傷者給以治療(V) 0.54  

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 

協同憲警拘拿(V) 0.53  

要互相尊重(V) 0.52 

省警察大隊(N) 46.0  

各重要幹部(V) 32.7  

法制委員會委員(N) 32.0  

即刻改組各級幹部(V) 28.0  

陳長官已一面應允(V) 21.8  

外省人(N) 15.6  

人民(N) 14.8  

各處長(N) 14.1  

追加通過(V) 14.0  

本省陸海空軍(N) 14.0 

完全省自治(V) 2.93  

此次傷亡(V) 2.83  

各處長(N) 2.81  

應儘量採用(V) 2.07  

半數以上(N) 2.04  

現電力公司全(V) 2.04  

臺南車站(N) 2.04  

一切公營事業主管人(V) 2.04  

各地方法院首席 

檢察官全(N) 2.04  

本省陸海空軍(N) 2.04 

表 9. 台灣新生報：”本省人” 詞彙關聯式網路結構中心性分析 

圖 21. 台灣新生報：”本省人” 詞彙關聯式網路(局部)；Eigenvector Cen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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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所顯示的話題群集探勘結果，編號越小者代表話題的聚集性越高，內部所包含的子話題

及關連也較為豐富。由群集所浮現的議題可看出，多半是屬於公營事業相關職位更動的程序、法治

正面處理的呼籲、以及期望不要訴諸暴力的行為提倡等宣告。 

 

 

 

 

 

 

 

 

 

 

 

 

 

 

 

 

圖 23. 台灣新生報：”本省人” 詞彙關聯式網路話題群集；Modularity 

群集 1 

群集 2 

群集 3 

群集 4 

群集 5 

群集 6 

群集 7 

群集 8 

群集 9 

群集 10 

群集 11 

群集 12 

圖 22. 台灣新生報：”本省人” 詞彙關聯式網路(局部)；Eigenvector Cen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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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台灣新生報：”外省人”相關論述詞彙關聯式網路及分析 

經由表 10 的中心性分析結果配合網路圖 24、25 可得知以 “外省人” 為關鍵詞彙時，區域性話

題主要圍繞在衝突事件的發生種種描繪、武力衝突及傷亡的情況、以及相關的時間地點人員為主，

並有相對少部分正向措施的呼籲，各分類話題重疊性較高，話題之間的群聚性較強也較有聚焦性。 

 

 

 

 

 

 

 

 

 

 

 

 

 

 

 

 

 

 

 

 

 

 

 

Degree Centrality Eigenvector Centrality Betweenness Centrality Closeness Centrality 

教化會館(N) 8 

科長(N) 7 

南門(N) 6 

政府當局人員(N) 6 

本省人(N) 6 

大商店(N) 5 

憲兵警察(N) 5 

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 

協同憲警拘拿(N) 5 

應盡量提出處理意見(N) 5 

政治家態度(N) 5 

教化會館(N) 1.00  

政治家態度(N) 0.97  

車站(N) 0.90  

榮町(N) 0.86  

部隊舊址(N) 0.85  

軍隊乘卡車 

巡邏市內(N) 0.83  

南門(N) 0.82  

臺北公園(N) 0.78  

搶大龍峒貿易局(N) 0.64  

兵營(N) 0.64 

現市長以下市政府(N)  204 

地點焚毀者(N) 198 

南門(N) 170 

教化會館(N) 162 

部隊舊址(N) 150 

應檢舉轉請處理委員會 

協同憲警拘拿(N) 144 

所經營之店鋪搗毀(V) 144 

受傷者(N) 102 

又有廣播宣傳奏效(V)  100 

家具物品搬出路上焚燒(V) 98 

夜市(N) 3.54  

完全達到(V) 3.51  

市民均感不滿(V) 3.51  

圓環(N) 3.50  

傷亡的(V) 3.49  

部隊威脅時(N) 3.48  

頑固(V) 3.47  

憲兵負責對付(V) 3.46  

臺北車站(N) 3.46  

將官僚資本所經營之(V) 3.44 

圖 24. 台灣新生報：”外省人” 詞彙關聯式網路(局部)；Eigenvector Centrality 

表 10. 台灣新生報：”外省人” 詞彙關聯式網路結構中心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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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所顯示的話題群集探勘結果中，從編號較小者(話題聚集性高、子話題及關連較為豐富)

觀察浮現的議題可看出，最大的集群是屬於多起武力衝突及社會事件的概述，並有部分政策上的呼

籲，以及政府相關安撫的行為宣導；而次大的群集是屬於外省人、公務人員，憲兵警察於南門、臺

北公園、榮町、車站本町、永樂町、太平町、等處被毆打的衝突事件相關的狀況描述；其餘亦為衝

突事件相關的描述，唯圍繞的話題較少。 

 

