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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與數位人文：
數位人文視野下
的檔案系統
項潔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兼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一、前言

數位化打破了傳統紙本檔案編排脈絡單

一化的限制，大大增加了檔案在呈現和使用

上的彈性與便利性，使用數位化的檔案已經

成為歷史研究者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然而，大多數檔案檢索系統仍然建立

在傳統的檔案管理原則上，這種作法雖然保

留了檔案的原始脈絡，卻無法掌握眾多檔

案之間內在的關聯和錯綜複雜的關係。在本

文中，將透過一個多重脈絡分析的概念、一

個數位檔案分析系統的方法論和一個具體

的系統（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中的簡單例

子，探討如何使用數位檔案分析系統來達到

檔案與檔案、文件與文件間多重脈絡的發

掘、分析與呈現，其目的在於一方面指出檔

案分析系統和傳統檢索系統的不同，另一方

面亦比較數位人文和數位典藏之間在觀念

和作法上的差異。

二、 數位檔案：歷史研究的新
契機

傳統的歷史文獻，受限於紙本實體的特

性，只能以線性的方式進行編排；同時遷就

於典藏管理機關或人員的編排邏輯或管理

原則，只能呈現單一的脈絡，而使用者在使

用整編好的檔案時，視野往往受到很大的限

制，無法一一關注到文件間可能存在的各種

關聯。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國立清華大學陳麗華教授和國立臺

灣大學數位人文中心董家兒小姐許多的協助，在此致謝。

文中所提的系統為蕭屹灵先生建置，詮釋資料為胡乃文與

董家兒小姐規劃，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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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的數位化風潮，打破了紙本檔案單

一脈絡編排的限制，大大的增加了檔案在使

用上的彈性與便利性。不僅可在系統上重現

典藏單位的編排脈絡，更可透過系統同時呈

現檔案的多重脈絡（如按照時間、地點、人

物等重新排列，或顯示人名共同出現的頻率

等），並可藉由系統串聯起不同文件，甚至

不同卷宗內個別文件之間的關聯，大大提升

檔案在研究上的便利性與可用性。（註1） 
本文所談的數位化，不僅是將原始檔

案進行數位掃描後，原封不動地放入系統

而已，而是同時建置較為詳細的詮釋資料

（metadata），好的詮釋資料才能使系統功
能彰顯，而所謂好的詮釋資料，內容要翔實

並且要符合檔案特性，如此才能透過系統呈

現出檔案特色，並透過系統進行多元的分

析（如我們在處理日治法院檔案的詮釋資

料時，即設計有原告、被告、審理法官等

欄位）。（註1）另外一個重點在於建置詮釋

資料的層次，過去數位典藏時期，部分機關

囿於經費與時程，往往以「案」為單位進行

檔案數位化建置，但僅做「案」的題名，無

法看出檔案內部文件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因

此，更細緻地在「件」的層次進行描述，才

能在呈現檔案多重脈絡時發揮更大的效果。

為數位檔案建置了詳細的詮釋資料後，

接下來要設計的檔案檢索系統更需要建置

者的審慎思考。因為它的功能將不只停留在

關鍵詞檢索上，而是一個既符合檔案自身的

特性、亦契合研究者分析需求的「好用」檢

索系統。

三、傳統檢索系統的問題

提到檔案檢索系統中的脈絡，人文學者

可能還頗覺陌生。但是為了搜尋各種資料庫

中有意義的資料，關鍵詞查詢卻幾乎是每日

必做的功課。然而，這一資訊方法能夠滿足

人文學者的需求嗎？

事實上，我們也的確聽到不少人文學者

對於檔案檢索系統的抱怨，特別是檢索結果

常常不是相關的條目太少，便是不相關的條

目太多。資訊學者觀察到在檢索資料的過程

中，使用者會有兩種不同的需求出現。其

一是求準率（precision），即檢索結果中，
有多少（尤其是排在前面的）是使用者要

的；其二則是求全率（recall），即使用者
要的文件，有多少被檢索到了。這兩者之間

其實是有內在矛盾的；要高的求準率，就會

犧牲求全率，而高求全率則會造成求準率的

降低。（註1）大體來說，大家多認為一般使

用者需要高的求準率，因為一般使用者下某

個關鍵詞可能只是想對它的概念做大略的

瞭解，而這個需求通常透過檢視前面幾個檢

索成果即可滿足；然而一個學者型的使用者

（尤其是人文學者）則深怕漏掉重要的資

訊，所以要高的求全率，要求檢索結果多多

益善。

但事實上是不是如此？每個常用資料庫

或網路搜尋引擎尋找資料的研究者應該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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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被資料（檢索結果）淹沒的經驗，而面對

