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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人物」是歷史學研究重要的實體類型之一，因此，對人物傳記的
深入了解有助於歷史事件的相關研究。目前許多人物傳記資料是以
數位文件的形式存在，而要以人力從大量人物傳記爬梳、彙整資料
頗為曠日廢時，宜妥為運用資訊科技協助歷史學家。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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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
，研究者乃組成研究團隊，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文本來
源，發展資料庫檢索、全文檢索、文本探勘與社會網絡等分析工具
，協助歷史人文學者進行研究，長期目標為建置「臺灣歷史人物資
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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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計畫報告中除因應系統架構與新增功能增補
內容外，並詳細說明前述兩項重要成果的。

中文關鍵詞： 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文本檢索、文本探勘、社會網絡分析、命名
實體辨識、親屬關係、社會關係

英 文 摘 要 ： Personage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entities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ge
biographies is beneficial for researching into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digital era, many personage biographies are
available in digital formats; as a result, it is time-
consuming and labor-intensive for researchers to explore
invaluable findings from massive personage biographies.
Facing this situation, researchers may be helped to utilize
the information efficiently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project lies in developing a text
retrieval and mining system for Taiwanese historical people
--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This is the project
report of the second-year project. In addition to amend the
first-year project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revision of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TBDB functionality, we elaborate
two important tasks in this year: the development of a
kinship recognizition interface and the automatic discover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英文關鍵詞：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Text retrieval; Text
min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Kinship, Soci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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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物」是歷史學研究重要的實體類型之㇐，因此，對人物傳記的深入了解

有助於歷史事件的相關研究。目前許多人物傳記資料是以數位文件的形式存在，

而要以人力從大量人物傳記爬梳、彙整資料頗為曠日廢時，宜妥為運用資訊科技

協助歷史學家。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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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

研究者乃組成研究團隊，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文本來源，發展資料庫檢

索、全文檢索、文本探勘與社會網絡等分析工具，協助歷史人文學者進行研究，

⾧期目標為建置「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本年度計畫除延續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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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

計畫報告中除因應系統架構與新增功能增補內容外，並詳細說明前述兩項重要成

果的。 

關鍵字：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文本檢索、文本探勘、社會網絡分析、命名實體

辨識、親屬關係、社會關係 

Abstract 
Personage is an important kind of entities in the study of history.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ge biographies is beneficial for researching into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digital era, many personage biographies are available in digital formats; 
as a result, it is time-consuming and labor-intensive for researchers to explore 
invaluable findings from massive personage biographies. Facing this situation, 
researchers may be helped to utilize the information efficiently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project lies in developing a text retrieval and mining 
system for Taiwanese historical people --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This 
is the project report of the second-year project. In addition to amend the first-year 
project report according to the revision of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TBDB 
functionality, we elaborate two important tasks in this year: the development of a 
kinship recognizition interface and the automatic discovery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Abstract: Taiwan Biographical Database (TBDB); Text retrieval; Text min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 Name entity recognition; Kinship, Soci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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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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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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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bridge Digital Humanities, n.d.; Digital Humanities, n.d.; Drucker, 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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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能使人文社會研究起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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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CBDB)」可謂目前與歷

史人物研究相關最具規模的資料庫之㇐。CBDB 源自於㇐位美國的中國社會經濟

史學者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的構想，自其於 1970 年代開始設計資料庫並蒐

集中國歷史上的人物資料，而後由哈佛大學包弼德(Peter K. Bol)接手。目前 CBDB

的發展係由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京大學中

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所共同執行，截至 2017 年 8 月，CBDB 業已收集大約 417,000

位中國歷史人物的生平資料，這些人物主要分布於西元七世紀到十九世紀

(Harvard University, n.d.)。CBDB 透過三種管道提供免費使用：(㇐) 可下載、獨

立運作的關聯式資料庫；(二) 線上資料輸入系統；(三) 線上檢索系統(Bol, Hsiang, 

& Fong, 2012)。CBDB 讓使用者得以運用統計、社會網絡分析、時間與空間分析

等方法鑽研大量群體傳記學(Prosopography)的資料，以探索歷史問題(Bol,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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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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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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果後，再擴

