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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大綱

• 前言：什麼是數位人文研究

• 一、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是什麼？

•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 三、文本與對讀

• 四、文本與地理資訊的運用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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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史籍自動化
中央研究院

1985廿五史全文輸入
中央研究院

數位博物館/圖書館計畫
台灣大學

1997佛經全文電子化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2001(先導),2002-2007

機
構
執
行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

數位人文?……
2013-?

國
家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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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什麼是數位人文研究



• 「數位人文」還是「數位『化』人文」？

3D環物攝影與VR擴增實境

圖像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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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什麼是數位人文研究



Problematic
問題意識

Data collecting
資料蒐集

Data 
organizing
整理資料

Data analyzing
分析資料

Observation
觀察

Interpretation
詮釋資料

Results
研究成果

• 人文研究者期待從數位工具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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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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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項潔

• 人文研究者期待從數位工具得到什麼？

前言：什麼是數位人文研究



• 人文學者遇到什麼限制？

1. 無法自行處理大量的資料

2. 需要數位工具來協助處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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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什麼是數位人文研究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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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什麼是數位人文研究



• 人文學者期望從數位人文得到什麼？

1. 便利取得研究材料

2. 便利處理研究材料

Problematic
問題意識

Data
collecting
資料蒐集

Data 
organizing
整理資料

Data 
analyzing
分析資料

Observation
觀察

Interpretation
詮釋資料

Results
研究成果

數位典藏/數位圖書館 數位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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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項潔

前言：什麼是數位人文研究



運用數位資源從事人文研究
「你是我的眼」

（王泰升，2011，數位化歷史資料庫與歷史研究）

將數位工具從資訊提供者的角色，
進一步成爲資料分析和觀察的夥伴

項潔，2018，《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發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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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什麼是數位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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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chen in ADELAIDE CENTRAL YHA, Australia.

A. 好廚房的外部因素
寬敞的空間

好用的廚具

多樣的佐料

B. 好廚房的內部因素
廚藝高明的廚師

新鮮的食材

一、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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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好平臺的外部因素
足夠的雲端空間

好用的數位工具

為文本進行加值

（標記、詮釋資料metadata）
B. 好平臺的內部因素
高明的研究者

多樣化的研究材料

一、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是什麼？



DocuSky 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資訊工程學系數位典藏與自動推論實驗室規劃，項潔教授
主持，杜協昌博士設計開發，是一個提供人文研究學者自主、自由上載個人資料建庫與分析的數位人文
研究平台。 14

一、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是什麼？

2020/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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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是什麼？



• 傳統人文學者與資訊學者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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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是什麼？

人文研究者

資訊工程師

研究需求

資料庫建置
By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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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研
究

建庫與檢索

文本與詞彙

版本與對讀

地理與時空

數
位
人
文
平
臺

建庫

視覺化

地理空間資訊

詞彙統計關連

經典對讀

一、DocuSky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是什麼？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 詞彙統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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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電腦來說，這是它看到的電子文本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 詞彙統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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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詞彙類別後，電腦看到的電子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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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明天寒流要來，要穿外套
出門！」

兒子：「寒流是誰？要來哪裡？」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 1. 李牧（2019）。〈論《山海經》的色彩系統〉。《文化遺產》

• 2. 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南京大學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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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例：《山海經》裡的顏色



• 《山海經》是一部描述志怪的古籍，創作的時間目前未有定論。

山海經

山經

南山經第一
西山經第二
北山經第三
東山經第四
中山經第五

海經

大荒經

海外南經第六
海外西經第七
海外北經第八
海外東經第九
海內南經第十
海內西經第十一
海內北經第十二
海內東經第十三
海內經第十八

大荒東經第十四
大荒南經第十五
大荒西經第十六
大荒北經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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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例：《山海經》裡的顏色



• 《山海經》之前的古圖：如：畏獸畫

• 郭璞，《山海經圖贊》

• 陶淵明《讀山海經》：「泛覽周王傳，流觀山
海圖」

• 南朝畫家張僧繇曾經作過十卷本的《山海經圖》

• 舒雅重繪《山海經圖》

• 明清《山海經圖》、日本《怪奇鳥獸圖卷》

• 「由於現有圖像都是黑白印製，即墨色線條勾
畫而不設他色，故鮮有學者討論《山海經》及
其古圖的顏色問題」（李牧）

《山海經圖鑑》（大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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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案例：《山海經》裡的顏色



李牧(2019) 。〈論《山海經》的色彩系統〉

• 方法：人工計算

• 正色（赤、黑、白、青、黃）

• 細節性色彩：白齒、青身、朱目、赤尾

• 一般性色彩：青蛇、白鳥

• 「色不過五」
顏色 細節性色彩 一般性色彩 小計

赤 100 62（丹29；朱6） 162

黃 43 63 106

青 44 67 111

黑 44 24（玄20） 68

白 62 81 143
2020/05/28 24(李牧，2019: 5)



