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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是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的基礎上，依照臺灣近現代人物與時代的特色
，修訂並擴充CBDB的類別架構，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經濟
、社會類人物，作為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人物屬性建置與文本探勘的起始。
本計畫將應用文本探勘與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於兩個主題，並評估工
具之效度和信度，使TBDB能確實符合歷史人文學者的研究需求。
　　第一年勘考經濟、社會人物之原始文本（text），訂定臺灣歷
史人物志中傳主的類別、屬性、關聯等知識本體（ontology），以
提供建置TBDB所需的資訊，並提出介面要求、功能要求，以供勘考
工具和社會網絡分析工具端的設計開發。
　　第二年計畫擬定「社會領導階層的人際網絡分析：以醫師為中
心的研究」為主題，實際應用TBDB作為輔助工具進行分析，具體觀
察中部醫師的人際網絡，其與實業界、政治界、文化界人士的社會
關係，以理解彰化縣內醫師階層活躍的社會現象，藉由數位工具快
速處理大量資料的優勢，並以視覺化的圖像具體檢視醫師在政治、
經濟、文化及社會面的網絡，並分析醫師如何透過政治、經濟、社
會與婚姻強化其影響力與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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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 文 摘 要 ：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by modifying and expanding the
categor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BDB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Taiwanes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is project aims to create a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modern Taiwan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is project
will utilize text mining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n two
topics to evaluat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reliability to
ensure TBDB can meet the need of historical researchers.
    In the first year, this project is text mining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ctions, setting up the ontological framework,
such as categories, attributes, and rel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TBDB construc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I system for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mining tools and SNA tools.
    In the second year, this project sets as the main topi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Leader Class: Doctors as
the Major Focus.” By applying TBDB as a supplementary tool
for analysi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phenomena of
the tremendous lively doctor class in Changhua County, we
will observe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 doctors in Central
Taiwan and how they are connected to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pheres. With the advantage of digital tools’



capability to process huge data efficiently and to
visualize the results, this project will examin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networks of the
doctors to answer whether the doctors had become a new
venue to prominence after the cancel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is project will also analyze how
the doctors strengthen and broaden their influence through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marriage relations.

英文關鍵詞： Digital Humanities, local gazetteers, biography, life
history, text mining, 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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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本計畫是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的基礎上，依照

臺灣近現代人物與時代的特色，修訂並擴充 CBDB 的類別架構，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經濟、

社會類人物，作為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人物屬性建置與文

本探勘的起始。本計畫將應用文本探勘與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於兩個主題，並評估工具之效度和信度，

使 TBDB 能確實符合歷史人文學者的研究需求。 

  第一年勘考經濟、社會人物之原始文本（text），訂定臺灣歷史人物志中傳主的類別、屬性、關

聯等知識本體（ontology），以提供建置 TBDB 所需的資訊，並提出介面要求、功能要求，以供勘考

工具和社會網絡分析工具端的設計開發。 

  第二年計畫擬定「社會領導階層的人際網絡分析：以醫師為中心的研究」為主題，實際應用 TBDB

作為輔助工具進行分析，具體觀察中部醫師的人際網絡，其與實業界、政治界、文化界人士的社會

關係，以理解彰化縣內醫師階層活躍的社會現象，藉由數位工具快速處理大量資料的優勢，並以視

覺化的圖像具體檢視醫師在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面的網絡，論證「醫師」是否成為科舉取消後

的新仕途，並分析醫師如何透過政治、經濟、社會與婚姻強化其影響力與張力。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by modifying and expanding 

the categories and functions of the CBDB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Taiwanes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he historical period, this project aims to create a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modern Taiwan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is project will utilize text mining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n two topics to evaluate their effectiveness and reliability to ensure TBDB can meet the need of historical 

researchers.  



 II 

    In the first year, this project is text mining the original text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ections, setting up the ontological framework, such as categories, attributes, and rela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TBDB construction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UI system for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xt mining tools and SNA tools.  

    In the second year, this project sets as the main topic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Leader Class: Doctors 

as the Major Focus.” By applying TBDB as a supplementary tool for analysi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phenomena of the tremendous lively doctor class in Changhua County, we will observe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 

doctors in Central Taiwan and how they are connected to the social network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pheres. With the advantage of digital tools’ capability to process huge data 

efficiently and to visualize the results, this project will examin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networks 

of the doctors to answer whether the doctors had become a new venue to prominence after the cancel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is project will also analyze how the doctors strengthen and broaden their influence 

through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marriag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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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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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DB）,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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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言 

 人物為歷史學研究重要的一環，從人物的各種面向與牽引出的出身經歷、社會階層、人物流動、

婚姻網絡、政治網絡，都是研究歷史的關鍵議題。過去對人物相關網絡、家族譜系的研究主要依循

傳統史學方法，以人工方式從資料文獻加以分析排比，或可滿足對單一人物、單一家族的研究，然

而涉及到龐大的資料與複雜的網絡，往往力有所未逮。哈佛大學首先集合學界力量，積極經營中國

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期待透過建立基本檢索系統和文本分析

的功能，使人物傳記資料庫成為人文學者之研究與分析工具，以跨越個別人物傳記之侷限，對人物

的互動產生更動態的觀察。 

 目前臺灣的學界對人物研究主要遵循傳統史學的文獻研究法或輔以口述歷史，對單一人物或家

族的研究都有不少成果。但是傳統的研究方式，每一主題皆需經年累月，一一爬梳文獻，比對資料，

處理極為費時。儘管各研究者對某地區的家族、士紳或農村菁英有所深究，卻難以梳理眾多人物的

網絡關係。若研究範圍擴大至全臺灣，其關聯性複雜度將至少與人物數量之平方成正比。若要使臺

灣史之人物研究可支持人物、時間、空間的擴展性，且能使臺灣史學者於同一平臺上合作、分享研

究成果，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與相關分析的工具的建置

已刻不容緩。 

 臺灣史的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積累，研究主題由小區域、細緻，慢慢推向更寬廣與更長時距的議

題。方志的纂修，人物家族、社會網絡的研究，都有可觀的成果。過去 20 年政府積極推動資料庫

建置工作的完成，也使資料的流通與檢索更方便。儘管群體人物傳研究的主觀、客觀條件日臻成熟，

臺灣卻一直沒有具有勘考、文本分析功能的歷史人物資料庫。發展此種歷史人物資料庫，事實上牽

涉到對資料庫涵蓋範圍之歷史脈絡具備深入的瞭解。例如，定義人物於資料表中屬性時，便必須考

量資料庫涵蓋範圍之時空背景，而不能一體適用。由於本團隊為《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之撰寫