 

 

 

 

 

 

 

 

 

 

 

 

 

 

 

 

 

 

 

 

 

 

圖 25. 台灣新生報：”外省人” 詞彙關聯式網路(局部)；Eigenvector Centrality 

群集 1 

群集 2 

群集 2 

群集 3 

群集 4 群集 5 

群集 6 

群集 7 

群集 8 

群集 9 

群集 10 

圖 26. 台灣新生報：”外省人” 詞彙關聯式網路話題群集；Modul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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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二二八事件中文本觀點與情感異同分析 

本研究以概念場域計算為方法，使用”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史料文本，取得各

議題及所屬構面之議題向量，同概念下之議題向量則合併平均計算成為概念向量，並將此四個概念

應用於三種報刊(官方、民間、中性)屬性的觀點議同分析，如圖 21、圖 22、圖 23、圖 24。 

 

圖 21. ”事件爆發”之三種報刊屬性之觀點議同 

 

圖 22. ”武力制壓”之三種報刊屬性之觀點議同 



 57 

 

圖 23. ”引起公憤”之三種報刊屬性之觀點議同 

 

圖 24. ”社會氛圍”之三種報刊屬性之觀點議同 

在觀點相似度的計算結果中，我們發現到此三個屬性的報刊中，概念”社會氛圍”的平均相似度

最高(32%)，又以”中華日報”(官方)與”和平日報”(中性)的觀點相似最高(62%)，”中華日報”(官方)與”

中外日報”(民間)次之(55%)，”和平日報”(中性)與”中外日報”(民間)再次之(49%)。概念”引起公憤”

的平均相似度最低(12%)，其中”和平日報”(中性)與”民報”(民間)以及”和平日報”(中性)與”興台日

報”(民間)之相似度為最低(9%)。而綜合各概念及各屬性報刊來看，”中性”報刊與”官方”報刊的相似

度為最高，再來是”官方”報刊與”民間”報刊，相似度最低為”中性”報刊與”民間”報刊。 

在情感極性分布的計算，並於四個概念於三種報刊屬性的比較結果中，如圖 25、圖 26，我們

可發現到”民間”的情感幾乎皆傾向於負向，”官方”及”中性”則皆傾向於正向，其中”武力制壓”最屬

負面(62%)，次之”事件爆發”(57%)，再次之”引起公憤”(55%)；在"民間”展現出最負向情感的”引發

公憤”中，正向情感中以”中性”(58%)呈現出更甚於”官方” (50%)的正向論述傾向。而對於”社會氛圍”

概念中，正向情感於”中性”(76%)、”民間”(64%)及”官方”(57%)皆展現出了一致且較高度正向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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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而於情感呈現樣貌的共變異情況分析中，在正負向皆屬顯著的一致檢定下，我們發現了”官

方”各組比較報刊皆有顯著一致性，”中性”與”民間”有四組比較報刊有顯著的一致性，而”民間”有

七組比較報刊呈現了顯著的一致性。 

 

圖 25. ”事件爆發”與”武力制壓”之情感極性比例 

 

圖 26. ”引起公憤”與”社會氛圍”之情感極性比例 

在特別案例的觀察上，我們亦發現了數項值得深入探討的狀況，概略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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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報刊對於社會氛圍此概念的相關議題描述觀點皆是比較一致的，在情感的用語上也是較

偏為正向，顯示出對當前社會氛圍的期望與樂觀。 

2. 綜合觀點及情感之相似度數據，屬於”中性”報刊之”和平日報”，在觀點的論述上其實是比

較偏向”官方”的，但在情感的表達上是比較傾向於”民間”的。 

3. 屬於民間最大報的”民報”在情感面的論述傾向上，有明顯偏向負向的情況。而屬於官方最

大報的兩報”台灣新生報”及”中華日報”皆明顯傾向於正向的論述，僅”中華日報”於”治安”

