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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目的在建置「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此一工程先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作為
屬性建置與文本
探勘的起始，經過一年的研發，已初具資料庫規模，因而繼續朝資
料庫的加深、加
廣與功能的加強而努力。本期計畫以三年為期，第一年將20本清代
臺灣方志納入資
料庫，一方面延長時間的尺度，一方面測試資料庫勘考工具處理文
言文與白話文的
能力。第二年納入戰後編纂之臺中市志、南投縣志、續修臺北市志
，除了發展數位
工具對書寫不齊整的人物傳之文本探勘能力，也擴張延伸社會網絡
分析的地理空間
。第三年納入全臺醫師人物，應用文本探勘與分析工具，剖析此新
興階層如何透過
社會網絡發揮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面相的影響力。在三
年期的執行過程
中，「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在擴充過程，因新資料、新人物類型
、新地區的加入
，資料庫將不斷修正工具，強化勘考和分析工具的效度和信度。

中文關鍵詞： 數位人文、方志、人物志、傳記、文本探勘、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
料庫、社會網絡
分析、醫師、社會流動、地理資訊系統

英 文 摘 要 ：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build 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Beginning from the “Biographies” section of New
Edition of
Changhua County Gazetteer, the team has begun the initial
work of
attribute creation and text mining in the first year, and
has built a
basic database. The team continue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database
and to strengthen the analytical functions of the digital
tools. This is
a three-year project. In the first year, this project will
incorporate
into the database part of the data in the twenty Qing
Dynasty gazetteers
in order to extend the time coverage of the database as
well as test the
text mining tool’s capability of dealing with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In the second year, this project will
further



incorporate part of the content of three gazetteers (one
for Taichung,
one for Nantou, and one for Taipei) compiled after 1945.
Besides
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text-mining for non-normalized
biographical
texts, this project in this stage will also try to extend
the
geographical coverage of the database. In the third year,
this project
will incorporate the list of all doctors in Taiwan into
this database.
By applying text mining and analytical tools, this project
will try to
analyze how this new rising class produced influences in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reas. During the three
years, TBDB will
continue to adjust the digital tools to strengthen
efficienc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text mining and analytical tools.

英文關鍵詞： Digital Humanities, local gazetteers, biography, text
mining, 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octor, social
mobility, 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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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摘要 

 

本計畫目的在建置「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此一工程先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作為屬性建置與文本探勘的起始，經過三

年的研發，已初具資料庫規模，因而繼續朝資料庫的加深、加廣與功能的加強而努力。 

本期計畫以二年為期，一方面延長時間的尺度，一方面測試資料庫勘考工具處理文言

文與白話文的能力。第二年納入全臺醫師人物，應用文本探勘與分析工具，剖析此新興階層

如何透過社會網絡發揮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面相的影響力。在兩年期的執行過程

中，「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在擴充過程，因新資料、新人物類型、新地區的加入，資料庫

將不斷修正工具，強化勘考和分析工具的效度和信度。 

 

關鍵字 

數位人文、方志、人物志、傳記、文本探勘、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社會網絡 

分析、醫師、社會流動、地理資訊系統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build 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TBDB). Beginning from 

the “Biographies” section of New Edition of Changhua County Gazetteer, the team has begun 

the initial work of attribute creation and text mining in the first year, and has built a                                                                                                                                                                                                                                                                                                                                                                                                                                                                                                                                                                                                                                                                                                                                                                                                                                                                                                                                                                                                                                      

basic database. The team continue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 databaseand to strengthen the 

analytical functions of the digital tools. This is a three-year project. In the first year, this 

project will incorporate into the database part of the data in the twenty Qing Dynasty 

gazetteers in order to extend the time coverage of the database as well as test the text mining 

tool’s capability of dealing with Classical Chinese and Vernacular Chinese. In the second year, 

this project will further incorporate part of the content of three gazetteers (one for Taichung, 

one for Nantou, and one for Taipei) compiled after 1945. Besides 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text-mining for non-normalized biographical texts, this project in this stage will also try to 

extend the geographical coverage of the database. In the third year, this project 

will incorporate the list of all doctors in Taiwan into this database. By applying text mining and 

analytical tools, this project will try to analyze how this new rising class produced influences in 

political,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areas. During the three years, TBDB will contin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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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 the digital tools to strengthen efficienc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text mining and analytical 

tools. 