及彰化以外的其他地區。本年度計畫主要延續第㇐年計畫，針對 TBDB 架構與功

能持續進行優化，並根據研究者需求開發親屬關係與社會關係編輯暨探勘功能。

本期末報告延續第㇐年期末報告，在第二節介紹 TBDB 並說明其與 CBDB 不同

之處；第三節從系統設計角度切入，闡述並增修系統架構；第四節說明 TBDB 的

系統功能以及本年度新增的功能；第五節則針對 TBDB 系統中的命名實體辨識

技術發展深入探析；第六節及第七節闡述本年度的工作重點：人物關係辨識，以

及運用自動分群建立人物關係。最後以分享 TBDB 建置經驗與說明未來規劃做

結論。 

貳、「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介紹 

本計畫擬以中國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為標竿，以建置臺灣歷史人物

資料庫(TBDB)為目標，將歷史時間縱深延展到近、現代。CBDB 對每㇐位人物所

收集的資訊包含以下七部分：(㇐) 人物基本資訊、(二) 社會關係、(三) 入仕途

徑、(四) 官職種類、(五) 親屬關係、(六) 學術、(七) 社會身份(Fuller, 2015)。

CBDB 對探索古代中國的人物來說是㇐個重要的傳記資料庫；然而，CBDB 所儲

存的資訊不見得適用於 TBDB 的近現代臺灣人物，建置 TBDB 與 CBDB 不同的

考量點如下(張素玢、李宗翰、李毓嵐、李昭容、顧雅文、柯皓仁、謝順宏，2018)： 

(㇐) 時間：TBDB 收集 16 世紀之後的人物，重心在 20 世紀前後，CBDB 主

要在 20 世紀以前。 

(二) 人物屬性：TBDB 收集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面向的人物，包含

大量非官職人員，後者則主要為官員。  

(三) 奠定社會地位的途徑：CBDB 以入仕為主要奠定社會地位的途徑，然而

在 TBDB 中，現代的「選舉」相當程度與過去的「科舉」㇐樣具有重要

性。 

(四) 境外經驗：近現代全球交通的便利，使 TBDB 的人物有更多的境外經

驗，包括求學、工作、任官、移民、商業活動等。 

(五) 族群：TBDB 所收錄的人物不全為漢人，包括原住民、外國人(如教士、

日本人、西方探險家)。 

(六) 社會階層：民意代表、醫生、大資本家等新階層大大突破過去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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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職業：晚清以來，特別是日治時期臺灣地方人物所從事的職業，包括醫

生、律師、商人等。 

(八) 社團：主要含括日治時期以後地方精英所建立的各種社團。 

建置臺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充滿挑戰性，儘管本計畫團隊的⾧遠目標是以

全臺灣人物的容納量與格局來設計，㇐開始卻不敢「做大」以免陷入龐大資料的

泥淖。因此本計畫團隊嘗試在 CBDB 打下的基礎上，步步為營，首先基於下述

原因，挑選《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做為勘考、建置架構的對象(張素玢等，2018)： 

(㇐) 彰化縣自清朝起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皆有其重要地位。由

於彰化縣盛產稻米，故其曾有臺灣米倉之稱；彰化縣也是臺灣第㇐個人

口超過百萬的縣份。 

(二) 臺灣許多望族和社會名流皆發跡自彰化縣。 

(三) 研究團隊成員包含了《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的撰稿者，因此研究團

隊能在符合著作權規定下使用人物志的傳記全文(簡稱傳文)與照片；撰

稿者也能以最嫻熟的研究底蘊，確實檢驗勘考工具的效度和信度，而做

出正確的解讀，以發揮分析工具的價值。 

(四) 《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具有㇐致的撰寫體例，有助於減輕電腦化處

理的複雜度。 

《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將所收錄的 887 位人物分為文化、經濟、政治、

社會，字數超過百萬，人物含括彰化縣 26 鄉鎮市，時距⾧達 333 年。㇐旦相關

功能發展完成，研究團隊將把 TBDB 的收錄內容擴展到彰化縣外的人物。 

參、「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系統架構 

「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TBDB)」系統的建置，除了提供傳文的檢索與瀏覽

之外，更重要的是能探勘所收錄的歷史人物(簡稱傳主)間的網絡關係，輔以視覺

化的呈現，協助使用者更快速地掌握資訊。為達到上述目的，初始需將傳文進行

良好的剖析處理，以建構完善的底層資料；且需與歷史學者不定時接觸、訪談，

瞭解其研究上的需求，從而轉化為系統功能。TBDB 的架構如圖 1 所示，分為資

料層、資料處理層、服務層，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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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人物志文本

TBDB 輔助資料庫

知識本體

資料庫檢索服務

文本探勘

全文檢索服務

加值應用服務

資料來源剖析 命名實體辨識

地理資訊座標轉換社會網絡分析

專家品質控管

資料層

資料處理層

服務層

使用者

索引物件

繪圖引擎 地圖引擎

 