以及”人民”兩議題上，展現了特異強烈的負向論述。 

4. “長官公署所屬機構與警備總部公報” 該報刊中於當時所撰寫的議題及內容與其他九份報

刊有非常顯著的不同，因此在概念框架中的各議題符合程度相當低，情感詞彙的使用亦相

當低，造成拉低了各項平均比較的相似度數值，然而以相對比較之排序而言是不受影響的，

因此分析評估中將忽略該報。 

最後，本研究所使用之詞彙意義敏感度目前是以 TF-IDF 方法實作，然而其方法選擇仍有許多

種，且權重平滑參數的給定仍須進行初步試驗來決定，然而一個良好的詞彙意義敏感度需要至少能

夠鑑別出意義過於廣泛的詞彙(擬合不足：單一文本出現次數多、全文本出現次數多)，以及意義過

於狹隘的詞彙(擬合過度：單一文本出現次數少、全文本出現次數少)。本研究提出具意義敏感度之

詞彙產生方法 MS-CTA，有效地解決了一般使詞頻統計方法中浮現之詞彙意義過於廣泛或不足的常

見問題，亦提出了以斷詞詞庫為基礎之詞性 N-gram 方法，較有效率地的以一種敏感性偵測方式，

透過不須參數指定(例如 N 的大小)的詞彙意義偵測方法從文本中提取出較具有意義的詞彙，並藉由

社會網路分析的模型運用，在統計的逐步浮現及驗證之下，從目標文本中大量且快速有效地發現了

許多引人入勝的資訊，相信可作為相關研究及應用領域的參酌運用。 

 

七、 成果自評 

本計畫已於第一年的計畫執行期間開始著手進行 “自由中國” (全套共 22 冊) 以及 ”二二八事

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 (全套共 4 冊) 史料文本的電子化及初步統計分析、分類整理工作。初步

以 ”二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彙編” 為例，將資料導入本計畫開發之實驗觀察平台中，以專家

知識輔助首先以 "本省人” 以及 ”外省人” 做為關鍵詞彙，依目標議題導引的關聯網路模型，於該

文本中以 “立場、要求及主張” 、”情感及情緒”、”行為及行動” 等不同的論述觀察角度，再施以

不同的關聯深度、連結強度、具意義詞性組合等相關探索參數，逐步探索與關鍵詞彙相關的論述情

境，並以社會網路分析的方法計算、排序及比較，先獲得到較為客觀的量化觀察結果，再往返於實

際文本論述情境的探討中，盡可能歸納及篩選出解釋力較佳且具代表意義的分析結論。 

以具體實驗平台開發而言，本研究已於第一年的計畫執行階段中開發出一個以文本資料自身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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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資訊為基礎，並以人文精神為依歸，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索其中人、事、物之間關係的實驗平

台。此系統可藉由電子化後的文本以及文本專屬的後分類資訊，經由多項可變動的探索參數給予，

不但可產生較符合人類觀察習慣之視覺化關聯式網路呈現成果，亦歸納整理並建立了數種較具有實

質意涵的網路結構以及統計方法之量化指標，以供文史研究或觀察者交互比較各種角度及情境下，

史料文本資訊所呈現出不同樣貌的可能。實驗平台系統面的主要成果可分類為以下數項： 

1. 史料文本電子化及領域專家學者後分類資訊建立 

2. 中文斷詞、詞性標記及初步統計分析程序 

3. 目標議題導引之關聯式網路建立模型：Anchor-n-Gram 

4. 基於社會網路分析之關係意義分析模組 

5. 視覺化呈現模組 

6. 可調整參數及使用者互動介面 

 

本計畫第二年執行內容規畫為三個重點項目與階段：第一階段的重點為現有社群網絡分析技術

的盤點、篩選與工具模組化開發；第二階段的重點為社群網絡模型與分析結果的圖像化呈現工具；

第三階段重點為各項工具的操作介面設計與模組流程，並與其他計畫發展的工具共同匯入平台，完

成介接整合。我們已針對現有技術進行了充分的探討及試行，並針對人文研究使用導向的社群網絡

分析工具平台已有相當程度的開發，而除了平台系統自身與流程部分的模組化設計以外，也已與各

子計畫討論完成後續介接的整體規劃作業，亦藉由著手進行處理的史料文本成果，嘗試從中觀察、

探索及分析得到結果，因此以整體完成度而言已達到第三階段。然而由於本計畫考量的不光僅僅只

是利用資訊科學作為工具及手段來發掘及呈現史料文本其中蘊含的資訊作為結果，更希望所發掘到

的資訊應要能回歸史料文本中以彰顯出關鍵角色的人文價值及文史意涵。基於這樣的精神，本計畫

於第二年的執行期間，與另外兩個子計畫進行更深入的整合，除了將擴充文本實驗於“自由中國”