數以萬計的檢索結果有望洋興嘆的感覺。這

個想像其實有更深層的理由，主要原因是因

為搜尋引擎通常假設文件之間沒有關聯，而

用一個排序函數來決定檢索成果呈現的順

序。因而作為檢索結果的文件之間，其實存

在彼此競爭的關係：贏家排在前面，受到使

用者第一眼的青睞，輸家則排在後面，有可

能被忽視或遺漏。而決定文件輸贏的因素，

則取決於不同系統的設定條件，它有可能是

根據關聯度、引用率，也有可能是根據商業

或其它方面的考量。

但是對歷史研究者而言，檔案是不是一

堆沒有關聯的烏合之眾呢？當然不是。檔案

之間不但有關聯，而且一個歷史學家訓練很

重要的一環就是看出別人無法看到的存在

於檔案／文件之間的脈絡。既然如此，一個

號稱為學者使用而設計的檔案檢索系統，就

不能不把「檔案間的關聯」這個因素放在系

統設計的考慮裡。那麼，從這個「檔案間有

關聯」的假設出發而設計的檔案檢索系統，

又應該提供哪些功能，以便滿足研究者的需

求呢？ 

四、 數位檔案分析系統與脈絡
分析

我們想像中的數位檔案檢索系統不但要

可以幫助研究者找到需要的文件，並且應該

能夠找到文件間相關聯的脈絡，以便於探索

未知的問題。也就是說，它應該不只是設置

一個檢索的窄門，等待研究者投擲敲門磚後

依序回應，而應該是一個開放式的寬敞大

廳，研究者可以透過不同的路徑進入其中，

而且從自己關心的角度仔細觀察大廳中各

個部分、家具、器物和裝飾的功能等，揣測

其結構、建材來源，甚至推想曾經穿梭其中

的人們的物質和精神世界。換言之，我們希

望建構的不僅僅是一個數位檔案檢索系統，

而是一個數位檔案分析系統。

本文所指出的脈絡（context）的觀念，
闡述的便是這樣一個檔案分析系統之功能

要捕捉的主要觀念：除了讓使用者可以檢索

之外，更應當提供檢索結果之間的關聯。因

此，系統的建置便不應該只是簡單的檔案紙

本的數位化及檢索，它更應該從研究者的角

度，思考研究者所需要的資訊是什麼，系統

可以透過怎樣的辦法呈現，甚至將具有研究

價值的基本資訊附加於檔案文本之上，為研

究者搭建一個更高的平臺。這一問題意識之

下，原始檔案文本、系統建置者和研究者的

關係，便呈現出不同的樣貌。（註1） 
這樣一個有意識的為研究者提供便利數

位環境的系統，目標在協助研究者很快地

掌握文本間隱含的脈絡，我們把這些脈絡總

稱為「文本脈絡」（textual context）。加上
「文本」二字，是因為對一個人文研究者而

言，文本僅是資料來源的一部分，人文學者

所看到的線索，往往有形無形加入了自己累

積的知識、文化環境、當下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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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因素）的文本均適用，但語義脈絡則