團隊，對人物之屬性種類與可能之屬性值瞭解深入，因此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基礎，從

彰化縣人物開始建置 TBDB。 

 

三、研究目的 

1. 方志編纂成果的加值應用 

2. 促進臺灣人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以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增廣研究主題和研究效率。 

3. 提供臺灣研究群體傳記學與社會網絡的分析工具，擴大人際網絡的研究範疇及其視覺化。 

4. 以本計畫建置的資料庫與數位工具，匯聚臺灣史研究成果與數位資料庫，建立起與國際數位人

文接軌和對話的研究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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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1. 文獻研究 

本計畫以資料文獻為知識本體，並加以辯證，以成就工具開發的基礎。 

2. 群體傳記學 

本計畫既有《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887 位為數可觀的人物傳文本，因此採用群體傳記學

（Prosopography）研究方法，以彰化縣的人物為對象，研究人物的共同背景、事業上的合作、

通婚、共組社群等關係網絡，以瞭解其內在相關性與外在活動的關係。 

3. 社會網絡關係分析法 

將個人關係歸納成某些群體，以闡釋該人物如何透過社會網絡，在近現代的臺灣，社會結構掙

脫科舉的束縛，階層流動快速，形成各種人際網絡，這些可藉由分析工具提高研究的效益。 

4. 歷史地理資訊系統（HGIS） 

研究人物傳時，鄉貫、從業地點、網絡涵蓋的空間，都是影響網絡形成的原因，透過地理資訊

系統，可清楚呈現人與地的關係和網絡圈的範圍，是研究社會網絡的重要輔助工具。 

 

（二）進行步驟 

1. 分析文本資料：提供建置臺灣歷史人物分析工具所需的知識本體、人物基本屬性、關係屬性等。 

2. 修訂增補 CBDB 的屬性資料，以設計適合 TBDB 的資料結構。 

3. 分別以詩社、社團、事件等主題，檢視分析工具與探勘工具的效度和信度。 

4. 展開研究主題的分析與歸納工作，對工具產出之圖形做出解釋與驗證。 

5. 以本計畫開發的數位人文工具探勘結果進行論述，撰寫研究論文。 

6. 評估 TBDB 未來工具開發的方向與發展可能的新議題。 

以上的過程都透過密集會議，每個月定期討論，以獲得具體結論，維持資料庫建置與計畫執行

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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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基本架構與流程 

 

 

圖 2 TBDB 整合計畫概念關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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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分工 

子計畫一、二 

1. 運用領域知識負責分析資料層中的臺灣歷史人物志文本（資料來源），藉以產出人物類別、屬

性、關聯等知識本體（ontology），以及權威控制（authority control）、索引典（thesaurus）、主題

詞表（subject terms）和命名實體（named entity）等輔助資料庫（auxiliary database）的建立。 

2. 提出功能與使用介面需求，並控管探勘分析結果的品質。 

子計畫三、四 

1. 負責 TBDB 系統的開發：包含設計子計畫一、二分析產出知識本體、輔助資料庫的關聯式資料

庫系統，根據臺灣歷史人物志文本的全文資料進行文本處理、文本探勘工作，以發掘傳主的類

別、屬性、關聯等資訊並自動填入 TBDB。 

2. 設計社會網絡分析與檢索功能：以利使用者探索傳主間的社會關係。 

3. 以使用者中心（user-centered）概念設計 TBDB 全文檢索、資料庫檢索介面以及更多的加值應用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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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一）執行成果 

本計畫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文本（資料來源），進行文本探勘與社會網絡分析，

由子計畫一、二找出傳主的基本屬性與關係屬性，提供資訊予子計畫三、四，以建置臺灣歷史

人物傳記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TBDB）所需的人物屬性、關聯資訊等，並提出

介面要求、功能要求，以供勘考工具和社會網絡分析工具端的設計開發。自2017年9月至2018年

12月，完成之工作項目敘述於下。 

 

子計畫一、二共同成果 

 

1. 驗證與除錯 

TBDB 的知識本體來自文本形式的《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相較於 CBDB 引用已有格

式化體例的「傳記資料索引」等資料，能夠較為快速將人物資料輸入並結構化，TBDB 則需借

重文本探勘技術，從《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的傳文中挖掘資料，再加以分類及結構化。雖

文本大致具備共同的行文方式及段落重點，仍需人工驗證及除錯。因此本資料庫系統建立探勘

規則的關鍵字進行測試，確立人物屬性類別的骨架，再協助進行權威控制、除錯檢驗等工作，

使探勘結果能正確置入資料庫，檢索系統更加完善。子計畫一、二的人文學者除了負責分析人

物的類別、屬性、關聯等知識本體，以及建立權威控制等輔助資料庫之外，也在工具開發過程

中，檢驗探勘分析的結果，協助從事系統開發的子計畫三除錯校正。 

 

2. 學歷、機構、團體資訊建置 

日治時期地方菁英熱中參與社團，為臺灣人物群像的特像之一，子計畫一、二認為此為對

研究者有意義的歷史資訊，因而於 TBDB 建置了該欄位訊息，提供研究者分析臺灣歷史人物如

何透過社團合縱連橫，在近代臺灣各領域發揮影響力，並能據以對臺灣史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

係等問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上年度計畫完成傳主所屬詩社資訊的建置，本期計畫繼續擴充人物的屬性資料，完成包括

學歷、機構、團體等欄位資料。 

 

3. 親屬關係與社會關係著錄 

第一年度計畫以 CBDB 親屬關係表為基礎，依臺灣社會習俗情形增刪，加入童養媳∕新婦

仔、查某嫺、螟蛉子、來臺祖∕開臺祖等稱謂，將原來的 575 欄調整為 199 欄。本年度延續上

期計畫成果，先由子計畫三利用文本探勘技術，將《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886 位人物傳文

中所有「姓名」標記提取出來。接著開設內部人工校驗介面，將 199 種親屬關係（即稱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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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拉式選單，與傳文並置相互參照，由子計畫一、二逐一檢視這些人物與傳主之間的關係。