Keywords: 

Digital Humanities, local gazetteers, biography, text mining, Database (TBDB), social network  

 

二、具體成果 

本計畫進行到目前為止，大致按照目標循序漸進，除了原有的《新修彰化縣志》、《續修澎

湖縣志》、《續修臺北市志》以外，繼續將《續修南投縣志》、《續修台中縣志》之人物志納入資

料庫，研究進行過程將前一期的觀察發現具體化，設計工具以視覺化圖形呈現。本年度計畫的

具體成果分述如下: 

1. 澎湖縣人物、廟宇、空間桑基圖 

     澎湖縣人物之事蹟相當多與宗教活動、廟宇修建有關，TBDB 系統以桑基圖進行分析，茲

擷  取部分畫面加以說明。 

 

 

圖 1 澎湖縣之人物、廟宇、空間桑基圖 

       

      透過桑基圖的分析可以觀察哪些人物與哪些地區的寺廟活動有所連結，若想觀察單一人物或

單一廟宇，可點選該項便出現顏色線條，例如點選城隍廟，透過線連結可知道該廟宇所在位置，

亦可了解哪些人物與城隍廟的活動相關。(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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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 澎湖縣之人物、廟宇、空間桑基圖點選[城隍廟]出現的畫面 

 

    圖 3 澎湖縣之人物、廟宇、空間桑基圖點選人物[黃文華]出現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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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臉部偵測工具分析老照片中的人物社群網絡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建置過程，除了人

物傳的文字內容以外，也廣泛蒐集傳主的照片，包括個人大頭照、家庭合照、團體合照。

在辨識團體照人物的過程中，發現這些在特定建築或地點合照的特定人物，具有某種人群

關係，而且，重要的大合照往往標示有拍攝時間、照片名稱，我們或可進一步探討為何在

該時間拍下該照片? 為何在該建築或該地點拍攝? 照片中的人群有何關係?老照片是否能

做為社會網絡分析的另一種途徑? 基於以上探究的目的，本計畫以 TBDB 所建置的人物資

料為基礎，嘗試利用臉部偵測工具 OpenCV 函式庫，以老照片中的人物群像，分析其社群

網絡。 

偵測工具 OpenCV 

OpenCV(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為一支援電腦視覺影像處理的函式庫，由 Intel 實

驗室發想並參與開發，為一跨平台之開放源始碼函式庫，採 BSD 授權，支援即時圖像處理、

電腦視覺與圖形辨識。OpenCV 自 1999 年開始發展，原先 Intel 發展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支