圖 1 TBDB 系統架構 

㇐、資料層 

資料層方面包含數位物件、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 TBDB、輔助資料庫、索引

物件、知識本體等部分。 

首先，資料層存放了《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中人物傳記之原始文本，以

及傳主相片等數位物件。 

TBDB 採用物件導向資料庫的概念設計。首先釐清 TBDB 中各種重要的實

體，每㇐種實體皆為㇐資料類別(class)，TBDB 的實體包含：人物、地點、機構、

社團、組織等；然後設計每㇐種實體所擁有的屬性(property)，以人物而言，其屬

性包含姓名、出生地、生卒年、教育程度、職業等；接著訂定實體間的關聯，例

如人物與人物之間具有的親屬關係、社會關係，人物與地點間的出生地與活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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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聯。由於 TBDB 係以物件導向程式語言 JAVA 開發，與物件導向資料庫屬

於同樣的範式(paradigm)，可減化、縮小程式開發與資料儲存之間的差距，也較

為直覺(Brookshear & Brylow, 2015)；且 TBDB 仍處於探索、發展階段，在人物、

地點、機構、社團、組織之間存在各種可能性與不確定性，相較於關聯式資料庫

需先有完善的系統分析、規劃後方能產出資料表格，並開始錄入資料，物件導向

資料庫保留了最大的彈性。圖 2 為 TBDB 既存物件實體與關聯示意圖，實體物

件以⾧方形表示，如傳主、詩社、地域，實體屬性則以橢圓形表示，如傳主姓名、

生年、卒年、地點，其中姓名、生年、卒年為文數字或日期類型的屬性，地點則

連結到地域的實體物件，傳主可能與㇐個以上的地域透過出生地、活動地等關係

連結。 

傳主B

姓名

生年

地點

傳文

傳主A

姓名

生年

地點

傳文
1:n

關係

地域

GPS座標
名稱

1:n

(出生地|活動地)

1:n (出生地|活動地)

詩社

主要活動地

1:n

名稱

 

圖 2 TBDB 物件實體與關聯 

 

儘管如此，在建置成本與人力、維護等考量下，TBDB 的物件導向資料庫最

終仍轉換成最單純並簡化結構的關聯式資料庫系統儲存，以結合物件導向資料庫

易於延伸與強大的資料操作功能，及關聯式資料庫之易於管理與建置之特⾧(Lin, 

2003)。隨著後續系統逐漸成型與研究者新增的需求，TBDB 可望再擴充既有物

件屬性或其它類型之物件，並探索出更多實體之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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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DB 採用 Apache Lucene 檢索引擎作為基礎文本處理(包含斷詞、切字、索

引建置)和全文檢索模組，因此在資料層儲存 Lucene 檢索引擎使用的索引物件。

目前已建置的輔助資料庫包含地理資訊檔案和詩社名稱檔案。 

未來將用知識本體概念來表徵欄位及控制詞彙，並進㇐步以鏈結資料

(Linked Data, n.d.)格式在網路上發布。 

二、資料處理層 

資料處理層包含資料來源剖析、命名實體辨識、社會網絡分析、地理資訊座

標轉換、文本探勘、專家品質控管等部分。 

資料來源剖析的目的是將各種格式的傳文資料轉成純文字檔，以利 TBDB 後

續建置 Lucene 索引，以及判斷傳文中的傳主姓名、生卒年、出身地、主要活動

地等資訊後填入傳主基本資料表格。由於《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的原始傳主

資料為 MS Word 格式檔案，故目前先以剖析 Word 檔案為優先，未來再視擴充

之傳記資料格式發展不同的剖析功能。 

在命名實體辨識方面，傳文內文所出現的人名、地名與組織名稱，為研究傳

主生平的重要資訊。TBDB 嘗試設計半自動化之名詞擷取方式，進行專有名詞搜

集。目前已初步完成詩社、主要活動地點、組織名稱之判讀。 

社會網絡分析方面目前已完成探索《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中傳主相關詩

社的情形。首先建構詩社輔助資料庫，並分析與每位傳主有關的詩社，最後以視

覺化方式繪出人物、詩社、地點的關係。此外，人物志的描述中，「另有傳」(傳

文描述中提到的傳主親屬、朋友亦有收錄在人物誌中)可以用來描繪收錄在人物

志中之傳主的親屬或社會關係，本計畫亦分析出傳主的另有傳關係，並繪出其社

會網絡。 

最後，為利用視覺化方式描繪出不同地點的相對位置，本計畫亦進行地理資

訊座標轉換的處理，將地名轉成地圖上的座標。 

三、服務層 

服務層包含資料庫檢索服務、全文檢索服務、繪圖引擎、地圖引擎、加值應

用服務等，根據歷史學者的需求建置數位人文服務，提供給歷史學者使用。 

在資料庫與全文檢索服務方面，如前所述，TBDB 採 Lucene 檢索引擎開發

全文檢索或自訂多欄位檢索功能，並針對檢索結果提供層面分析與相關性之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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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由於 TBDB 以關聯式資料庫儲存傳主基本資料，故而可以進行關聯式資料庫