驗證過程陸續發現彰化縣志存在而 CBDB 缺少的親屬關係，予以記錄彙整後新增進 TBDB。 

 

子計畫一研究成果 

本年度子計畫一原擬定社會領導階層之醫師為研究對象，但在討論過程中發現，以《新修

彰化縣志・人物志》為文本尚不足以完成全面性的分析，因而先將計畫重點置於 TBDB 建置，

醫師部分則著重資料收集及初步處理，預計於 107 年 8 月 1 日起執行的二年期計畫「日治時期

醫師身分、角色與空間的流動及轉變：應用數位人文工具的動態分析」中整理臺灣醫師之全貌，

並突顯彰化縣醫師之特色。由此，本計畫整理《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醫師傳記，另增加戰

後醫師名錄所收錄近 600 位醫師資料，實際應用 TBDB 作為輔助工具進行分析，了解彰化地區

醫師的組成及其社會網絡。本期初步完成日治至戰後彰化地區醫師的學歷、執業地統計，以及

人際網絡豐富、少數女性醫師之社會網絡圖像。 

 

1. 《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醫師學歷分析 

 

表 1  《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醫師畢業學校一覽表 

臺灣 外地（醫專） 外地（大學） 

學校 
人

數 
學校 人數 學校 

人

數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33 東京醫學專門學校 7 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 4 

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

學校 
25 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 3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 3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11 昭和醫學專門學校 3 日本醫科大學 2 

臺北帝國大學 

附屬醫學專門部 
4 岩手醫學專門學校 2 滿洲醫科大學 2 

臺灣大學醫學院 3 九州齒科醫學專門學校 1 東京慈惠會醫科大學 1 

臺灣總督府 

醫務要員養成所 
1 大阪高等醫學專門學校 1 金澤醫科大學 1 

  帝國女子醫學藥學專門學校 1 長崎醫科大學 1 

  日本醫學專門學校 1 鹿兒島醫科大學 1 

  平壤醫學專門學校 1 巴黎大學 2 

合計 77 合計 20 合計 17 

    

 從表一的統計可知，彰化縣人物志醫師的畢業學校，仍以臺灣的醫學相關學校人數最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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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人當中有 77 人，35 人在日本或日本帝國圈，赴美國或歐洲就讀的相對少數，只有兩位在

巴黎大學取得學位。這是因為台灣納入日本帝國圈以後，到日本本土、朝鮮、滿洲都相對容易

有關。 

    人物志收錄的 4 位女醫師，都畢業於日本的醫學校，乃因臺灣還沒有女子醫學校，有志者

必須赴日本才能取得學位。 

 

2.彰化縣醫師空間分布 

人物空間分析有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若説人物志呈現的是每個個體的精神行誼，資料庫

式的宏觀分析便是去掉獨特性，強調共性，找出群體共享的特色，即所謂「群體傳記學」。以

GIS 作為輔助工具，要分析的是某一些群體所共同構成的空間上的特性。《新修彰化縣志・人

物志》中的醫師分布暫如下圖所示，然因撰寫時的入傳標準受主觀影響，如為了兼顧各鄉鎮的

平衡而刻意增加了某鄉鎮的人物；或沒有資料無法成傳，因而如此分析尚無太大意義，將來資

料庫中納入更多的人物，並且是普查性的資料，才能有更多分析的可能性。 

 

 

圖 3 《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醫師執業分布圖 

 

以戰後的醫師名錄為例，1954、1975 年的資料載有診所住址，geocoding 便能在地圖呈現。

由下圖可知，彰化縣芳苑鄉的醫師人數頗多。此外，此一分析打破統計資料的行政區界限制，

八卦台地山腳出了多位醫師，傳教醫師多在人口三千以下的農村服務。再加入年代及性別可知，

1950 年代女性醫師出生地多集中於都會區。至於原因及進一步的解釋，則留待與全臺比較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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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說明。 

 

 

圖 4 1954 年彰化縣醫師執業診所醫院分布圖 

 

2. 重要醫師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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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賴和之社會網絡圖 

 

 

圖 6 李應章之社會網絡圖 

 

圖 7 林糊之社會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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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以上三位重要醫師視覺化分析其社會網絡，醫師社會活動包括文化、政治、社

會層面，可分析為下列幾點: 

1. 在文化上:      

以參加詩社活動為主，因此其社會網絡互相唱和的詩人所占人數甚多。賴被稱為新文

學之父，其為醫師、作家、社會運動者。 林糊筆名鐵骨生，都是當時彰化文壇的活躍

人士。 

2. 在政治上: 

  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包括臺灣議會設立請願運動、二林蔗農事件等等。從社會網絡分

析可知，有些地方仕紳表面並不從事社會運動，卻透過詩社的活動間接支援協助，此ㄧ現

象原先並沒有清楚被揭示，當視覺化社會網絡繪出後，提供了隱藏的人際連結，使未來的

分析可以更精確。 

3. 在社會上： 

  日治時期，所謂同業公會的活動和組織已相當活絡，這些網絡另一群組為醫師與醫師

之間的互動往來。而醫師階級形成新興的社會影響力階級，其通婚對象除了傳統大家族以

外，出身中部「最高女子學府」的彰化女高也不在少數，這也是未來也以分析的議題… 

 

 數位工具仍須改善的部分： 

1. 社會網絡圖缺少方向性：互動的關係仍須研究者依賴文本進行分析。 

2. 社會網絡分析工具未能呈現社會關係屬性，例如詩社的人際關係、政治上活動的關

係，或同業的關係應可用不同的線條或顏色加以呈現，這是未來仍須改善的。 

 

子計畫二研究成果：彰化詩社的人際網絡分析 

1. 人物、詩社、地點關係 

（1）第一年圖形的修正 

在第一年的計畫中，子計畫二從人物志傳文中尋找出有詩社經驗的傳主名單，以及參

與過的詩社名稱，並加入地域空間分布，交由子計畫三繪圖，完成「人物、詩社、地點關

係圖」。第二年經由仔細爬梳傳文，找出的詩社從原本 30 餘個，增至 70 餘個，並依據新

資料重新繪圖，修正後的圖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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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人物、詩社、地點關係圖 