之外，我們開發出一個史料文本資訊探勘實驗平台，利用資訊科學工具探索文本中人、事、物之間

的關係，在工具平台上進行垂直與水平之整合，不論是在資料處理流程或是在輔助研究的功能上，

不斷反覆測試與改善。基於第一年的研究成果目標議題導引關聯式網路模型，我們在第二年提出一

基於中文複合詞規則之詞彙合併動態規劃演算法，解決斷詞結果過於零散、意義太廣泛而失去原始

語境所反映概念的問題，結合詞彙共現網路方法、以及社會網路分析中的自我中心網路方法，以二

二八事件臺灣本地新聞史料為例，建立出屬於”事件爆發”、”武力制壓”、”引起公憤”、”社

會氛圍”的不同構面詞彙關聯網路，以及比較不同類型報刊屬性的情緒極性分布。總結而言，研究

工作除了文本自身的品質以及相關工具及方法的完善外，亦需不斷往返探討於文本的選擇、意義聚

焦的範圍、後設分類的影響、資訊技術方法成果等等處理程序的修正、調適及改良，在質化及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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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上將發掘到的資訊更適切地回歸到史料文本中，以彰顯出藉由本研究可呈現的人文價值及文

史意涵。 

 

其他子計畫之期中成果報告摘錄如下： 

 

子計畫一：文本史料數位實驗室之打造與創新人文研究之探索-數位人文脈絡下的史學應用研究-

《自由中國》內涵之檢證與詮釋 (2/2) 

計畫編號：NSC 102-2420-H-004-053-MY2 

計畫主持人：薛化元 (政大台灣歷史研究所及歷史學系) 

 

摘要： 

 

本計畫在期中執行期間，對於《自由中國》文本的整體外貌，進行概括性觀察，並主要處理與

收穫如下：(1)有關通過作者／時間／文章三個變數的應用，對《自由中國》進行統計並觀察整體

時間的作者文章發表排序、個別年間的作者文章發表排序、個別作者在不同年間的文章發表排序等

情形，以分析其發展趨勢。(2) 對《自由中國》文本進行探勘，並對不同內涵的文章進行內容主題

分類，而獲得出與透過人工識別所得到的結論有所不同之情況。(3)透過數位工具的協助，對不同

年度的《自由中國》全卷文章(排除文藝類)以及社論文章，進行主題分類分布趨勢的觀察與整理。 

奠基於前述對於《自由中國》文本內容的整體性瞭解，以及數位工具研發的基礎，本計畫後續

的研究探討重點，即嘗試進一步縱向切入刊物的思想體系，並透過對於刊物具代表性的概念之觀察，

同時結合歷史情境，以對於特定概念在《自由中國》發展歷程的演變情況進行討論與詮釋。具體而

言，本計畫在期末達成的重點項目如下： 

首先，《自由中國》的自由民主觀部份。自由與民主兩個詞彙在全卷排除文藝類的其他文章以

及社論文章的分卷詞頻分佈，大體趨勢上係呈現相反的情況，自由與民主在全卷排除文藝類的其他

文章中，從卷一到卷二十三的分布情況係呈現向下的趨勢發展，然而，在社論文章中，卻是呈現向

上的趨勢發展。而自由與民主兩個詞彙在社論文章中的詞頻分佈，由卷九(1953/7/1-1953/12/16)開

始皆呈現向上的趨勢發展，而自由與民主二者被提及的情況之所以幾乎同步提升，主要是源於刊物

對蔣介石政權逐漸建構強人威權體制之回應，並開始由不同層面討論政府對於自由與民主權利的限

縮。此外，透過對以自由與民主作為主體的主要關聯詞彙之觀察，在有關自由的關聯詞中，可以發

現其相當程度是表示經濟概念，如自由經濟、自由競爭、自由市場、自由港等，這樣情況呼應《自

由中國》創刊之初，雷震即將「政治民主，經濟平等」作為刊物主張基本架構 ，以及其後對經濟

平等與自由經濟辯證的發展脈絡。 

二者，《自由中國》的反對黨觀部份。由於反對黨、在野黨以及新黨三者所指涉的是相同的意

涵，因此，在處理時將此三者並列處理，並藉此分析刊物對於反對黨的觀點及其演變歷程。整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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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卷一至第卷二十三，無論是反對黨、在野黨、新黨，或是三種反對黨觀的總和，在排除文藝類全