援新一代 CPU 在電腦圖學上的運算，為一個包含光線追蹤及 3D 顯示計畫的一部份。並在

2012 年 8 月，OpenCV 的支援改由一非盈利組織(OpenCV.org)提供。並支援多種開發程式語

言，且可以跨不同平台操作，並以 BSD 授權方式開放使用。 

為了處理傳文中原來在文字內容所附上的人物照片，TBDB 引用 OpenCV 函式庫，以輔

助人物臉孔識別，並作為後續標記人名與建立網絡關係使用。OpenCV 函式庫中，已包含有

各式預先透過大量收集分析目標特徵值，並加以歸納、訓練，所建立而得分類器(classifiers)，

讓使用者可以配合使用目的，自行搭配選擇合適的分類器，可初步獲得一定的成果。 

方法 

透過使用內建於 OpenCV 中之 Haar feature-based cascade 分類器，TBDB 得以快速建立初

步的臉部偵測功能。該分類器透過機器學習演算法的方式，使用包含已經人工標記計 4,916

張包含有人臉圖片與不含人臉圖片 9,544 圖形之資料集進行訓練，最終取得一包含有 6,061 特

徵值之分類器，可用於識別出現於圖片中正面臉孔；而開發者透過 OpenCV，僅需使用已有

良好程式封裝之函式式，針對處理標的，進行部份參數調整與改進，即可獲得相當優化的成

果。 

以彰化縣人物周秀娥傳文的照片為例，周秀娥的個人照可以做為合照的辨識基礎，其代

表性的合照包括她與彰化基督教醫院蘭大衛妻蓮瑪玉和其女蘭仁愛的合照(如圖 4)從照片的

群像可瞭解為彰化基督教醫院的社群網絡。再比對傳文可知她為彰化人，東京女子醫學專門

學校畢業，經蘭大衛介紹與周淵昌結婚，這就解釋了周秀娥兩張合照社群網絡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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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應用OpenCV來測試彰化縣北斗鎮第五屆里長就任攝影留念合照，上載並經程式偵測結

果後，提供表單，供上載者填寫詳細詮釋資料（圖5），其中自動偵測出人臉結果可供編輯判

斷其正確性，與填入人物名稱，同時部份偵測錯誤結果，可經上載者人工校驗後踼除。最終

產出該合照之人物關係圖，如圖6。 

 
圖 4 周秀娥（前左二）與彰化基督教醫院蘭大衛妻蓮瑪玉（前右二）和其女蘭仁愛（後右三） 

 

圖 5 彰化縣北斗鎮第五屆里長就任合影上載結果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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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彰化縣北斗鎮第五屆里長就任合照人物網狀圖 

討論 

人物的社會網絡是近年數位人文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過去多由文本進行分析， TBDB

所提供的勘考工具，則嘗試以OpenCV函式庫，針對老照片進行臉部偵測，同時供使用者填

入辨識出之人物名稱，如果填寫人物愈多，透過機器學習，資料庫中越多的照片臉孔會比對

出來，再透過資料庫中的傳文，提供照片詮釋或網絡分析的依據或線索。在圖像資料運用越

來越受重視的今日，老照片中的人物群像，未嘗不是探討社會網絡的另一種有效途徑。 

 

3. 日治時期醫師身分、角色與空間的流動 

   以日治時期醫師為對象的研究已累積豐富成果，但大部分的研究或引用口述歷史、傳記等

記錄個人的史料，或分析官方統計書中的數據，前者雖能微觀卻不夠全面，後者雖能宏觀大

致情況，卻常受限於原始統計資料的欄位而無法深入探討。 

本計畫建置的醫師資料來源主要為戰前、戰後醫師名錄、日本醫籍錄、帝國醫師名簿等。日

治時期醫師人數逐漸增加，從日治初期僅 300 餘人，至日治末期已達 2,700 人，若將每年所

有類別的醫師加總，官廳醫師共 9,760 人，開業醫 25,246 人，公醫 6,827 人，但若同一醫

師執業多年，將年年都被納入計算。最理想的情況下本計畫醫師人數最多將達 8、9 千人，

但本期計畫之人力與期程並未能夠處理全部數量的分析，因此先以彰化地區的醫師為優先，

其餘待日後繼續完成。 

 



8 

 

   

   (1)醫師人數的統計與分析 

根據日治時期的台中州 1925、1930、1940 分個年份的醫籍錄，整理出台中州各郡與各街庄醫

師人數的變化如下: 

 

圖 7 台中州各郡市醫師人數變化圖(1925、1930、1940) 

 

     從圖 7 的長條圖可以觀察到 1930-1940 年之間，各郡的醫師人數成長較多，其中又以台

中市、彰化郡、員林郡最突出。若是將 1933 年升格的彰化市計入彰化郡，1940年以彰化郡的

56人最高，其次為台中市的 47人，員林郡 45人緊追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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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彰化、北斗、員林各郡市醫師人數變化圖(1925、1930、1940) 

   再以日治時期位於今天彰化縣行政區內的彰化、北斗、員林郡內各街庄來比較，則以彰化

市、鹿港街、員林街醫師人數最多，尤其員林街在 1940 年成長速度追過清代台灣第二大城市

鹿港，代表前者可能具備更多現代街市發展的條件。 

  (2) 醫師學歷背景分析 

    以收錄在彰化縣人物志醫師的學歷背景來分析，在台灣就讀醫相關學校的人數有 66 人，

其中出身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系統(亦即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醫學