（2）圖一呈現的史實 

A. 詩社參與最多之地分別為鹿港（112）、彰化（47）、員林（34）。 

B. 參與詩社次數最多者，分別為朱啟南（12）、許漢卿（11）、陳懷澄﹙10﹚、王友芬

（9）。 

C. 傳主參與最多的詩社依序為興賢吟社（20）、大冶吟社（19）、香草吟社（18）、櫟

社（16）、應社（13）。 

（3）觀察圖一，可得到下列結論 

A. 霧峰林家與彰化「應社」及「大冶吟社」關係密切，他們有婚姻、同學或師友關係，

構成以臺中市為活動空間的文化圈。舉例而言，「應社」之楊樹德、楊天佑均為林

獻堂妻楊水心之弟；「大冶吟社」莊嵩之姊莊賽金嫁林獻堂堂兄林紀堂為妻，莊嵩

叔父莊士勳之女莊能宜嫁林幼春，陳懷澄二媳林小菱為下厝林瑞騰之女，丁寶濂、

莊嵩曾任霧峰林家的漢文教師。 

B. 北彰化與南彰化的詩社交流，由鹿港「大治吟社」的施讓甫、許學、許存德及戰後

施文炳等人，至員林「興賢吟社」及二林「香草吟社」發展為代表。 

C. 此網絡延續至戰後，又匯聚成以彰化為主的《詩文之友》及鹿港的「文開詩社」等

人的參與。 

 

2. 彰化詩社的關係網絡分析 

（1）繪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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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基礎下，子計畫二重新匯整彰化地區的重要詩社共 18 個，包括「興賢吟社」、

「櫟社」、「香草吟社」、「詩文之友社」、「大冶吟社」、「應社」、「文開詩社」、「蘭社」、

「臺灣詩學研究會」、「半閒吟社」、「鹿港聯吟會」、「杏春吟社」、「魁社」、「春雲詩

社」、「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彰化縣國學研究會」、「彰化縣學士吟詩社」、「洛江吟

社」，製作成表格，詳細填入以下資訊：成立年代、活動地點、各階段參與成員、歷屆社

長、沒落年代、再興年代、結束年代、閒雜人等（出席嘉賓），於 2018 年 2 月底，交與子

計畫四繪製彰化詩社關係網絡圖。 

同年 5 月子計畫四繪出圖型後，子計畫二開始第一階段的除錯，鑒於日治與戰後的詩

社同置於一張圖形上，與歷史的實況不符，故要求時間軸的加入，至 7 月子計畫四將時間

軸初步加入，網絡圖暫告完成。 

 

（2）彰化詩社關係網絡圖分析 

子計畫四所畫的社會關係網絡圖，可顯示彰化詩社的「度中心性」、「接近性」、「中間

性」，如圖二、圖三、圖四所示（網址：https://hlshao.shinyapps.io/poetSNA/）。所謂度（degree），

代表一個節點所擁有的連線數量，連線數愈多代表在網絡中地位愈重要（代表聲望或是核

心程度），分為 In Degree（節點收到弧線的數量）、Out Degree（節點發出弧線的數量）、All

（節點所擁有的弧線總數，不區分方向）。接近性（closeness）是一個節點與其他節點的接

近程度，計算方式為其他節點總數/此節點到其他節點距離總和。中間性（betweenness）則

是測地線（geodesic），指兩個節點之間的最短路徑，亦是在網絡中所有其他任兩個節點的

最短路徑中有包含此節點的比例。 

 

圖 9 彰化詩社的「度中心性」         圖 10 彰化詩社的「接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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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彰化詩社的「中間性」 

 

經由圖二、圖三、圖四，可得知以下事實： 

A. 彰化詩社的「度中心性」，以「櫟社」、「香草吟社」、「文開詩社」最高。  

B. 彰化詩社的「接近性」，以「詩文之友社」、「櫟社」、「香草吟社」最高。 

C. 彰化詩社的「中間性」，以「櫟社」、「香草吟社」、「詩文之友社」最高。 

 

前述詩社中，「櫟社」成立於 1902 年，1941 年一度中興，參與成員均為一時之選，包

含霧峰、清水、豐原、潭子、苑裡、鹿港等地之菁英，且參與之菁英又活躍於當地的詩社，

例如鹿港籍社員施家本、丁寶濂、鄭汝南、莊嵩、陳懷澄等人，同時是鹿港「大冶吟社」

的成員，故「櫟社」在彰化詩社的網路中地位最重要，一般彰化詩人透過「櫟社」，較容

易與其他詩社產生連結。 

「香草吟社」乃鹿港人許存德（「大冶吟社」成員）與其子許學移居二林後，於 1918

年所創，1927 年許學遷居竹塘，「香草吟社」亦移至竹塘發展，故「香草吟社」是連繫北

彰化與南彰化詩人的重要場域。該詩社於 1953 年、1997 年兩度中興，迄今仍存，且詩社

成員眾多，活動力極強，曾於 1962 年、1968 年、1977 年舉辦縣級、中部及全國聯吟大會，

風光盛極一時，是以在彰化詩社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佔有重要地位。 

《詩文之友》為戰後臺灣活動最長、發行數量最多的古典詩文刊物，1953 年 4 月在彰

化創刊，1994 年 9 月停刊，前後長達 42 年之久，主要負責人為發行人洪寶昆，社長王友

芬，主編林荊南。該刊成立宗旨為｢整理文化遺產、發揚民族精神｣，主要目的在以詩刊的

形式，促進古典詩人的交流和互動，成員來自臺北、臺中、彰化、嘉義、屏東等地，擴展

出去的人際網絡盤根錯節。 

「文開詩社」成立於 1981 年，2004 年因鹿港才子施文炳（曾任《詩文之友》副社長、

執行編輯）於鹿港社區大學開設漢文課程，適逢具有百年歷史的文開書院重修竣工，乃再

興此社，積極推動漢學、詩學、臺灣文學等文藝活動，活動力強，此社目前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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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彰化詩社的「接近性」圖中，吳燕生高居第四名，但她並非

詩社的正式成員，僅是與會嘉賓，顯示與會嘉賓在串聯人際網絡中的重要性。吳燕生為「櫟

社」成員吳子瑜之女，因在北京出生，故取名燕生。1930 年代，她逐漸活躍於臺灣漢詩壇，

曾參加「櫟社」、「東墩吟社」、「大冶吟社」之擊鉢吟會與課題，亦多次參加全島詩社聯吟

大會。戰後參與「中社」、「瀛洲詩社」之詩鐘與擊鉢活動，作品多次見於《詩文之友》等

古典詩刊，更屢次參與全國詩人大會，且於 1973、1976 年分別參加第二、第三屆世界詩人

大會，因此成為彰化詩人中的中樞人物。 

 