卷文章以及社論文章兩個部份，係呈現上升的趨勢發展，亦即二者間呈現出一致的情況。再者，在

卷十(1954/1/1-1954/6/16)前，《自由中國》的反對黨觀無論在排除文藝類全卷文章以及社論文章中，

從線圖來看，在刊物中並沒有特別被提及的情況，其較顯著的變化轉折時刻，則是出現在卷十

(1954/1/1-1954/6/16)之後。而透過結合歷史情境後，本計畫並進一步發現，《自由中國》的反對黨

觀演變，原則上有其不可或缺的內在動因，然而，刊物所感受到來自外在蔣介石政府的壓力，則更

進一步推促著《自由中國》反對黨主張轉折的發生。 

三者，《自由中國》的地方自治觀部份。地方自治在《自由中國》中，無論是全卷文章(排除文

藝類)抑是社論文章，從卷一至第卷二十三，其二者整體上，皆是呈現上升趨勢線，其中特別是在

卷十五(1956/7/1-1956/12/16)之後，二者呈現一致性的情況益趨明顯。而對於地方自治在《自由中

國》中，所呈現出的這樣趨勢情況，基本上可將其置於刊物對於反對黨觀點的脈絡上觀察。國共鬥

爭失利遷台後，蔣介石政權推動黨政改造，並據此逐步建構強人威權體制 ，並將台人參與政治的

空間限縮在地方選舉上，因此，1950 年代台灣的選舉活動，係以地方自治為名所進行，在這樣歷

史背景下，《自由中國》對於地方自治的討論，基本上將會伴隨著對於反對黨的關切。若進一步將

地方自治的整體趨勢對照刊物反對黨觀的趨勢發展，則可以理解到，《自由中國》對於地方自治的

提及情況，之所以在 1954 年後獲得較多的關注，在相當程度上，與《自由中國》同一時間，開始

逐漸提升對於反對黨的討論，有其不可或缺的關聯性存在。 

四者，《自由中國》的人權觀部份。人權在《自由中國》全卷文章(排除文藝類)以及社論文章的

詞彙分卷情況，可以很明顯發現，二者間一致在卷十九(1958/7/1-1958/12/16)時，刊物對於人權的

提及在此卷發生顯著的提升。而這情況的出現，主要是與書刊查禁查扣問題，以及 1958 年政府進

一步限制出版言論自由的出版法修正案完成立法程序具備密切的相關性。此外，此也突顯《自由中

國》對於人權保障問題，在現實層次的定位，是在 1958 年，出版法修正案的爭議中，獲得較為清

楚的態度。 

五者，《自由中國》的國家認同觀部份。由於 1949 年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失利而遷至台灣的

特殊歷史情境，因此，有關《自由中國》國家認同觀的討論，將以中國與台灣作為主要概念，其中

中國概念包括中國、內地、(中國)大陸、大陸人等詞彙意涵在內；而台灣概念則包括台灣、台島、

台省、台胞、台民等詞彙意涵在內。透過對《自由中國》國家認同觀線型發展的觀察，在《自由中

國》全卷文章(排除文藝類)以及社論文章中，其大致上呈現出一致的情況，單就線型走勢來看，無

論是中國概念或是台灣概念，基本上是呈現頭尾顯著而中段持平的現象，再進一步查驗各卷詞頻比

例情況，則可發現《自由中國》對於國家認同的討論，在卷三(1950/7/1-1950/12/16)明顯提升，之

後再於卷十七(1957/7/1-1957/12/16)開始，產生持續的上升趨勢，而這樣殊異現象主要是與韓戰爆

發、中美聯合聲明公報(或稱蔣杜聯合聲明)、康隆報告等歷史事件發生關聯。 

六者，《自由中國》的主義觀部份。透過對詞頻統計數據的觀察進而發現到，總詞頻數排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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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者：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其個別詞頻數量遠高於其他的主義思想，而這樣的情況以一個創刊

之初，即堅持民主反共原則的刊物，有其不尋常之處。再者，《自由中國》以創刊之初的民主反共

原則，以及其所標誌著自由民主理念的特定傾向刊物，無論是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乃至於三民主義

等，應該是其所強調的重要主義思想，然而，這樣的既定想像，在《自由中國》中，無論是全卷文

章(排除文藝類)或是社論文章兩部份，則並沒有獲得彰顯。而對此現象的發生主要是在於，作為 1950

年代自由主義主要代表的《自由中國》，其論述系統在進行討論時，實際上，是透過反面對於與其

站在對立面的主義思想，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馬列主義、馬克思主義等之批判，而突顯其所強

調的思想價值。 

七者，《自由中國》的經濟觀部份。透過對詞頻統計數據的觀察，刊物有關經濟概念的成份組

成，無論是在全卷文章(排除文藝類)與社論文章中，自由經濟被關切的程度，基本上是在所有經濟

概念中最高者，而這這樣的情況是符合預期的。不過，若進一步查看則可發現，與自由主義脈絡下

的意涵相左的計劃經濟、經濟平等以及統制經濟三者，在《自由中國》有關經濟概念的成份組成中

亦不佔少數，甚至若將概念價值偏向社會主義的此三者的詞頻數加總起來，其在全卷文章(排除文

藝類)中甚至超過自由經濟的次數。而這樣的情況，基本上也再次印證了有關《自由中國》的主義

觀的觀察結果，即《自由中國》的論述系統在進行討論時，在若干層面，將透過對於與其站在對立

面的思想概念之批判，進而突顯其所強調思想價值之特性。 

 