的查詢。 

繪圖引擎和地圖引擎方面，TBDB 採用了 D3.js(https://d3js.org/)函式庫發展

網頁視覺化功能。D3 的全名為 Data-Driven Documents，2011 年由 Mike Bostock、

Vadim Ogievetsky、Jeff Heer 等人聯合開發作為下㇐代網頁視覺化之用。TBDB 結

合 D3.js 和 GeoJSON 格式資料，並搭配熱度圖(heat map)，提供以多邊形方式呈

現的地圖資訊格式。GeoJSON 資料格式，是㇐種用以處理地理資訊的 JSON 資

料格式，GeoJSON 物件可以用來表示地圖上的點、線及面等幾何結構或地理特

徵的集合(http://geojson.org/)。TBDB 取自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所

提供之「直轄市、縣市界線(TWD97 經緯度)」資料，內容包含各直轄市及縣(市)

行政區界線圖資，再搭配鄉(鎮、市、區)行政區域界線資訊，能將系統結果，以

地圖方式輔以色階即時呈現，提供操作者更加直覺的資訊。 

此外，為能提供研究者詳盡且直覺之區域分佈，並期能結合現地資訊，TBDB

另引入 Leaflet(http://leafletjs.com/)元件作為進㇐步圖資呈現使用。Leaflet 元件容

易 操 作 與 已 內 建 大 量 的 API ， 使 之 容 易 與 TBDB 結 合 。 TBDB 透 過

MyGeoPosition.com(http://api.mygeoposition.com/geopicker/)所提供之 API，即時轉

換地點為 GPS 座標，並繪製於地圖。 

肆、「臺灣歷史人物資料庫」成果 

圖 3 為 TBDB 首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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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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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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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BDB 首頁 

 

圖 4 檢索結果簡目顯示 

TBDB 業已實作三種社會網絡分析功能。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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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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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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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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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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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分布，例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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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辜顯榮傳文中提及人物的網絡圖 

 

圖 6 辜顯榮的「另有傳關係」網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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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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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以臺灣地圖呈現參與特定詩社成員的

出生地分布情形，圖 9 則是以熱度圖將傳主活動地的分布情形視覺化。 

 

圖 8 特定詩社參與成員的出生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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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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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為傳主卒年分布圖；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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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傳主卒年分布圖 



13 

 

 

圖 11 被提及人物排名 

 

圖 12 特定社團、族群關係 

 

此外，本年度進㇐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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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創辦者名單，並結合 TBDB 現有已勘之人物結果，

可繪製如圖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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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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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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舊名為臺中州立臺中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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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仰賴相關研究者之進㇐步解讀。 

伍、TBDB的命名實體辨識技術發展 

與 CBDB 相似，本計畫團隊企圖利用文本探勘方式自動填入 TBDB 的傳主

資訊(Bol et al., 2012; Liu, Huang, Wang, & Bol, 2015)。傳文內文所出現的人名、

地名與組織名稱，為描述傳主生平的重要資訊，命名實體辨識技術有助於從文本

中勘考該等資料。本計畫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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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詩社」為例，說明技術細節。 

首先，經由詩社名稱之輔助資料庫，可求得輔助資料庫內平均詩社⾧度 l，

詩社最大相同字數 n，相似字串對 W。給定㇐傳文文本字串 S，若 W 出現在 S 的

第 p 個位置，則 substring(S, p-l+n, l-n)2+W 和 W+substring(S, p+n, l-n)即可能為

新的詩社名稱。以下列傳文文本為例： 

創立「菱香吟社」，為賦風雅，是日治時期中部地區活躍的詩

社之一......他被推選為菱香吟社首任社長，擅長傳統古詩……亦

多次於北斗螺溪吟社、員林興賢吟社、二林香草吟社擔任課題

詞宗，是促使菱香吟社茁壯有成的靈魂人物。  

那麼在 n=2、l=4 的情況下，W=吟社，即可取得{菱香吟社，螺溪吟社，興

賢吟社，香草吟社}等新詩社名稱。這個方法雖可以快速取得新詞彙；但由於中

文字組合眾多，包含虛字與語助詞等會因符合資格而被取出，可能導致計算上的

偏差，以下文為例，則可能產生{各地詩社}這個結果，造成擷取上的錯誤。 

精於書法，詩品俊逸。昭和 5 年（1930）桃園人周石輝發行

《詩報》，主要刊載各地漢語文言詩人作品與全臺各地詩社吟

會、徵詩等，戰爭末期，《詩報》重心轉為漢詩與書道，開始

大量刊載書法的推廣事項，他被「詩書報書道壇發行委員會」

任命為參事及臨時組審查委員，可見其書法在當時頗受肯定。 

                                                 