（3）彰化詩社關係網絡圖的問題 

A. 未能呈現重要詩社不同階段的發展 

在彰化的重要詩社中，「香草吟社」共有三階段（成立→沒落、再興→沒落、再興→

至今），「興賢詩社」、「文開詩社」、「應社」以上三詩社共有二階段，參與人員各階段都有

變化，但當初繪圖時沒有考慮時間的不同，不同時間的詩社成員都畫在同一張圖上，應畫

出不同階段的網絡圖才能符合實際情況。 

B. 正式社員與與會嘉賓混為一談 

目前圖形呈現的詩社成員名單，連閒雜人等（與會嘉賓）也列入，雖然據此可看出與

會嘉賓在詩社關係網絡扮演的角色，但由於其並非正式社員，使得圖形的正確性受人質疑，

應將與會嘉賓刪除，依據正式社員名單，重新繪圖。 

 

（4）人文與資訊學者合作的調適 

前述問題已反應予子計畫四，他們認為在技術上修改圖形並無問題，三個階段的詩社，

在圖中可以畫成三個詩社，分別是香草一、香草二、香草三，即能清楚呈現不同階段的網

絡，未來期待可以有完整的圖形顯示。 

其次，資訊學者常常忽略時間概念，將日治與戰後的社團一起繪圖分析，而背離歷史

事實，因此人文與資訊兩方必須平心靜氣不斷協調、溝通，找出雙方均能接受的方式，幸

而資訊學者最後也能理解時間在歷史演變上的重要性，願意在方法上加以修正。 

 

子計畫三成果 

本年度計畫除延續第一年計畫，增修系統架構與新增功能外，重要成果包含發展人物親屬

關係辨識編輯功能，以及運用自動分群技術於建立人物關係。目前系統提供了四個檢索點：人

物類別（文化、經濟、政治、社會）、姓名、出生地、傳文。圖 2 為檢索結果的簡目列表，顯

示傳主姓名、出生地、事蹟發生地、人物類別、生卒年等資訊，並可連結全文、檢視傳主的社

會網絡關係（本年度新增功能）；此外，使用者也可以選擇以 GDF 格式轉出傳主的社會網絡關

係，讓使用者在 Gephi 軟體中自主操作（本年度新增功能）。畫面左方則為後分類功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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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類別、出生地和事蹟發生地等三層面（facet）限縮檢索結果1。 

 

圖 1 TBDB 首頁 

 

圖 2 檢索結果簡目顯示 

TBDB 業已實作三種社會網絡分析功能。第一種功能直接列出傳主傳文中提到的人物（無

論是否為傳主） （本年度新增功能），如圖 3 為辜顯榮傳文中提及人物的網絡圖。第二種功能

將「另有傳關係」網絡化。所謂「另有傳」乃是在一位傳主的傳記中提及其他亦被《新修彰化

縣志・人物志》所收錄的人物，透過「另有傳關係」的網絡化可以掌握重要或有名人物間關聯。

                                                      
1 原本以人物類別、出生地、詩社三層面限縮檢索結果，本年度經討論後以事蹟發生地取代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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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即為辜顯榮的「另有傳關係」網絡圖。前述二種網絡分析都可以選擇網路擴展的層次。第

三種社會網絡分析功能展現詩社、主要活動地點、詩社成員間的關係，可藉此了解詩社成員的

地理分布，例如圖 5 呈現出櫟社成員的主要活動地在鹿港、臺北、臺中、員林、彰化、大村等

地。 

 

圖 3 辜顯榮傳文中提及人物的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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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辜顯榮的「另有傳關係」網絡圖 

 

圖 5 詩社、地點、參與成員的網絡圖 

 

空間資訊有助於分析傳主活動。圖 6 以臺灣地圖呈現參與特定詩社成員的出生地分布情

形，圖 7 則是以熱度圖將傳主活動地的分布情形視覺化。 

 

圖 6 特定詩社參與成員的出生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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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傳主活動地概況 

根據傳主資訊，TBDB 產生若干統計圖表，除了出生地、活動地統計表之外，圖 8 為傳主

卒年分布圖；圖 9 則為被提及人物排名，其中前三名依序為賴和、吳德功、施梅樵，排名第四

的林獻堂因其出生於臺中霧峰而未收錄於《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由此分析可做為 TBDB

可後續擴充之歷史人物（如：林獻堂）或地區（如：臺中）的參考（本年度新增功能）。 

 

圖 8 傳主卒年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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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被提及人物排名 

 

圖 10 特定社團、族群關係 

此外，透過匯入歷史研究者所提供的特定社團名單，例如：彰化銀行創辦者名單、臺中一

中創辦者名單，並結合 TBDB 現有已勘之人物結果，可繪製如圖 10，透過不同的顏色，區分

主要人物、相關人物及不同社團，以供後續的解讀。TBDB 也提供了簡易的過濾機制，以供研

究者操作選取所想仔細觀察之特定族群。由於尚缺乏人、地及機構之權威資訊，但因機構在不

同的時間區間，可能會存有不同的名稱，例如：臺中一中，舊名為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

公立臺中中學校等，恰巧可以解讀並區分人物參與或依存的年代。而是否可以提供研究之線索，



 20 

則需仰賴相關研究者之進一步解讀。 

 

1. TBDB 之命名實體辨識技術 

 子計畫三提出一個半自動方式，擷取《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中的特定專有名詞。以詩社為