成果自評： 

   本計畫在期中部分的執行成效：首先，通過人工勘誤與校正，建備《自由中國》共 260 期、約

兩千多萬字文本全文內容的數據資料庫，並以此為統計樣體，作為計畫後續相關的數位人文研究的

基礎。 

二者，應用作者／時間／文章三個變數，對《自由中國》進行統計並觀察整體時間的作者文章

發表排序、個別年間的作者文章發表排序、個別作者在不同年間的文章發表排序等不同情況，並分

析其發展趨勢。 

三者，藉由資訊工具的自動篩選計算特性，分別求算出(1)扣除掉「文藝」類的《自由中國》文

章分類，以及(2)《自由中國》的社論文章分類，並除了與過往的人工判讀結果，進行比對與內容

分析外，更進一步呈現此二者在不同年度的文章分布趨勢。此舉除補足過往由人力處理資訊的侷限，

更通過自動化統計而得以通盤掌握整體文本的內容。 

綜述之，本計畫應用數位實驗室所開發出的資訊工具，在《自由中國》文本資料中探勘出所需

的意義資訊，並透過專業研究者的篩選與判讀，將所採擷出的資訊進行持續的修正與汰選，並將此

資料回傳至數位實驗室中計算，而這樣不斷修正的過程，除使得最後的意義資訊更正確與具代表性

外，同時亦透過持續的資訊傳輸整理過程，使得發展數位工具的功能更全面與臻於完備，而有俾期

末計畫執行，對於面臨更巨量的資訊流，以及更深入的資料探勘的處理與應用，並進而將此由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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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所發展的數位工具，提供後續研究的應用與參考。並且，本計畫透過持續的修正資訊與路徑

的研究模式，亦可提供其他從事史料或其他文本判讀、分析者，一個基本的研究架構與路徑參考，

如圖 27。 

 

圖 27. 整合人工關鍵詞與電腦自動斷詞的數位人文研究途徑 

 

奠基於對《自由中國》文本內容的整體性瞭解，以及數位工具研發等計畫期中執行成果，本計

畫期末的執行內容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縱透過對刊物具代表性的概念之觀察，同時結合歷史情境，

而就特定概念在《自由中國》發展歷程的演變情況進行討論與詮釋。 

本計畫主要處理《自由中國》思想體系的自由民主觀、反對黨觀、地方自治觀、國家認同觀、

經濟觀、人權觀、主義觀等，並透過觀察其在全卷文章(排除文藝類)以及社論文章等兩部分的詞頻

情況，置於歷史結構中，進一步對其轉折情況與殊異現象進行詮釋。 

透過對《自由中國》主要思想觀點發展的關觀察與討論，本計畫發現：首先，刊物的思想觀點，

在全卷文章(排除文藝類)以及社論文章中，不必然呈現出一致性的結果。雖然《自由中國》是編輯

取向明顯的刊物，然而刊物內部編輯與外部投書稿件間，二者所關切的事物與理念，並不總是具共

時性的直接對應關聯。其次，《自由中國》對於欲彰顯的理念價值，其論述系統除主動介紹引介外，

在若干層面也透過，對與其站在對立面的思想概念之批判，而反向推導出其所推廣的理念價值。 

本計畫在全期的整體執行內容中，以《自由中國》作為主體，將刊物第一卷至第二十三卷，總

發行共 260 期、約兩千多萬字的文本全文內容，進行人工勘誤與校正的作業，並將完成的數位檔案

鍵入資料庫中，再以此數據資料庫的數位資源作為統計樣體，並藉此進行有關的討論研究。綜觀整

體計畫的執行成果，本計畫除對《自由中國》思想體系的整體面貌進行概括性的討論，並將其與過

去既有研究成果比較外，並進一步探究刊物思想體系的各主要構成概念，在各卷的分佈情況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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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觀察與討論，藉以理解《自由中國》的主張傾向與論述特性。 

未來，本計畫希望利用《自由中國》進行數位人文研究，相關所獲得經驗與發現作為基礎，進

一步將主軸置於戰後台灣的民主憲政，特別是人權發展，藉此觀察不同年代有關人權概念、主張等

側重之處，以及其間演變軌跡。以《自由中國》、「雷震日記」(1950-1970 年代)、「台灣人權系列雜

誌」(1980 年代迄今)、《司改雜誌》(1990 年代迄今)等作為主要分析文本，嘗試探討戰後台灣人權

發展歷程，並透過電腦偵測協助擷取不同年代，個別關注的概念意識，最後，配合專家判讀以及歷

史情境的觀察與分析，同時透過傳統歷史學研究與數位整理的結果互動，進一步整理戰後台灣民主

憲政發展的問題，並藉此釐清人權意識的演進。 

 