顏色與運勢

•黑貓開運除厄

•藍貓健康財富

•粉紅貓求姻緣人緣

•黃貓事業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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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牧(2019) 。〈論《山海經》的色彩系統〉

• 色彩的搭配關係

• 黑青、黃青不搭、黃黑少搭、赤白最多

(李牧，2019: 6)2020/05/28 28



李牧(2019) 。〈論《山海經》的色彩系統〉

結論

• 殷人尚白，周人尚赤。《山海經》以赤色最多，白色第二；

• 青在甲骨文中不存在，西周才有「青」；

• 故《山海經》應該是由商過渡到周的作品，至少不可能早於西周
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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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 2018.12.7-9 南京大學為期三天18小時的密集課程的果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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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
2020/05/28 31



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

研究動機

• 通過研究《山海經》等典籍中的色彩詞運用現象，或可把握住不
同時期的色彩觀念，以窺探中國古代社會思想的特質與變遷

研究對象與目的

• 1. 色彩詞頻：探究《山海經》全文的色彩詞種類和使用頻率，分
析其中體現的色彩觀念

• 2. 色彩詞綴詞：探究《山海經》全文的色彩詞綴詞類型，分析其
中體現的色彩觀念

• 3. 對比《山經》與《海經》色彩使用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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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

使用工具

碼庫思古籍半自動標記平臺
（荷蘭萊頓大學）

Palladio
（美國史丹佛大學）

DocuSky 數位人文學術研究平臺
（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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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2020/05/28 34



• 操作流程

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取得

電子文本

以MARKUS
進行標記：

顏色+後綴詞

以詞夾子挖
掘更多詞彙

DocuSky建庫

+
詞彙統計分

析

Palladio關連
分析圖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2020/05/28 35



顏色 小計

赤 162

白 143

青 111

黃 106

黑 68

研究發現

• 挖掘出更多的五正色詞彙

• 赤白黃青黑(林)VS赤白青黃黑(李)

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2020/05/28 36



研究發現

• 赤黑青三色的同義詞顏色較多，若納入統計則數字依序為赤青白
黃黑。「基本上同一色系的單音節色彩詞代表的不是顏色上的細
微差異，而是所指物質的差異。

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

• 此「說明先秦時期的色彩認知
停留在對主要色相和材質的識
別上，而對豐富的色調變化不
敏感」，直到雙音節色彩詞出
現才增加了色彩的辨識需求。

• 赤黑青三色「在自然界中出現
的物質種類比較豐富。」

2020/05/28 37



研究發現

• 以顏色＋綴詞在文本中查找
（當時還沒有前後綴詞工具，
而是從MARKUS中的關鍵詞
標記中的後綴功能去找出來
的）得出顏色與動植物的連
接狀況與比例。

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2020/05/28 38



研究發現

• 將文本分為「山經」與「海經」進行詞彙統計，探討顏色在山
經與海經中的運用情形

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簡報引自：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的數字人文研究〉2020/05/28 39



• 〈山經〉與〈海經〉中五正色的比較

〈海經〉：赤青黃黑白〈山經〉：赤白青黃黑

以「殷人尚白，周人尚赤。」來推論《山海
經》的創作年代在周中期或有待商榷

2020/05/28 40

林文思(2019)。〈《山海經》色彩詞的數字人文研究〉



遺留下來的問題

• 除了《山海經》的顏色可以研究，《詩經》、《楚辭》、《尚
書》、《論語》、《禮記》等先秦諸子文本能否也能進行研究？

• 能否進行跨文本顏色的比較研究？

• 除了顏色，還有什麼可以拿來研究？動物？礦物、植物？……

2020/05/28 41



• 標記詞彙還能作什麼
統計與分析？

• 案例文本：美劇六人
行（FRIENDS）的劇本

• 案例說明：美劇六人
行自1995年第一季開
播到2004年第十季完
結，橫跨10年，總計
227集。是研究美國
文化很好的素材

2020/05/28 42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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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第某季第某集_當集名稱

以「Scene」場景區隔

詞
彙
標
記

場
景

http://docusky.org.tw/DocuSky/webApi/webpage-search-3in1.php?ownerUsername=huchijui@gmail.com&db=FriendsScript&corpus=FriendsScript&queryBase=&queryNarrowDown=&spType=postClassification&submit=%E7%B8%AE%E5%B0%8F%E7%AF%84%E5%9C%8D
http://docusky.org.tw/DocuSky/webApi/webpage-search-3in1.php?ownerUsername=huchijui@gmail.com&db=FriendsScript&corpus=FriendsScript&queryBase=&queryNarrowDown=&spType=postClassification&submit=%E7%B8%AE%E5%B0%8F%E7%AF%84%E5%9C%8D