例，經由詩社名稱之輔助資料庫，求得輔助資料庫內平均詩社長度、詩社最大相同字數、相似

字串對等資料。並引入停用字詞表，過濾部分不具意義字元，以修正結果。 

 本方式可用全自動的方式進行，並適用於各式擷取情況。透過專家建置的輔助資料庫自動

運算並產出規則以進行擷取。但由於電腦演算法尚無法妥善處理語意關連，僅就語法、拼字組

合進行擷取，而易導致偏差，故實務上，仍需適時的人工介入，並進行結果的修正。 

 根據專家判斷（子計畫一、二）的結果作為正確答案，則前述演算法的召回率（recall）為

96%，精確率（precision）為 65%，數值呈現上看似未盡理想，但研究者認為在歷史研究中召回

率（能夠找出所有相關結果的能力）較精確率為重要，因此前述演算法堪稱符合需求。另一方

面，本研究也發現，系統自動判斷的「應社、旗津吟社、鹿港詩社、斐亭鐘會」等詩社卻未能

被人工檢出，這也顯示以人工擷取專有名詞，仍可能存在一定的失誤與不一致，故而以系統自

動化辨識專有名詞輔助人工複檢乃是較可行的作業方式。 

第二年度執行項目為傳文內文所出現的人名、地名與組織名稱，此為描述傳主生平與研究

的重要資訊，但由於內文內容分散，內文文體因時間跨度較大、書寫方式近文言體緣故，重要

名詞出現詞頻相對傳文可能未達顯著，即頻率遠低於可使用門檻值，再加上內容時間跨度較大，

部份名詞、地名未能出現於現行之辭典或為出自古地名、耆老口述史料。為此，本計畫嘗試引

入半自動化之名詞擷取，進行人名資訊的搜集。透過現有之候選詞特徵的方式進行，以判斷候

選字詞前後，是否具有特徵詞、字，再進行擷取；配合簡易中文斷詞、斷句，去除常用字詞、

標點斷行後，再以詞夾子方法（張尚斌，2006）進行擷取。透過輔以人工進行簡易的判讀後，

即完成特定名詞的擷取。而這些特定名詞，則可以再回饋原傳文內容，與所在之傳文進行判讀，

以擷取出傳主相關的描述資訊。圖 11 為將前述方法應用於傳文中社團組織與公司的探勘，初

步獲得良好的擷取效果，顯示前述演算法具有一定成效與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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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社團與公司名稱的辨識 

 

 

子計畫四成果 

「台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的社會網絡分析功能，是利用 R language 寫成；實際撰寫工作是

由台灣師範大學東亞系邵軒磊副教授及其團隊負責，檢索介面如表八所示。 

此系統分成兩類：（1）非親屬之社會關係；（2）親屬關係。在本系統目前的建置中，「Social Group 

SNA」對應「非親屬之社會關係」，「Social+Kinship SNA」對應「親屬關係」，同時也加上與非親屬之

社會網絡疊加之功能。以上兩點需要稍作說明。為何要以「Social Group SNA」對應「非親屬之社會

關係」？這主要是因為本計畫內建資訊的限制。由於本計畫進行的進度，目前本系統所錄入的「非

親屬社會關係」僅局限於詩社及其社員，亦即屬於社團的社會關係。因此，為免使用者產生不必要

的誤會，乃直接將此頁面標註為「Social Group SNA」。未來當本系統所收錄之社會關係種類持續擴

充後，本檢索系統之介面也將進行相應的調整，以提供使用者最簡便直觀的檢索介面。至於為何要

以「Social+Kinship SNA」對應「親屬關係」？這也是源於本系統目前所收錄資料的限制。雖然親屬

關係是社會網絡分析中很重要的一個面向，但本計畫所使用的文本（《新修彰化縣志》之人物傳）

並未特別著重歷史人物之親屬關係，以致於目前系統中所收錄的親屬訊息相當有限。若僅顯示親屬

關係，所呈現出來的結果相當零散，對使用者很可能沒有太多的學術研究意義。因此我們設計在同

一介面上，可將親屬關係與社會關係疊加在一起，以期能讓使用者從更多元的角度，來觀察台灣歷

史人物社會網絡之構成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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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台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社會網絡分析檢索介面 

 

圖？ 「台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親屬關係之社會網絡分析檢索介面 

 

本計畫所建置之台灣歷史人物社會關係網絡分析工具，以子計畫一、二、三之成果為基礎，

具有以下的檢索分析功能：（1）基礎查詢，（2）詩社之社會關係查詢，（3）親屬關係查詢，（4）

社會關係與親屬關係合併查詢。目前雖然由於資料庫所收錄之資料量仍有一定限度，相關的檢索

功能也因此有一定限度，但目前所達到的成果，已可對詩社之社會網絡關係進行宏觀的大數據觀

察，並可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例如彰化地區詩社具有相對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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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BDB 建置經驗與自我檢討 

1. 計畫團隊由歷史學者和資訊科學家所組成，這兩個領域使用不同的認知語言，最初須克服相互

了解的困難，以開放的心胸並定期聚會討論，促進雙方的理解。 

2. 絢麗的工具不見得是適合的工具。在建置 TBDB 初期，資訊科學成員熱心地實作了許多工具，

例如社會網絡分析、時間軸、熱度圖，這些工具也的確讓歷史學者讚嘆。然而當歷史學者進一

步檢視，發現這些工具不僅使分析更為複雜，甚至難以解釋。一個好工具最重要的是能符合歷

史學者的需求和研究流程、才能發揮其研究效益。 

3. 隨著數位與資通訊科技時代的來臨，許多人文社會學者急於跨入數位人文領域並喜於運用許多

資料庫和工具，而可能淪於「為數位人文而數位人文」。研究者認為僅有在人文社會學者擁有

問題意識的前提下，資料庫和工具才能夠發揮它們最大的效用。 

4. 數位與人文無縫接軌是個理想，事實上存有相當大的困難度。團隊中歷史背景的學者，要在一

年內充分了解設計工具的需求，而提供類別、屬性、關聯等知識本體，還要瞭解到怎樣才是電

腦能夠理解的方式，對人文學者而言，是要費力跨越的學科鴻溝。 

5. 計算工具常常有很多限制，人文學者必須瞭解這些障礙，找出兩者可溝通的方式。同樣的，開

發工具的資訊學者，找出規則或勘考關鍵字，呈現出來的視覺效果似乎頗具效能，但事實上並

非合理的設計。因此團隊中的兩組人馬必須透過經常性的討論，讓彼此的思考頻率能共振；歷

史學者分享其研究經驗與成果，提供資訊學者了解的研究議題，粹取必要的元素。 

透過以上過程，才能讓資訊工具端成員確認人文學者所需，而不會設計出有技術但不實用的工

具，有一些研究議題也常在共同討論中被發掘出來。 

 

（三）成果發表與推廣 

1. 團隊成員參加 DADH 研討會並共同發表論文 

會議 第八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DADH 2017） 

時間 2017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 地點 國立政治大學 

發表 張素玢、李宗翰、柯皓仁、李毓嵐，〈從 CBDB 到 TBDB：以《新修彰

化縣志・人物志》為試金石〉 

謝順宏、柯皓仁、張素玢，〈臺灣歷史人物文本檢索與探勘系統之建

置〉 

 