校→台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台灣大學醫學院)的 61 人數量最多，台灣境外地區則以

日本的 34人最多，在美國就讀的瑪喜樂護士和英國倫敦大學醫學院就讀的蘭大弼、愛丁堡大

學就讀的蘭大衛醫師，本身便是外籍人士。 

 
畢業學校地點 人數 比例 

臺灣 臺灣 66 62% 

境外 

日本 34 32% 

滿洲 1 1% 

朝鮮 1 1% 

中國 2 2% 

美國 1 1% 

歐洲 2 2% 

總計 107 100% 

說    明：以上統計只包括受現代醫藥學相關教育者，不包括漢醫 13 人。 

料來源：「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庫（TBDB）」，網址：https:// http://tbdb.ntnu.edu.tw/ （檢索日期：2021.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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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彰化縣人物志醫師出身總督府醫學校系統圓餅圖 

 

圖 9 彰化縣人物志收錄之醫師境外學歷統計圓餅圖 

   

台灣在日本就學的醫學相關學校相當分散，其中以東京地區的 10 人最多，關西的 4

人居次，和台灣空間上比較接近的九州或四國倒非台灣人的首選。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彰化縣人物志收錄的女醫師幾乎都到日本就讀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因為日治時期台灣的醫學

校還不收女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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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彰化縣人物志收錄之醫師日本學歷統計長條圖 

 

(3)醫師出身籍貫和職業地點的分析 

      

      從醫學校畢業的醫師到底會選擇在那裡開業? 是否一定回到故鄉? 首先我們先來看彰化

縣有收錄在人物志的醫師其籍貫之分布，從圖 11 可以觀察到出身彰化市的 26 人與鹿港的 18

人最多，而且和其他街庄的人數差距極大。再從圖 12 的醫師開業地分布圖來看，開業地點最

突出的是員林街，儘管收錄在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籍貫為員林的只有 2人，但是選擇在員林開

業的卻有 17人。出身彰化市的有 26位醫師，開業於彰化的減少 4位，共 22名。 

    儘管彰化縣志人物志所收錄的醫師人數不等於醫籍錄中彰化縣籍的人數，但醫師開業

地點的狀況大致是相符的。醫籍錄中彰化地區各街庄來比較，彰化市、鹿港街、員林街醫

師人數最多，員林街也是在 1940 年成長速度追過鹿港的地區。為何非員林出身的醫師選

擇到員林開業?初步分析可能原因有: 

 1.縱貫鐵路開通，交通帶動經濟發展 

2.員林位於盛產果品的丘陵地、稻作平原和河港都市鹿港的中間，人流、物流暢旺。 

3.從 1930年代起，員林人口增加速率快，對醫療的需求也提高。 

    除了員林街，後續因製糖會社所在地而升格為街的溪湖和二林，開業醫師人數也有

增加的趨勢。另外，醫師開業地點的空間流動不侷限在彰化縣內，也有少數流動到今日

台中市、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境，但主要為與彰化縣相鄰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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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收錄於彰化縣人物志的醫師籍貫分布 

說明：1.人物傳的張玉花為臺北社子人、高信義為高雄人，因考量圖幅大小，故上述 2 位

醫師及外國籍醫師，不在本地圖上呈現。2.本地圖以目前的鄉鎮市行政區域為底圖，

但各鄉鎮多可應對到日治時期的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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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收錄於彰化縣人物志的醫師開業地分布 

 

(3)醫師社會流動的分析 

       醫師的社會流動主要呈現在其社會角色與身份，還有社會活動的參與。以整體觀察，

醫師的社會流動除了本業的醫藥相關工作，主要呈現在公職、民意代表、詩社、社團、

職業公會、商業、文教和社會運動等面向。從下表可觀察到下列幾點: 