需要針對文本的特性做設計，用前置作業

（pre-processing）的方式，同時找出一個大
型資料集所含所有符合所定義的語意脈絡。

在一篇較早的文章裡，我們透過文本挖掘

（text mining）找出清代地契間的上下手契
的關係，並串聯起一塊土地移轉的關係，就

是一個語義脈絡的例子。（註1） 
當然，上述系統所呈現出來的脈絡，都

可以歸納為文本脈絡（textual context），也
就是資料庫所包含文件之間的脈絡。但系統

不應只是靜態的提供這些脈絡，而且也要提

供一個可以讓研究者與脈絡互動的環境。換

句話 ，這些脈絡應是可以被人文學者觀察

和解釋的（interpretable context）。透過這
些觀察、解釋和互動以產生新的文本脈絡，

便已經進一步接近人文學者的工作路徑了。

雖然系統並不能告訴我們非文本的脈絡，例

如使用者的知識、背景、偏好等等，但是作

為有「記憶」的系統，最大限度地「接近」

這一目標，卻不是不可能的事。

以下，本文試圖以「地方議會議事錄

總庫」為例，說明數位檔案分析系統如何

利用簡單的系統工具，協助研究者進行檔

案分析。

五、 「脈絡」：以地方議會議
事錄總庫為例

臺灣省議會議政史料的數位化工作從余

乃至個人偏見等因素。我們稱這種結合無形

的、無法量化的訊息形成的脈絡為「無形脈

絡」（intangible context），這些無法具形
的脈絡不是電腦僅僅透過文本可以掌握的。

但是即使資訊科技無法顧到無形脈絡，單單

文本脈絡就已經包含了豐富的訊息。

文本脈絡至少有下列三種：首先便是

「詮釋資料脈絡」（metadata context）。在
數位化過程中，賦予數位物件詮釋資料是非

常重要的工作。以歷史文件而言，時間、出

處（來源）、作者、主題都可能是重要的

詮釋資料，而依據不同文件的特性，詮釋

資料也會十分不同。系統可以利用不同的詮

釋資料欄位（metadata attributes）將檢索成
果進行俯瞰式的編排、分析和呈現，對於研

究者而言可能便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其次便

是「統計脈絡」（statistical context），系統
可以迅速對檢索結果、詮釋資料進行量化統

計和分析，協助研究者判斷文本的性質、傾

向性和代表性等問題。為了讓統計脈絡更有

意義，我們往往需要對文本做前置性的處

理，如標注人、時、地、物等，這些標注可

以用來呈現一些重要的統計資訊，如某人或

某地在檢索成果中和關鍵詞的共現性（co-
occurrence）。第三種脈絡則比較複雜，即
針對文本的特性，設計特殊的方法找出原

始文本間特有的關聯，並展示其彼此之間

的關係。我們稱這種脈絡為「語義脈絡」

（semantic context）。前面兩種脈絡對於任
何經過前處理（即已萃取出時間、空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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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議會議事錄與公報，目前系統共有 111
萬餘筆詮釋資料、近 111萬張影像，並
持續擴充中。除臺灣省議會外，並包含臺

北市議會、新北市議會（含原臺北縣議

會）、臺中市議會（含原臺中縣議會）、

臺南市議會（含原臺南縣議會）、高雄市

議會（含原高雄縣議會）、基隆市議會、

桃園市議會（含原桃園縣議會）、新竹縣

議會、新竹市議會、苗栗縣議會、彰化縣

議會、雲林縣議會、嘉義縣議會、嘉義市

議會、宜蘭縣議會、花蓮縣議會、臺東縣

議會、連江縣議會、金門縣議會、澎湖縣

議會等地方議會的議事數位資料。

這些資料年代從 1111年迄今，不僅完
整的記載了每次會議的情形，反映過去社會

政治、經濟等縮影，呈現民意及政府互動過

程，更提供了臺灣民主發展之重要脈絡，也

對於當前政府政策與制度改革、臺灣民主政

治、議政研究都深具參考價值。將不同議會

資料整合在一個系統中讓研究者可以對一

個事件觀察不同議會反應與處理的方式，這

是分散式的系統無法達到的。

本文用「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以關

鍵詞「風災」做為檢索案例做簡單的觀察。

如果將檢索所得的 1,111筆資料用系統
的「議會名稱」後分類進行簡單觀察，可以

發現有關風災的議事資料散落在 11個議會
時期 （各議會因行政區劃或升格而有不同
時期，如桃園縣議會、桃園市議會）。也可

以透過詮釋資料中建置的「時間」資訊，觀

玲雅諮議長時代開始，初始合作單位為中

研院臺史所，為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一部

分，數位化內容以議會檔案為主。自 1111
年起與國立臺灣大學數位人文中心持續進

行議事錄和公報的數位化，在李源泉諮議長

及李雪津秘書長接續努力推動下，完成全部

議事資料的數位化與系統開發。這些數位的

議事資料，涵蓋自 1111年臺灣省參議會時
代至 1111年底精省為止的完整內容，記錄
議員提案、質詢、省政府報告與提案、人民

請願案等發生、審查與執行進度，為透過代

議政治，實現臺灣民主政治的過程，在使用

上提供了論述臺灣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議

題，為瞭解臺灣民主政治、相關法案與地方

制度的推動的重要資源。從 1111年開始，
再將議政史料的數位化向下延伸，將各個縣

市的議事錄和公報也納入數位化的範圍，這

項工作在現任議長鄭永金的指導下持續進

行。現在建置可查詢的系統如下：

「臺灣省議會史料總庫」（網址：

http://ndap.tpa.gov.tw/）：收錄臺灣省參議
會、臨時省議會與省議會時期之資料，計有

111,111 筆詮釋資料，影像 111 萬 1 千頁，包
含檔案、議事錄、公報三大內容，共 11,111
卷、111 冊，時間自 1111 年迄 1111 年 11 月
11 日，涵蓋臺灣戰後初期臺灣省參議會、臨
時省議會、省議會時期。並整合議員小傳與