 

子計畫二：文本史料數位實驗室之打造與創新人文研究之探索-文本史料資訊檢索與探勘工具之開

發與實踐 (2/2) 

計畫編號：102-2420-H-004-052-MY2 

計畫主持人：蔡銘峰 (政大資訊科學系) 

 

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新月異，數位資訊透過通訊以及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已經造成人文科學和

社會科學與資訊科學之間在學科內涵、規範、社會實踐等方面開始產生質變。在文學研究領域方面，

資訊科技改變了文學創作與文學研究之想像與模式。在傳播學領域方面，網際網路使得知識的傳播

更加無遠弗屆。在歷史學領域方面，由於資訊科技中資訊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與資料探勘

分析（Data Mining and Analysis）等技術，得以幫忙史學家發現文本史料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有鑑

於過去數位典藏技術已將許多傳統的歷史書籍資料數位化，接下來該如何有效地處理這些數位文本

史料便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為完成此目的，資訊檢索技術將是一個必要的核心工具，因透過

檢索系統的建立，其技術可以將非結構化的文本資料變成半結構化的索引資料，以便系統有效地搜

尋資料，如此將可讓後續的資料探勘分析技術得以順利進行。  

由於在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研究中，研究人員經常需要閱讀與檢索大量文獻，而在資訊科學領域，

檢索相關技術近年來已有相當的發展，而這些發展中蘊含於資訊檢索、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等資訊領域裡進階的技術。本計畫採用這些技術建立了一個有效率的文本史

料資訊檢索系統，幫助史學家從大量的史料中找尋相關的資訊、並協助進行文本分析，使得史學家

可以進行更深入的史學相關研究。在所開發的系統裡，我們利用了資訊檢索和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

提供精準的搜尋結果。接下來我們將介紹本計畫中所使用史料文本和開發技術，以及介紹此適合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導向的檢索工具平台。 

在本次計畫中，我們所使用的史料文本為「自由中國文本集」，此文本集由政治大學雷震研究

中心薛化元教授團隊所提供。在此計畫報告中，另外我們介紹了有關在處理史料文本時，會所遇到



 66 

的一些困難以及相關的解決方法，包括：史料本文前處理、中文斷詞工具、以及資料儲存格式系統

之選擇等。在此報告中，我們也針對計畫所使用到的建立檢索平台技術進行介紹，其中包括資訊檢

索平台（Search Engine Platform）、網路開發框架（Web Framework）、前端介面（Front-end Interface）

及後端資料處理（Back-end Data Processing）等具體的實踐方案。 

目前，我們已成功建立起「數位人文自由中國搜尋系統」平台讓使用者進行檢索，圖 28 為本

平台之首頁介面，使用者可將欲查詢的問包（Query）填入中央欄位，並按下「搜尋」按鈕後即可

進行檢索︰ 

  

圖 28. 平台之首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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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為查詢「人權」時，本搜索系統平台所呈現的搜索結果頁面︰ 

 

在此結果頁面中，我們將使用者的檢索詞以黃底粗字標示，並提供上下文、方便瀏覽，另外在

檢索結果中可以檢視檢索到的文本總篇數，以及各篇文章之後設資料（如︰日期、卷、期、作者、

專欄等）。此外，我們也提供了以下側邊後設資料欄位以便使用者更進階的搜索需求︰ 

 

 

 

成果自評： 

此計畫之執行結果與當初計畫書規劃相符，目前已成功開發史料文本檢索平台「數位人文自由

中國搜尋系統」，該平台能夠幫助史學家從大量的史料文本中找尋有用的資訊，以協助其進行更深

入的史學相關研究。 

接下來，我們也希望可以將此檢索平台系統進行延伸，使其可以成為一個開放式的文本平台，

讓使用者透過自行上傳文本，並且透過平台上的文本檢索和分析工具來輔助分析自己的文本，創造

更多的數位人文典藏價值。 

 

圖 29. 查詢”人權”時呈現的結果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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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104 年 7 月 15 日 

報告人姓名 
 

 劉吉軒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時間 

會議地點 

104/6/29 – 104/7/3 

Sydney, Australia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102-2420-H-004-051-MY2 

 (計畫經費核定補助國外差旅費

用途為出席國際會議) 

會議 

名稱 

 (中文)2015 年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 

 (英文) Digital Humanities 2015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國徽符號元素網絡之研究 

 (英文) A Study of Symbolic Element Network in National Emblems 

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項： 

一、參加會議經過 

 