2 substring(S, a, b)定義為從字串 S 的第 a 個位置擷取字元數量為 b 的子字串。字串 S1+字串 S2

將連結(concatenate)S1 和 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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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本計畫另引入停用字詞表，過濾部份不具意義字元，以修正結果。具

體而言，執行步驟如下： 

㇐、 給定已有之輔助資料庫，求取平均字詞⾧度 l，字詞之間最大相同字

數 n，相似字串對 W。 

二、 給定欲擷取詞彙之文件集，進行擷取，以取得候選字詞結果。 

三、 透過停用字詞表，篩選候選字詞結果，並產出最終結果集。 

本方式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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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評估本方法之成效，本計畫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作為實驗文本取得

來源，而《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記敘著 1830 年代迄今之相關歷史軌跡，也因

其涵蓋時空範圍龐大，宥以史料的駁雜，間接形塑內文部份專有名詞用字遣詞與

現今有所出入，而在自動化擷取上有㇐定的難度。 

實驗進行步驟區分為二個部份，分為自動擷取與人工擷取的方式，自動擷取

的方式透過由部份史料搜集之已存詩社名稱分析後，對全文進行擷取，並匯整產

出詩社清單；而人工擷取的部份，則由三位歷史領域專家，採人工方式逐㇐由內

文中，找出詩社清單；最後以人工作業的結果，視為最終答案，以計算其召回率

與精確率。圖 13 為實際執行的過程中，系統將自動發現的詩社以特定顏色標記，

以供專家判斷其正確性，若專家發現有誤，可將該詩社移除，若專家發現有遺漏

的詩社，亦可將其加入。 

根據專家判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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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本計畫也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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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14 所示，這也顯示以人工擷

取專有名詞，仍可能存在㇐定的失誤與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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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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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提供專家檢核自動擷取詩社名稱正確性的功能畫面 

 

圖 14 自動擷取與人工作業比對 

傳文內文所出現的人名、地名與組織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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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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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效與穩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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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社團與公司名稱的辨識 

陸、人物關係辨識 

親屬關係和人物關係是群體傳記學研究的重要議題，也是本計畫發展 TBDB

的重點之㇐。在親屬關係方面，TBDB 參考《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所收錄的

人物傳文，並依臺灣本地的社會習俗與語彙，刪除 CBDB 親屬關係中不適用的

類別，並增加臺灣的童養媳/媳婦仔、查某嫺、螟蛉子、來臺祖/開臺祖等欄位，

將原來的 575 種親屬關係調整為 199 種親屬關係。為根據傳文內容建立人物間親

屬關係(張素玢等，2018)。除初步運用資訊探勘技術發掘外，本計畫在本年度開

發了㇐套親屬關係編輯工具，讓歷史學家根據傳文內容判斷二個人物間的親屬關

係。圖 16 為親屬關係編輯工具，畫面上會顯示傳文、系統自動從傳文中抓取的

人物姓名，以及由系統自動判斷的親屬關係及社會關係。歷史學家可以運用下拉

表單選擇正確的親屬關係。由於歷史學家尚未處理 TBDB 中人物的社會關係，因

此在本工具中，若歷史學家發現兩個人物間具備社會關係，則僅從下拉表單中選

擇「社會關係」，留待未來再進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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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親屬關係編輯工具 