   1.醫師為民意代表的 58人最高，占 23%。其次為社團的參與，占 16%，在次為商業的活動

占 14%。 

   2.由於醫師出身家庭的經濟狀況優於一般人，因此擔任醫師職之外，也常有其他商業投資。 

   3.詩社獨立出一項是因為彰化人物的詩社活動相當活躍，即使醫師工作繁忙，15人有詩

社的活動。 

   4.出任公家的醫院院長、鄉、鎮、縣市長達 35人，占 23%。 

   5.日治時期參與社會運動的人數主要為文化協會，有 18人。值得注意的是，戰後參與政

治社會運動的人數大幅下降，這與 1950-1980年代的社會氛圍呈正相關。 

   6.男性醫師投入社會或政治活動者顯著比戰前少，女性醫師在戰後卻往往以擔任婦女會會

長的角色參與社會活動。 

         以上是醫生階層的社會流動，至於剖析此新興階層如何透過社會網絡發揮其政治、經濟、

文化、社會等多面相的影響力，則有待後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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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藥相關 公職 民意代表 詩社 社團 職業公會 商業 文教 社會運動 

總計 104 35 58 15 39 22 35 19 24 

比例 100% 14% 23% 6% 16% 9% 14% 8% 10% 

      說明: 同一人物可能有多項的社會角色或身份，因此同一人可被重複統計。 

 

 

圖 13 收錄於彰化縣人物志的醫師社會參與比例圖 

 

三、研究成果的發表 

(一)論文發表 

   本計畫執行期間從 2018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研究團隊共同發表的期刊論

文和研討會論文如下: 

Sie, Shun-hong, Ke, Hao-ren, & Chang, Su-bing. (2017, November). Development of a text 

retrieval and mining system for Taiwanese historical people. In 2017 Pacific Neighborhood 

Consortium Annual Conference and Joint Meetings (PNC), 56-62. 

張素玢、李宗翰、李毓嵐、李昭容、顧雅文、柯皓仁、謝順宏(2018)。從 CBDB 到 TBDB：

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試金石。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 (2)，91-115。

doi:10.6853/DADH.201810_2.0005 

謝順宏、柯皓仁、張素玢(2018)。臺灣歷史人物文本檢索與探勘系統之建置。圖資與檔案學

刊，(92)，67-87。doi:10.6575/JILA.201806_(9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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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順宏、柯皓仁、張素玢(2018)。自動分群應用於傳記人物關係建立。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

國際研討會(2018)，125-135。 

Chang, Su-bing, Ke, Hao-ren, & Sie, Shun-hong. (2019). The Hidden Link--A Clu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oets, Capitalists and Social Activists Through Analytical Tools. 

Keynote Session, 116. 2019DADH Conference. 

Su-Bing Chang, Shun-Hong Sie, Hao-Ren Ke, "The Hidden Link: A Clu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oets Capitalists and Social Activists Through Analytical Tools"，2019 

JADH Conference. 

張素玢、謝順宏、柯皓仁，〈老照片中的人物群像：探討社會網絡的另一種途徑〉，2019 DADH。. 

Hao-Ren Ke, Shun-Hong Sie, Su-Bing Chang， "Using Face Detection in Photographs and Cluster 

Analysis to Support Explo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storical Personages in 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LIBRES e-journal vol. 31, no 1 (預計

2021 年 7 月刊登). 

(二)國外會議 

本計畫主持人張素玢於 2019 年 7 月 7 日至 12日，代表臺灣數位人文學會理事長劉昭麟，

前往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參加由國際數位人文組織聯盟（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 ADHO）主辦之 Steering Committee 會議（2019/07/07-07/12）與數

位人文 2019 年會（Digital Humanities Conference 2019，DH2019，2019/07/09-07/12），參與

ADHO 之各項討論。 

   2019 年 7月 7日至 12日參加在關西大學舉辦的 JADH 國際研討會，發表”The Hidden Link  

-- A Clu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oets, Capitalists and Social Activists Through 

Analytical Tools”. 