前傳，共計 111 位議員生平介紹。（註1） 
「地方議會議事錄總庫」（網址：

http://journal.tpa.gov.tw/）：收錄臺灣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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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檢索成果的年代分布（這也是一個「詮釋

資料脈絡」），可見風災資料自 1111年起
至 1111年止均有相關資料，而資料分布在
各年代的情況與數量同時可透過系統的柱

狀圖呈現及數量統計工具，進行觀察。

然而 1,111筆資料如果要全面翻閱仍然
需要相當人力，如果有一個方法能夠先檢

視與這些風災關聯的颱風是哪些，就可以對

這 1,111筆資料做比較好的掌握。為了這個
目的，我們設計了一個「前後綴詞檢索查

詢」的統計分析工具（也就是「統計脈絡」

的一種）。這個簡單的工具讓使用者可以對

文件進行關鍵詞的前後詞分析，可以設定前

後不確定詞的數量，以操作系統的檢索結果

並進行觀察與分析，如在檢索欄位填入關鍵

詞以及前後綴詞的字數，如「XX風災」，
「XX公園 XX」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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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綴詞查詢：「XX風災」（臺灣
風災名稱多為兩個字），觀察在系統中相

關詞彙的狀況，可看出風災名稱顯示在系

統中的狀況。

其中，以 1111年 1月橫掃臺灣的納莉
風災數量最多。因此透過縮小範圍工具，

將原有「XX風災」的相關資料現縮到「納
莉風災」的 111筆進行觀察，可見相關討
論分布在 11個議會之中，其中又以臺北市
最多。

另外使用檢索結果後分類工具中的階

層顯示，將各議會相關資料年代進行顯示

與統計，可見大部分議事資料集中 1111-
1111年，但新北市議會卻集中在 1111-1111

年間（共 11筆，有 11筆集中在 1111-11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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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不同。簡單而言，它將以研究者為中

心的關懷放了進去，不再將檔案視為原始

的、不需任何干預的「物」，而是以豐富立

體的方式呈現其中隱藏的各種「脈絡」，讓

研究者不致深入寶山卻空手而歸，也不致被

淹沒在無邊無際的文件裡。臺灣數位化 11

透過內容檢視，新北市至 1111年為止
仍有部分道路尚未修復。議員於第十五屆第

十二次臨時會（1111年 1月）提案「請縣
府儘速將三峽鎮弘道里通大溪之聯外道路，

因納莉風災毀損至今，儘速修護以利民行

案」。縣府於第十五屆第五次定期會（1111
年 1月）回覆將再次函催公所速辦。（如下
圖）

透過這樣以資料特性及研究者的立場出

發的檢索系統，操作觀察與分析所需的系

統功能，即能對系統中的資料進行分類與統

計，協助使用者去對資料觀察與分析，從而

在其中發現有趣的現象。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非常簡單的例子見微

知著，可以窺見如何透過這種脈絡分析和呈

現的設計，可以在檢索成果中發現一些並不

那麼直觀的現象。研究者可以由此出發，進

一步發掘和探討自己感興趣的議題。

六、從數位典藏到數位人文

以上我們描述了一個具有分析性的數位

檔案檢索系統，在建置和使用上與傳統檢索

提案內容

（1111.1第十五屆十二
次臨時會議員提案）

縣府執行情形回覆

（1111.11第十五屆
第五次定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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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年來的歷史，經歷了從早期數位典藏到其