根據歷史學家對《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中所有人物的傳文進行親屬關係

辨識後的部分結果如表 1 所示，未來尚有 3,372 個人物間的社會關係需要辨識，

而父、母、妻子、⾧子、次子、子、⾧女、三子、二女、女兒是數量排名前十種

的親屬關係；另㇐方面，獨女、姊妹夫、八女婿、前母、妻弟、繼子、外孫女婿、

十女、九女婿、表兄弟、姑母、同母異父兄弟等僅出現㇐次。由表 1 所列出的親

關係可知，㇐些親屬關係形成上下位關係，例如女兒是⾧女、二女、三女等的上

位詞。未來將利用階層關係進行親屬關係的歸併。 

表 1 TBDB 人物親屬關係辨識 

關係 數量 關係 數量 關係 數量 關係 數量 關係 數量 

社會關係 3372 孫 88 曾孫; 重孫 19 姊 11 孫女 6 

父 774 六子 81 七女 18 兒媳之父 11 妻之祖父 5 

母 709 第二任妻 78 
從兄弟;堂

兄弟 
17 妹 11 

內兄弟;妻兄

弟 
4 

妻子 666 岳父 67 庶子 16 外孫 10 妻之姊妹 4 

⾧子 543 第㇐任妻 67 二女婿 16 妾之子 10 表弟 4 

次子 461 五女 62 
來臺祖；開

臺祖 
16 別名(舊名) 9 別名(本名) 4 

子 381 養子 52 八子 15 八女 9 岳母 4 

⾧女 360 養女 44 兄弟 15 祖母 9 女婿之父 4 

三子 344 叔;叔父 38 女婿 13 別名(又名) 9 十子 4 

二女 282 子婦;兒媳 37 別名(筆名) 13 養母 9 五女婿 3 

女兒 267 ⾧兄 37 養父 13 妻兄 8 夫之兄弟 3 

四子 233 從子;姪子 35 別名(改名) 13 姐夫 8 六女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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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數量 關係 數量 關係 數量 關係 數量 關係 數量 

三女 195 伯;伯父 32 
族人(輩分

不詳) 
13 玄孫 7 

連襟;妻姊妹

之夫 
3 

未定義 178 妾 32 姻親 13 
從祖;伯叔

祖 
7 螟蛉子 3 

弟 147 七子 31 外祖父 13 別名(原名) 7 母舅 3 

五子 141 六女 30 妾之女 12 九子 7 從弟 3 

四女 122 丈夫 27 四女婿 12 第三任妻 7 第二任妻父 3 

子女 109 直系祖先 24 三女婿 12 別名(俗名) 6 妻之叔伯 3 

兄 107 ⾧女婿 23 同族晚輩 11 別名(綽號) 6 第四任妻   3 

祖父 88 同族⾧輩 20 曾祖 11 兄弟之妻 6 別名(戶籍名) 3 

柒、自動分群應用於傳記人物關係建立 

本年度另㇐項研究成果是將自動分群應用於傳記人物關係的建立。因為社會

網絡形塑了歷史人物所處時代的背景、相關人物，甚至從中可探究其活動經歷，

故此本計畫乃針對歷史人物的社會網絡進行探究，提供歷史學家評估歷史人物於

何時、如何，及為何利用親族與非親族關係的參考。社會網絡關係分析家發現，

任何人都須從不同的社會網絡關係中、不同的人身上，尋求情緒與經濟等各方面

的支持。因此，僅研究人們如何於危機時刻利用親族關係已不足夠；相反地，歷

史學的研究必須涵蓋過去人們如何為不同目的而利用親族與社會關係，以及此利

用關係的優勢與限制(Wetherell, 1998)。 

本計畫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文本來源，考慮到僅由單㇐傳文中發

掘，或透過已知之關係或共同參與之共同社群來建立起不同人物之間的連結，恐

無法完善的描述傳主與其他人物之間的關係，或提供歷史學者另㇐個「未知」的

檢視角度。有鑑於此，本計畫旨在探討㇐種藉由共同特徵值，自動化合併多位傳

主社會網絡的方法。如第肆節所述，本計畫已藉由探勘傳主之傳文內容，嘗試建

立起該傳主之社群網路圖，在此乃進㇐步探索透過任二傳主之間的共同特徵或相

關人物，建立起傳主之間之關係網絡，並擴大原本僅傳主與傳文內容提及人物之

社群關聯，提供歷史學者另㇐個研究的角度。 

在方法上，本計畫擬透過結合外部資訊與自動化概念階層分群(Automatic 

Concept Hierarchy Generation)，藉此建立任二相異傳主之關聯，擴大其社會關係

網絡，並相對減低人工逐㇐審視並建立相同傳主網路之負擔。最後，再由專家檢

視結果，以評估其關係建立正確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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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建立傳主之社會關聯網絡是件繁重的工作，需逐㇐審視與歸納、統整各

傳主之相關人、事、時、地後，才能開始繪製關聯網路；這個過程不但是耗時且

可 能 會 有 不 ㇐ 致 產 生， 亦 無 法 被 廣 泛 應 用。 自 動 階 層 分 群 法 (Hierarchical 

Agglomerative Clustering)在近年有相當不錯的發展(Jain & Dubes, 1988; Jain, 

Murty, & Flynn, 1999)，而階層分群法(Widyantoro, Ioerger, & Yen, 2002)最終可以

產出分群結果，並以樹狀結構呈現，且仍可保持高擴展及㇐致性，唯僅依靠自動

處理，可能會導致分類結果不具任何意義，而無法解讀。故若能結合二者之特⾧，

透過給予特定之概念或特徵引導進行自動分群，並建立人物之間彼此的關聯，應

可減少人力成本，同時具有可擴充與效率上的優點。 

表 2 應社成員名單 

賴和、陳滿盈(虛谷)、楊樹德(笑儂)、楊木、陳英方(陳渭雄)、楊石華、王卻是(王克士)、吳

蘅秋、石錫勳、楊添財(楊天佑)、楊松茂(楊守愚)、詹阿川(詹作舟)、楊宗城、詹阿本、施澄

江(施江西)、曾未定(曾材庭)、高火順(高泰山)、王桂木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本計畫所提出的方法，採先抽取傳文中的特定元素，例如：學經歷、社團、