 

四、 台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的推廣 

   本計畫進行期間以 TBDB 為主題，計劃團隊發表多篇論文以外，計畫年度(2020)主持人

亦受邀擔任多次公開演講或舉辦工作坊，分述如下。 

  (一)演講 

 2020-09-25  “人物資料庫的建置：以「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 為例”， [自然

語言處理與數位人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科技大學主

辦。 

 2020-11-13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 TBDB 的建置與操作」，暨南大學歷史系。 

 

    

 (二)工作坊 

 2020-11-23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工作坊，台師大台史所、台大台文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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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資訊所合辦。 

 2020-12-03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 一個智慧型的資料庫」工作坊，

2019DADH。 

 

 (三)瀏覽與使用人數一覽圖 

本計畫原先設定的年度瀏覽人數為 1,000 次，經過線上積極推廣、演講與舉辦工作坊，

TBDB瀏覽人數從 2019年 12月份的 22人次大幅穩定成長，至 2021年 1月，人次已達 14,961。

可見具備 12 種分析工具的 TBDB 資料庫建置以後，在計劃團隊的推廣和操作課程的介紹

下，持續受到重視和使用。計畫團隊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時，也受到國外學者的注意和聽取

建置經驗，而得到互相切磋的效益。 

 

 
 

  

五、 檢討與建議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從 2016 年 8 月起接受科技部的補助，2016-2018

年共有 4 個子計畫共同建置資料庫，2018-2020 的兩年期只剩兩個子計畫，目前已經完成建

置資料庫的資訊系統，並發展出 12 種分析工具。在 TBDB 資料庫建置與發展的過程有幾項

自我檢討與建議。 

(一)自我檢討 

   1.清代方志未能納入資料庫 

原計畫能將清代所有方志的人物資料納入 TBDB 卻未能完成，其原因之一為清代方志

人物傳體例與戰後方志不同，須讓系統重新學習，或將清代方志另開一系統。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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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規劃以三年期四個子計畫進行，但實際執行的期程與規模被刪減為兩年期兩個子計

畫，因此在時間與人力上都捉襟見肘而未能完成。 

   2.志書人物志撰寫體例不一、詳細度不同，影響分析工具效度和執行效率 

計畫第一階段處理撰寫格式較為整齊的《新修彰化縣志》、《續修澎湖縣志》、《續修臺

北市志》，第二階段繼續納入《續修南投縣志》、《續修台中縣志》等，希望能發展數位

工具對書寫不齊整的人物傳之文本探勘能力，也擴張延伸社會網絡分析的地理空間。但是

在清理資料時需要花費甚多工夫，各志書撰寫內容的詳細度各有不同，原先發展的工具不

一定能勘考到設定的資料，因此影響到工具的效度，在時間的壓力下，資料清理工作未能

完成。 

  3.不同地區呈現不同的區域性特質，人物的活動也不同，無法以單一圖形或工具處理所

有人物 

     目前 TBDB 處理的人物傳可發現彰化縣人物詩社的參與非常活躍，澎湖縣的人物則表

現在宗教與寺廟活動的參與，本計畫以桑基圖發展出兩個圖形，用視覺化的呈現提供

分析的效益，未來仍可對臺北市人物在媒體傳播的活躍度做出探究。 

    (二) 建議 

1.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的維護與延續建置 

    本資料庫以兩年時間完成主要的資訊系統架構，包括服務層、資料處理層、資訊

層，並循序漸進的逐年納入戰後的方志人物志，預計以每年處理兩本方志的速度進

行，規劃 10 年期程完成臺灣所有縣市的人物志。 

    目前資料庫打好系統基礎，已經納入五個縣市人物志，兩個縣人物志正在初步處

理，但是計畫已經結束。建議這一個相對於「中國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的「臺灣

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未來能由公布門繼續維持，或支持適當的團隊來維護和擴

增內容。 

2.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的繼續推廣 

    本資料庫建置的精神是要服務一般大眾，因此朝向操作簡單、直觀的方向進行，

儘管如此，仍須持續的進行資料庫介紹和推廣工作，否則在資訊氾濫的時代，往往

被淹沒而無法發揮其建置的效益。 

3. 可做為各級學校教師進行本位教學、問題與探究的素材 

    108 課綱的精神在素養導向，並以「問題與探究」方式，激發主動學習。TBDB 所

收錄的人物與地區性的事務和發展息息相關，操作的門檻又低，教師和各級學生都

很容易進行查詢和分析，因此非常適合推廣做為教學和探究的素材。 

  