 

2. 與哈佛團隊交流並展示 TBDB 初步成果 

會議 哈佛團隊訪臺交流 

時間 2017 年 12 月 18 日、12 月 22 日 地點 國立臺灣大學 

 參與哈佛團隊與臺大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之合作交流會議，於座談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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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 TBDB 建置的初步成果 

 

3. 出席哈佛大學主辦上海「中國漢學數位基礎建設研討會」 

會議 中國歷史研究的網絡基礎設施會議 

時間 2018 年 8 月 11 日 地點 上海哈佛中心 

主辦 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 

講者 張素玢 

題目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 

 

4. 與彰化縣文化局舉辦工作坊 

會議 《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暨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工作坊 

時間 2018 年 8 月 11 日 地點 彰化縣立圖書館 

主辦 彰化縣文化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合辦 

 

講者 題目 

張素玢 彰化女醫師的社會網絡 

顧雅文 彰化人物的空間分析 

李毓嵐 中部地區社會網絡介紹 

李昭容 中部詩社網絡介紹 

謝順宏 TBDB 操作與示範 

 

5. 主辦 2018 TBDB 工作坊 

會議 2018 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BDB）工作坊 

時間 2018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 

主辦 
本計畫團隊策劃 

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圖書館、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臺灣史研究所合辦 

 

講者 題目 

張素玢 從 CBDB 到 TBDB：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試金石 

李昭容、 

李毓嵐 
阡陌縱橫與花火四射：彰化詩社的關係網絡 

柯皓仁 臺灣歷史人物文本檢索與探勘系統之建置 

李宗翰 TBDB 的社會網絡分析 

謝順宏 TBDB 操作與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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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邀請相關領域學者演講 

講者 職稱 題目 

Michael 

A. Fuller 

Professor, East Asian Languages & 

Litera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A Perspective on the Changes in Song Dynasty 

Social Networks using Letters from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 

張哲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近現代人物整合查詢系統」的建置與特色 

劉昭麟、 

王億祥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特聘教授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資訊科學

系雙主修學生 

數位人文教學與研究：以《續修台北市志》

人物志的資訊擷取與年譜建構為例 

陳淑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

員 
人物傳記資料的視覺化及語意化 

 

 

（四）未來規劃 

TBDB 的短程規劃如下： 

（一）本計畫已完成雛型系統的建置，並對外開放使用，網址為 http://tbdb.ntnu.edu.tw。

目前本計畫正分配碩士班學生，測試其優使性（usability），並根據使用者回饋的

意見改善系統功能。 

（二）為了自動化填入 TBDB 人物的欄位，未來將繼續辨識所有命名實體，並開發自動

偵測親屬與社會關係的功能。於此過程中，亦將評估並逐步提升命名實體的辨識

效能，如精確率。 

（三）人物的親屬和社會關係是錯綜複雜的，需要好的社會網絡分析和視覺化工具。除

了地理資訊外，時間資訊對歷史研究也是十分重要，未來將發展有助於探索時間

資訊的工具。 

（四）研究團隊未來將從 TBDB 構思新的研究議題，並展現 TBDB 能如何協助歷史研

究。《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中的入傳人數畢竟有限，並且為有意挑選的結果，

易使分析出現偏差。因而本年起申請二年度計畫，欲將資料量進一步擴大，以達

到數位人文「從大量資料中挖掘意義或內部隱含關係」的真義。如醫師議題的探

討，目前已開始建構日治時期全臺醫師資料庫。日治時期的「醫師」係相對於日

本治台前已執業的「醫生」，因應不同學歷、訓練及政策需求又分為受正規醫學訓

練、在官公立醫院執勤的官廳醫師、在地方開業的一般開業醫、未有系統接受近

代醫學教育的限地開業醫、以及配置於各地的公醫。以日治時期醫師為對象的研

究已累積了豐富成果，包含探討其在醫療、公衛發展上扮演的角色、在政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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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的影響力、以及社群認同、學歷結構、空間分布等，然而，大部分的研究或

引用口述歷史、傳記等記錄個人體驗的史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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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年的《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的醫療人員統計，僅揭示「公

醫」、「官廳醫師」、「開業醫」人數，並未有更詳盡的學歷、年齡、資格等欄位；

諸如以各級行政區劃為單位的醫療人員統計，則因行政區劃隨時間變動而無法進

行長時期的比較；另一方面，開業醫或限地開業醫都可能被委託兼任公醫，在官

廳任職的醫師也可能在數年後轉為開業醫，因而統計數字存在重複計算的問題，

也無法呈現身分流動等現象。有鑑於此，未來將建置醫師資料庫，欲將滙整性的

統計資料還原為以醫師為單位的個別性資料，藉以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資料庫建

置後期即開始進行分析，為各類醫師的籍貫、學歷、年齡、身分流動等論述提供

更精確的檢視及驗證。如過去研究指出臺人醫師多在地方開業，官立醫院多為大

學畢業的日人；或習醫者畢業後有不少人先於官立醫院任職，而後回家鄉開業。

這些「多」、「不少」、「先」、「後」等模糊用語，可以實際數據論證得更加清楚；

而本計畫的大量資料及探索式的工具平台，也將有助於挖掘質性研究難以發現的

隱含關係，對臺灣醫療史的研究能有具體貢獻。再者，本團隊剛進行兩個月的計

畫，欲探討彰化縣醫師的人際網絡，印證日治時期醫師地位變化，並回答戰前、

後的中心—邊陲人物是否重構等問題，本子計畫以全臺為範圍擴充資料量，亦能

進一步拓展該議題，了解彰化的情況在全臺是典型或者異例。 

TBDB 的長期規劃如下： 

（一）將 TBDB 收錄之人物擴及全臺。本計畫團隊未來將把 TBDB 的文本範圍從《新修

彰化縣志‧人物志》擴及清代臺灣方志 20 部、《臺中市志》、《南投縣志》、《續修

臺北市志》、全台醫師名錄。未來在納入這些文本範圍時，將視其所涵蓋的傳主資

訊彈性調整 TBDB 各類實體的屬性與關聯(此即採用物件導向資料庫概念設計

TBDB 的彈性)，而由於傳文的用詞殊異(例如清代臺灣方志的用詞就與《新修彰化

縣志‧人物志》不同)，因此命名實體辨識技術須加以調整。儘管如此，未來擴充

TBDB 時，仍然是以目前已發展的系統架構與各項技術為基礎。 

（二）一張圖勝過千言萬語，一張團體照可能隱含了合影人的親屬或社會網絡關係。在

研究團隊成員撰寫《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時即發現許多此類的團體照。未來

本計畫將利用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等機制從老照片中辨識人物，從而協助

建立親屬與社會關係網絡。 

（三）促進 CBDB、TBDB 及類似專案計畫間的對話與系統互通（Bol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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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資通訊技術的發展成熟，數位化學術研究(digital scholarship)逐漸成