居住地點、傳文內提及人物。將傳文重新組成作為描述傳主 P 之特徵向量。部份

內容如學歷、參與社團，可能已有既存之外部文件資源可供使用，例如詩社成員

名單或創辦者名單等，如表 2 為應社成員名單。本計畫中引入這些外部資源，作

為擴展資料來源，以增加現有資料內容，同時也可以讓自動分類結果朝向更具有

語意上的關聯方向進行。透過計算不同傳主之特徵向量，計算其相似程度，逐㇐

進行合併，最終可合併成㇐階層分類結果。階層分類結果為㇐二元樹，本計畫需

另外訂定㇐個分割策略以進行結果分群，用以判斷最終二傳主之間是否需建立聯

結關係，這時依其在分類結果樹上所處的距離⾧度，以做為判斷二相異傳主可否

建立聯結關係，以產出之社群關係圖表。最後再交予歷史學者，檢視其正確性。

具體實施的詳細步驟，如圖 17 所示，說明如下。 

㇐、 概念的抽取與擴充： 

透過取得傳文之中，重要關鍵字、名詞片語、專有名詞……等等，並轉置為

㇐傳文之特徵向量P{𝑓 , 𝑓 , 𝑓 , … , 𝑓 }  ，f 表示其特徵值，而外部資源文件集

C{𝐷 , 𝐷 , 𝐷 , … , 𝐷 }則可視為㇐種詞彙的擴充，以擴展查詢詞的方式，提供並作為

特徵𝑓 額外的補充資訊，以豐富其內容。在引入並對應這些資源後，使得原有向

量 空 間 可 擴 充 為 {𝑓 = 𝐷 , 𝑓 = 𝐷 , 𝑓 = 𝐷 , … , 𝑓 = 𝐷 } 原 先 特 徵 向 量 則 可 為

𝑃 {𝑊 , 𝑊 , 𝑊 , … , 𝑊 }，W 為擴充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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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似度計算與分群 

透過計算任二相異傳主(𝑃 , 𝑃 )之特徵向量，則 

Ｐ = {𝑊 , , 𝑊 , , 𝑊 , , … , 𝑊 , }，Ｐ = {𝑊 , , 𝑊 , , 𝑊 , , … , 𝑊 , }透過 cos 夾

角餘弦公式，則sim(𝑃 , 𝑃 )可計為 

sim(𝑃 , 𝑃 ) =
∑ , × ,

∑ , × ∑ ,

，0 ≤ sim(𝑃 , 𝑃 ) ≤ 1。 

以二節點(a,b)之間相似度取最小值，作為自動分群的節點是否可合併的依據；

最終會產出樹狀階層分類的合併結果，我們再依分類結果樹上之所處距離⾧度，

作為判斷是否節點之間是否可以建立連結關係。 

原始傳主資訊
轉化傳主傳文為

特徵向量 相似度計算 分群結果產出 連結關係建立

外部資訊

 

圖 17 實施步驟 

針對分群結果，本計畫除透過抽樣比對原始傳文內容，以判斷結果之正確性

外，另外特別針對分群結果，繪製網絡圖表，供歷史研究者分析，如圖 18。除

顯示傳主的關聯自動建立成果外，另外也標示造成關聯建立的特徵屬性為何，供

人工判讀分析，以檢驗正確性。 

如圖 19 所示，傳主間除了因活動地點具相同特徵，而建立起關聯外，針對

特定人士或擔任職務也有㇐定關聯性，而產出最終的合併結果。但實際查閱傳文

後可發現，傳主間的生活年代有㇐定的時間差；以顏志銘與陳質芬為例，生活的

年代前者為 1950-2011，後者為 1873-1926，並沒有重疊的情況！但卻因有相似的

特徵而產生關聯。造成這個合併的結果原因，起因為原始傳文中缺乏時間屬性，

故無從得知傳主們實際活動的時間區間，例如：詩社參與的時間。而僅使用特徵

的相似程度以判斷關聯可否建立，在缺乏時間維度的情況下，存在有㇐定的誤差。

但本方法仍屬有效，且能快速的提供指定傳主間的網絡狀況，以供歷史學者進行

檢視及概覽，或可進而決定研究的面向。在扣除地點資訊後，顏志銘與陳質芬之

間網絡，可發現是經由李讀與吳在琨二人，其中李讀據傳文之描述，係邀請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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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至員林推廣拳擊運動，而與吳在琨均共同擔任過彰化縣議員，如圖 20。圖 21