    以上是本計畫前後執行四年的自我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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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數位人文領域最重要的會議莫過於每年一度的 Digital 

Humanities（DH）世界數位人文研討會。 今年於荷蘭的古城

Utrecht 舉辦，由 Utrecht 大學承辦，主題為「Complexities」，

點出數位應用在人文的最大貢獻便是將複雜、龐雜的資料文獻

加以分析、以視覺化呈現，讓事情的脈絡可以清楚掌握，協助

人文研究者容易發現有意義的現象並尋求解釋。 

 

      2019 年數位人文會議參加者超過 1073 人，是歷年最多的，

動員 450 位學者審查會議論文。主辦單位烏特列支大學場地不

夠大，因此在市中心的國際會議大樓舉行，7 月 7 日舉行 DH 學

會的 Steering Committee 會議，必須就今年與未來兩年會議舉辦

或籌備的狀況加以報告，並選出下一屆 D H 主席和 2022 年會議

舉辦地點。 

 

 7 月 8 日為全天的工作坊，7 月 9 日學術會議正式開幕和主

題演講，數位人文學界學者專家雲集，國際會議廳場地宛如劇

院，是一次難得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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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次參加會議之目地有三: 

1. 參與DH學會的Steering Committee會議:投票選出下一任學會會

長與 2022 年開會地點。 

    2. 參加會議前一天的工作坊，學習最新開發出的工具與建置的

資料庫。 

    3. 參加 DH2019 研討會，與各國學者交流學習。 

二、過程/出國行程表： 

   2019/07/06        移動日 晚上抵達 Amsterdam 

2019/07/07        參加 DH 學會的 Steering Committee 會議 

2019/07/08~12     會議期間 

2019/07/13 移動日  由 Amsterdam 搭機經 Dubai 轉機 

2019/07/15         因飛機在 Amsterdam 起飛延誤 4 小時，抵達                                          

Dubai 錯過轉機時間，耽擱一天始回到臺灣 

三、心得： 

     2019 年 7 月 9 在荷蘭烏特列支（Utretch) 舉辦的 2019DH 數位人

文會議，大會之前先進行了核心會員會議。   台灣是世界人文學會 10

個會員國之一，也是具有 13 票投票權當中的一票，由於開會時間在

研討會前就進行，台灣數位人文學會會長劉昭麟教授尚未抵達，便授

權我参與討論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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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 學會的 Steering Committee 會議中，必須就今年與未來兩年會

議舉辦或籌備的狀況加以報告，並選出下一屆 D H 主席和 2022 年會

議舉辦地點。 

                      

              DH 學會 Steering Committee會議召開情形 

    僅管事先已經在線上做了 6 項的投票，但是有待大家當面討論的

事情還是很多。7 月 7 日的會議從早上 9 點進行到下午 5:30，會員代

表對每一項報告都充分發言與提出意見，甚至連經費、開支、預算等

行禮如儀的事項也不放過。我第一次參加世界人文會議就提前參與核

心會議，也學到籌辦大型世界會議的一些經驗，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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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8日為 Workshops and tutorials 可一個人需求或興趣選擇半天

或一天的自費課程，本人參加 ” Materia on the Move: Trade & 

Colonisation of Collections Digital Studies in Provence”課程。會議中的

每篇文章報告時間只有 10-15 分鐘，每個議程 3-5 篇，相當緊湊，只

能大致聽得梗概。工作坊相對而言就可根據一主題有較多的討論和帶

領操作，因此雖然需自費參加，不同主題報名者都相當踴躍。 

 
     工作坊場地不大，參加者較能互動討論 

 

    7 月 9 日 DH2019 年數位人文會議正式展開，參加者超過 1073

人，是歷年最多的，動員 450 位學者審查會議論文。主辦單位烏特列

支大學場地不夠大，因此在市中心的國際會議大樓舉行，7 月 9 日開

幕式和主題演講的場地宛如劇院舞台，數位人文學界各方英雄雲集，

一場盛會即將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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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幕式的場面相當盛大 

 

第一天的 Opening keynote為來自南非的學者 Francis B. 