2015 年數位人文國際會議於澳洲雪梨舉行,主辦單位為西雪梨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Sydney), 該校位於雪梨西區, 校園廣闊, 建築物樓層不高, 不同活動

的會議場地分別於鄰近的 building 舉行, 也增加了國際與會者於校園中走動的機

會. 會議時間從 6/29 星期一開始, 前兩天安排不同次領域及各主題之工作坊

(workshops)及開幕活動 (conference launch and welcome reception),正式的專

題演講, 報告, 論文發表則是從 7/1星期三開始, 到 7/3星期五共三天.本人於 6/28

從台北出發,搭乘國泰航空班機, 先到香港轉機, 再抵雪梨, 休息一晚, 6/29 到達

雪梨西邊的 Parramatta 地區,參加了四天的會議行程, 後於 7/3搭機返國.  

 

  數位人文會議是由 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 

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及 Society for Digital Humanities等國際學術團體共同發

起, 成為每年數位人文領域最重要的年會, 也是國際級學術成果發表與交流之場域. 

本人繼 2012 年, 2014 年之後, 為第三次參加, 持續見證台灣在跨領域學術交流的

國際參與及成長.  

 

  本人投稿論文經會議審查, 被接受為海報論文發表(poster paper), 發表時間為

7/1星期三下午,以 1m x 1.5m 的海報張貼, 向與會者展示研究成果. 與會者自由走

動參觀海報展示與討論互動時間為 2 小時. 除了自己的海報展示之外, 本人也於空

閒時間,觀摩有興趣的研究議題或是和自己研究領域較有關的其他論文, 以吸收各

國最新的研究想法與研究角度, 收穫良多.  

                                                                                                                                                                                                                                                               

二、與會心得 

 

2015年會議共有十四個(去年為二十八個)主題工作坊, 三個(去年為四個)專題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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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十一個(去年為八個)座談場次,二十五個(去年為四十一個)長篇論文發表場

次, 二十個(去年為十六個)短篇論文發表場次,及一個(去年為二個)海報論文發

表場次. 會議規模和 2014 年相比, 似乎略為縮減, 也許因為會議地點對許多歐美

國家而言, 地理位置與距離較遠, 降低了參與的興趣與選擇. 與 2014年在瑞士洛

桑的會議相較, 主辦單位在會議的軟硬體設施, 場地佈置, 人員接待與資訊服務

等面向, 都略為遜色.  

 

本次會議的主題(main theme)為 Global Digital Humanities,似乎較為含糊單調. 

會議主辦單位公布的論文錄取資訊為, 接受 9 件 panels(座談), 75 篇 long 

papers(長篇論文), 97篇 short papers(短篇論文), 95篇為 posters(海報論文), 

最後的總平均錄取率為約 52%,算是中等程度的篩選錄取率, 大概是基於新興領域

的考量, 鼓勵參與. 以國內參與情形而言, 台灣共有一篇長篇論文, 四篇短篇論

文, 及四篇海報論文發表. 以亞洲而言, 除了台灣之外, 則以日本之參與為主, 共

有一篇長篇論文、三篇短篇論文及七篇海報論文發表. 可見台灣在數位人文領域

之發展, 與日本同時領先亞洲其他地區. 另外, 在國際上, 數位人文領域之耕耘

與推動, 仍以歐美先進國家為主. 

   

 

三、考察參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省略) 

 

 

四、建議 

 

  數位人文的本質就是一個跨領域, 以多角度、多面向、多種類的相互比較或融合, 

探討及開創新的可能. 因此, 不論是資料素材、工具方法或是成果意義, 都希望能

充分開展, 呈現多元發展的面貌. 目前的三個焦點層面分別為文化面, 語言與文本

面, 方法面. 數位人文更是一個典型的資訊科技與人文整合的領域, 也是一個學術

理論與實務可以密切結合的領域, 雖然近幾年在各個主題領域中皆有長足的進展, 

但仍有許多議題尚未開展, 值得進一步的探討, 在科技部數位人文計畫的政策支持

下, 期待未來有更多國內有興趣與熱誠的學者積極參與.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Conference Program of Digital Humanities 2015.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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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平台已有相當程度的開發，而除了平台系統自身與流程部分的模組化設計以
外，也已與各子計畫討論完成後續介接的整體規劃作業，亦藉由著手進行處理
的史料文本成果，嘗試從中觀察、探索及分析得到結果，因此以整體完成度而
言已達到第三階段。

本計畫總結發現，研究工作除了文本自身的品質以及相關工具及方法的完善外
，亦需不斷往返探討於文本的選擇、意義聚焦的範圍、後設分類的影響、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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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到的資訊更適切地回歸到史料文本中，以彰顯出藉由本研究可呈現的人文價



值及文史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