則以施讓甫、朱啟南與王友芬及賴和，計四位傳主進行查詢，尋找其彼此間可能

關聯，可看出施讓甫與王友芬除了互相之間存有直接關聯之外，亦可能存在共同

的朋友施梅樵，而王友芬與朱啟南，可能都有參與多個相同的詩社，也可能有共

同的朋友洪寶昆，賴和則是因臺灣新民報的緣故與王友芬建立起關聯。 

 

圖 18 自動關聯建立成果 

 

圖 19 傳主顏志銘、李讀、吳在琨及陳質芬之社群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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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扣除地點資訊後，傳主顏志銘、李讀、吳在琨及陳質芬之社群網絡 

 

圖 21 詩社成員間的關係 

綜合上述，本計畫嘗試提出㇐個透過建立傳主之特徵值向量，透過自動階層

分類以建立相關社會關係網路的方式，避免需經人工大量審視與建置之成本，同

時又能確保自動建立網路具有語義上的關連。其結果也成功且能快速的建立起指

定傳主間的網絡圖表，供歷史研究者在研究這些傳主時的參考；另㇐方面，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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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缺傳主的時間參與資訊，本方法僅能提供㇐個概觀的面向，但無法確切的掌握

任二相異傳主，是否實際有所關聯或相識；但應足以提供另㇐種檢視的角度，供

研究學者們參考。 

歷史人物之社群關係為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而透過自動建立與合併社群，

不但可以減少人力，同時也可以快速提供㇐個新穎的研究檢視角度供研究者掌握

與解讀。針對後續研究，仍有部份議題尚待解決： 

㇐、 時間序列：歷史的脈絡與時間息息相關，特徵的處理也是，在研究的

下階段，或可搜集與合併時間因素於抽取的特徵向量之中，完善各

事件與相關人物的參與時間區間，以增進合併的準確性。 

二、 人名重覆：傳文中普偏存在人名重複的狀況，但在缺乏其它資料輔

助的情況，尚無可靠的方式可以判斷是否為同㇐人物或僅僅為重名；

為此，除希望能找到更多的資訊以輔助進行區隔人名之外，需再發

展㇐可靠的方法，以進行人名除重的步驟，以讓形塑的傳主社群網

路更加正確。 

捌、結論 

人物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基礎，也是研究歷史事件的重要基石。研究者效法

哈佛大學「中國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以《新修彰化縣志・人物志》為

文本來源，發展臺灣歷史人物文本檢索與探勘系統，⾧期以建置「臺灣歷史人物

資料庫(TBDB)」為目標。以下說明建置 TBDB 的經驗與未來規劃。 

㇐、建置經驗 

本計畫團隊執行計畫至今已滿二年，在建置 TBDB 過程中獲得以下寶貴經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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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置 TBDB 初期，資訊科學家很熱

心的實作了許多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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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歷史學者進㇐步檢視這些工具，他們發

現這些工具反而使分析更為複雜，甚至難以解釋。分析其原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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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團隊中的歷史學者較少接觸到此類工具，在實作工具之初較難提

出具體意見；另㇐方面則是資訊科學成員以實作工具為先，未能瞭解資

料特性與意涵。舉例而言，圖 22 為圖 7 詩社、地點、參與成員網絡圖

的原始版，㇐眼望之，即可見圖 7 無論在清晰程度、互動程度上皆遠優

於圖 22。類似的情形可謂不勝枚舉，在兩種學科背景的成員發現問題、

深入討論進而修正之後，方有目前在本計畫中所呈現的資訊圖表。從這

些經驗中，研究者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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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 詩社、地點、參與成員的網絡圖 (原始版) 

(三) 電腦不是萬靈丹，舉例而言，現階段所開發的命名實體辨識技術仍無法

同時達到 100%的召回率和精確率，是以仍需要有歷史背景的人員介入，

判斷結果的正確性。另㇐方面，電腦的「中規中矩」卻也協助歷史學者

辨識出許多在撰寫傳文時不慎使用的異體字(例如：黃與黄、啟與啓、昧

與眛、熙與煕)。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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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未來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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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DB 的短程規劃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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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DB 的⾧期規劃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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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圖勝過千言萬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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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