Nyamnjoh ， 主 題 為 ” African Inspira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ositeness of Being Human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ies。相對於歐美國家，南非可說

是數位人文的開發中國家，大會特別獎助非洲學者參與而給予免註冊

費（325歐元）的待遇。閉幕前一天的主題演講來自希臘的資深學者

Tito Orlandi 講題” Reflictions o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umanities” 。以 Tito Orlandi 準備的 PPT看來，

他並非長於數位人文的學者，請他擔任主題演講的用意可能在呈現古

老國家的年長學者，也認識到數位人文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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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場休息時也是各國學者溝通交流的時間 

 
         與台灣參加會議的學者合影 

 

DH2019 的會議為本人第一次參加的國際數位人文會議，過

去 DH 會議總給人「歐美優先」的感覺，今年似乎大會努力扭轉這種

印象，儘管國際會議場次甚多，不免蜻蜓點水，但是這也是聆聽數位

人文最新成果的最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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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臺灣數位人文學會 
 

會    址：106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

二段六十四號/國立政治大學 

立案字號：台內團字第 1050036044 號 

聯 絡 人：韓嘉蓮 

聯絡電話：02-2938-7511 

電子信箱：tadh.tw@gmail.com 

受文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素玢教授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4 日 

發文字號：臺數人字第 1080002 號函 

 

 

主旨:擬委請貴校張素玢教授代表本會理事長劉昭麟教授出席 2019年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  (以下簡稱 ADHO) 之 

Steering Committee (以下簡稱 SC)會議。 

說明: 

一、 ADHO 是一個國際學術聯合會，我國數位人文學會為該學

會的學會會員。參與 ADHO對於我國的學術聲望與能見度

有極大助益。 

二、 ADHO-SC 會議時間於 2019 年 ADHO 學會年會開議之前

開始舉行，ADHO 學會年會會議日期是七月九日到十二

日。故 ADHO-SC 自七月七日上午開議，在 ADHO 學會年

會期間仍將有陸續的小型討論。  

三、 擬請同意張老師接受此一任命，於暑假期間為國家學術的

推展，遠赴歐洲代表我國學會參與本年度的 ADHO各項討

論。 

 

正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副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張素玢教授、本會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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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o-Ren Ke, Shun-Hong Sie, Su-Bing
Chang，
  "Using Face Detection in
Photographs and Cluster Analysis to
Support Explor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storical
Personages in a Biographical
Database" i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LIBRES e-journal
vol. 31, no 1 -- expected to be
published in July 2021.

研討會論文 2

Su-Bing Chang, Shun-Hong Sie, Hao-
Ren Ke, "The Hidden Link: A Clu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oets Capitalists and Social
Activists Through Analytical
Tools"，2019 JADH.
張素玢、謝順宏、柯皓仁，〈老照片中
的人物群像：�探討社會網絡的另一種途
徑〉，2019 DADH。
Shun-Hong Sie, Hao-Ren Ke, Su-Bing
Chang，
"Using Face Detection to Assi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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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torical Photographs"，2019
DA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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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論文 1

Su-Bing Chang, Shun-Hong Sie, Hao-
Ren Ke, "The Hidden Link: A Clu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oets Capitalists and Social
Activists Through Analytical
Tools"，2019 JADH.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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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招聘歷史專業知識，並具備數位
人文學習經驗的碩士或在學學生擔任兼
任助理，其工作和可獲得之訓練有：
(1)協助測試工具或建置欄位。
（2） 配合資訊工程建置勘考工具或網
絡分析工具提供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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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第十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由本計畫
團隊主辦，會議地點在臺灣師範大學，子計畫二主持人柯
皓仁擔任大會主席，子計畫一主持人張素玢擔任會議主席
。
2. 計畫團隊除了發表兩篇論文以外，並舉辦TBDB工作坊
，將最新成果推廣給大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