形。所謂數位化學術研究乃是指學者運用數位化的證據、探究方法、研究、出

版、保存來達成學術與研究的目標，且利用數位、網路、開放的方法來展現領

域的專門性。數位化學術研究的範疇甚廣，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亦可容納

在其中。 

數位人文涉及了運用數位化媒材(無論是原生數位或數位化的)和數位工具

(如資料視覺化、資料與文本探勘、社會網絡分析、地理資訊系統)使人文與社

會科學的學術研究發生轉變，可謂資訊科技和人文社會學科的匯流。在現今人

文社會學科的研究素材已大量數位化的情形下，運用電腦程式輔助人文社會學

者快速整理、分析數位化研究素材，讓研究者快速完成比對和分析作業，繼而

使用此結果進行相關決策，使人文社會研究起事半功倍之效。 

數位人文經過近 20 年的發展，各種數位工具的研發和工具性資料庫的建置

相當豐碩，卻也遭逢功能屬性相近的資料庫重複建置，或缺乏與相關性資料庫

互通流動的機制，如何將目前重要成果已開放式的平台加以整合，如何建立共

識，此為這次會議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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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人物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基礎，舉凡人物的個性、家庭背景、經歷、社會階

層，甚至於整個社會的階層流動、婚姻與政治網絡等都是歷史研究的議題。在與

中央研究院及北京大學共同合作下，哈佛大學建置了「中國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來收集中國歷史上的人物。截至 2017

年 4 月，CBDB 業已收集大約 370,000 位中國歷史人物的生平資料，料，以探索

歷史問題(Bol, Hsiang, & Fong, 2012)。儘管臺灣過去已建置眾多資料庫，也有各

種人物傳和可資應用的資料文獻，卻較少進行歷史人物資料庫勘考、分析工具的

開發，因此研究者乃組成研究團隊，以 CBDB 為標竿，長期目標為建置「臺灣

歷史人物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提供臺灣歷史人物傳

記資料的全文檢索、文本探勘與社會網絡分析工具和相關軟體服務。TBDB 建置

初期，先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文本來源，分析 TBDB 的資料庫欄位，

發展全文檢索、文本探勘與社會網絡分析工具，並運用前述工具協助歷史人文學

者進行研究；俟建置有一定成果後，再擴及彰化以外的其他地區。 

本人在會議中闡述 TBDB 的特色、系統架構、初步成果，並針對其中的命

名實體辨識技術發展加以介紹。大會手冊中本人資料如下: 

 一、與會代表 

機構：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代表姓名：張素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E-mail：109682@ntnu.edu.tw 

 

二、中文簡介 

TBDB 為物件導向資料庫，提供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的檢索服務，以及社

會網絡分析、時空資訊視覺化等功能。 

 

三、Introduction 

The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is an object-oriented database with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about individuals primarily from the 18th through 20th 

centuries in Taiwan. The data is meant to be useful for statistical, social network, 

spatial analysis and spatio-temporal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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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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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與相關行程： 

    2018/03/09 移動日   臺灣—上海  

2018/03/10-12  上海圖書館方志文獻資料蒐集 

2018/03/13     復旦大學 HGIS 中心分享資料庫建置經驗與心得 

2018/03/14-16 

     會議開始  1. 發表論文：  

                 From CBDB to TBDB: The Treatise of Historical Figures of 

Zhanghua Gazetteer as A Touchstone 

               2. 參加數位人文資料庫建置工作坊 

               3. 各國學者主題討論 

2018/03/17 

       至上海交通大學數位小組參與人物資料庫建置討論 

   2018/03/18  

      至上海圖書館數據庫中心，參與資料庫建置平台分享 

2018/03/19    搭機返台 

      

三、心得： 

 在本次出國開會的討論與各界專業人士的互動過程中獲得以下寶貴經驗： 

(一) 數位人文研究通常由歷史學者和資訊科學家所組成，這兩個領域使用了

不同語言，也導致相互了解的困難。以開放的心胸經常聚會與討論對促

進雙方的理解是必要的。 

(二) 絢麗的工具不見得是適合的工具。資訊科學急於發展許多看似功能「高

超」的工具，然而人文學者檢視這些工具時發現這些工具反而使分析更

為複雜，甚至難以解釋。一個好工具最重要的是能符合歷史學者的需求

和研究流程、支持歷史學者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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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隨著數位與資通訊科技時代的來臨，許多人文社會學者急於跨入數位人

文領域並喜於運用許多資料庫和工具，而可能淪於「為數位人文而數位

人文」。研究者認為僅有在人文社會學者擁有問題意識的前提下，資料

庫和工具才能夠發揮它們最大的效用。 

  

四、建議事項： 

本次出國開會之後，對台師大提出以下建議: 

政治大學已經組成跨領域、跨學院的數位人文研究團隊，並有相當的研究

成果，臺師人文學者與資訊、圖資、資工領域之學者甚多，卻未能形成學

校層級的研究團隊，實應有積極之動作。 

學校採納情形: 

1. 2018.8.28-31 計畫團隊於臺師大舉辦TBDB工作坊，邀請國內人物 資料

庫建置單位分享成果與討論未來合作的可能，並邀請本計畫顧問傅君勵

教授Professor Michael A. Fulle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分別在工作坊與文學院進行兩

場主題演講。 

2. 臺師大文學院 2019 年度人文季主題訂為「科技與人文的對話」，希望推

動數位人文的跨領域研究。 

 

五、會議與研究討論照片 

  

   本次會議主辦者 哈佛大學包弼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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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於大會報告 TBDB 之情形 

 

 

   本人於工作坊報告 TBDB 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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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海圖書館與數據庫中心資訊人員討論人物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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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上海交通大學圖書館(社科館)與數字小組討論人物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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