• 利用詞彙標記詞彙出現頻率

• [問題] 六人行中出現最多的場
景是哪裡？

• 印象中…..咖啡館？Monica的家？
Chandler的家？……

我們把場景完成標記後，就可
以在DocuSky中進行統計，並以
文字雲呈現。

2020/05/28 44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六人行中出現最多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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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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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六人行中出現最多的場景

Monica的家

Central Perk
咖啡館

Chandler和Joey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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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 利用詞彙標記分析古典文學中的人物出現頻率

2020/05/28 48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紅樓夢》人物詞頻統計 《西遊記》妖怪詞頻統計



2020/05/28 49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 搜索「beeper」（B.B.CALL）再從時間軸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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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 如果跟「cell phone」比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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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詞彙標記分析六人行三大場景中的人際網絡關係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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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對《西遊記》與《封神演義》的道教神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西遊記

封神
演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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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彙統計與文本風格分析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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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與詞彙擷取工具

詞彙擷取工具在DocuSky中一開始稱為「詞夾子」，第一種方式是
透過資訊技術以「詞夾」夾取「詞彙」的數位人文工具。

• 詞夾、詞彙與「同位語」

Ex. 我到台北去；我到高雄去

Ex. 輪起鐵禪杖;輪起雙斧;輪起禪杖;輪起狼牙棍（《水滸傳》）

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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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與詞彙統計分析

以「寶玉」做為
種子詞彙

擷取

「…」道

為詞夾

以「…道」

擷取詞彙

擷取出

104個人名

杜協昌。（未刊稿）。擷詞工具2020：詞夾工具的改良。



三、文本與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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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對讀？

「對讀，意指對照不同文本、進行交叉閱讀」

「透過對讀，人文研究者將能更清楚、快速的掌握不同文本間的差
異，並對此差異作更深入的探討與分析」

賴思頻、杜協昌、項潔。2019。多文本對讀工具—以DocuXML格式實現多文本間的對讀

http://140.112.114.10/docusky/docuTools/MultiLitReading/index.html?public=%E6%98%A5%E7%A7%8B%E4%B8%89%E5%82%B3
http://140.112.114.10/docusky/docuTools/MultiLitReading/index.html?public=%E6%98%A5%E7%A7%8B%E4%B8%89%E5%8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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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與對讀

• 不同研究目的下的對讀

（一）不同文本之間的對讀：文件間的對讀（春秋三傳或版本對讀）

（二）不同文本內容的對讀：段落間的對讀（原文與譯本或譯本與譯本）

（三）單一文本內不同層次內容的對讀：層級間的對讀（正文與註釋）

Multiple documents Single document

Document VS Document(s) Contents
aligned reading

Different content Level

provide by Sih-Pin Lai (賴思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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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與對讀
• 《紅樓夢》庚辰本與程乙本的對讀：版本與版本的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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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與對讀
• 《紅樓夢》庚辰本與程乙本的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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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與對讀
• 《馬偕日記》中文與原文的對讀：原文與譯本的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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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與對讀
• 《聖經》和合本與恢復本的對讀：譯本與譯本的對讀

恢復本( Recovery Version)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恢復本( Recovery Version)和合本(Chinese Union 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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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與對讀
• 《聖經》和合本與恢復本的對讀：譯本與譯本的對讀

Roman 8:15 [heart]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的
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Roman 8:15                         [spirit]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靈，仍舊害怕，所受的
乃是兒子的靈，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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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本與對讀
• 《聖經》列王記與歷代志的對讀：以國王序列進行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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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本與地理資訊的運用
• 從小說人物籍貫看作者的天下觀

1. 先以綴詞工具找出OO縣人、XX
州人、？？人氏

2. 將地名以工具查找出地名的ID
或座標

3. 標記在文本中並以地圖顯示

4. 虛構世界中的人物籍貫，代表
作者對於當時天下與世界的認
識，或喜好



四、文本與地理資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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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裨海紀遊》的地理座標資料匯出至DocuGIS，製作郁永河的
行進路線



四、文本與地理資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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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EXCEL表格製作帶有座標資訊的《大唐西域記》



四、文本與地理資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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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大唐西域記》繪製玄奘取經圖



大乘（mahāyā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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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研究者

a. 構思研究議題

b. 蒐集研究資料

DocuSky
a. 從雲端取得更多研究
資料

b. 提供處理研究資料的
數位工具

c. 建立研究型資料庫

d. 分析性工具

e. 視覺化工具

人文研究者

詮釋資料撰寫研
究成果

結語：成為人文學者的協作者

項潔, 2019/08/30@JA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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