後數位人文的轉變，其實便可以說是這一理

念和作法轉變的歷程。

我們不妨先來看一下人文研究的歷程。

一位人文研究者在運用文本進行研究時，處

理步驟約略可分為提出問題，收集資料與整

理，對資料進行組織分析及呈現，然後在此

基礎上進行詮釋及轉化為研究成果等。

首先就是「問題意識」的提出，即研

究者對某一特定議題感到興趣，進而想去理

解或提出自己的假設。影響一個問題提出的

要件很多，是一個十分發散而自由的過程。

之後為了解決這個研究議題而開始著手「收

集資料」，尋找相關的書籍與文獻。在取得

自己所需的相關資料，研究者會依據自己的

需要進行初步的「整理」，如在資料上標記

出相關的重要名詞、畫下重點，並寫下簡短

的標注和分類等。接下來回應問題意識針對

資料開始「組織」，如把相關主題的放在一

起，讓資料可以便於使用。對資料進行閱讀

後，對前階段所整理出的重點，進行「分

析」，找出和所提的問題相關的種種脈絡，

並繪出統計表、地圖、樹狀圖等圖表「呈

現」整理與分析的結果。之後研究者基於問

題意識以及資料分析與呈現的結果進行詮釋

與研究成果的發表，但這樣的流程並不是單

線的，而是近乎一個研究的循環，透過分析

觀察可能需要修改原來的問題意識。（註1）

事實上一份好的人文研究應該是要不斷往

還反覆，在詮釋的過程中逐漸深化問題意識

而產出好的成果。

上述的人文研究流程隨著數位化時代的

來臨，也產生了變化。在臺灣透過數位典藏

國家型計畫及其他研究與典藏機構的數位

化工作，在收集資料方面往往是獨立於個別

研究者，針對某一方面的資料做全面性的大

量收集，然後透過數位化的手段打造數位典

藏資料庫，供給研究者使用。這些工作對於

人文研究中「收集資料」、「整理資料」與

「組織」使資料方便取用的部分，當然發揮

了極大的作用，使得研究者在資料取用上，

獲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但也就是因為這些數

位典藏所收集資料的全面性，反而對研究者

造成新的難題，也就是從資料的匱乏轉為對

巨量資料的駕馭。因為資料庫並不是為個別

研究議題而設計的，所以檢索出來的東西往

往比研究者期待的還多很多，而傳統檔案檢

索系統所強調的高求全率反而在檢索成果

摻雜太多的雜訊，干擾研究者對真正需要的

資料的掌握。

數位人文與數位典藏的不同在於除了提

供資料外，也希望透過資訊工具來協助研究

者進行人文研究中的「分析」與「呈現」，



國
史
研
究
通
訊

第
十
三
期

1
1
1

不僅建置檔案檢索系統囊括數位典藏在收

集、整理、取用的功能，並跨領域的結合資

訊技術與人文研究，建置符合檔案特性以及

研究者需求的數位人文工具。這樣的數位

檔案分析系統讓研究者鳥瞰式的分析與觀

察文本，提供一個可以觀察、操作與解釋文

件脈絡的環境，讓文本的多重脈絡得以基於

研究者的問題意識以及判斷來呈現類別、時

間、頻率、地理位置等，讓研究者能透過這

樣的方式，去釐清、創造自己論述所需的脈

絡，並在這樣分析與觀察的過程中產生新的

問題意識，逐漸深化問題意識與累積佐證資

料，進而產出一份好的研究成果。

七、結語：新的可能性

經過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的執行，臺灣

檔案數位化的經驗與數量在全世界均首屈

一指。然而，若能在嫻熟的數位典藏經驗及

豐富的數位資源基礎上，進一步建構能夠深

入發掘與呈現文本脈絡的數位檔案分析系

統，將數位檔案多重脈絡的特性充分發揮，

將讓人文學者擁有更強大的鳥瞰史料能力，

以及更寬廣的詮釋空間。

因此，數位人文研究的發展，能在人文

研究的前段流程：史料收集、整理、取用、

分析、呈現上，發揮極大的功效，不但極大

地節省了研究者搜尋比對的時間，更對資料

有整體鳥瞰式的分析與觀察，有助於研究者

進一步專注於非文本脈絡的挖掘和詮釋。系

統中脈絡分析與呈現的功能另外一個出人

意表的作用，在於提供一個發現研究問題的

環境，豐沛的史料加上發掘與觀察脈絡的機

制，讓研究者在遨遊於史料之海的同時，亦

可能激發出新的問題意識。

當然，數位人文的發展無法取代研究者

的思考與詮釋，更無法取代研究者更深層的

關懷。本文所提出檔案分析系統多重脈絡的

觀念，正是把研究者所需要的、帶有智識性

的「客觀」要素突出，而把「主觀」的工作

留給研究者自己決定，一方面將數位的效能

發揮到最大，另一方面也盡量減少對於研究

者的干擾。在一個更直觀、立體和友善的

數位環境中，研究者與巨量資料的關係不再

是單一的，而是充滿了各種動態的機制。發

展新知識的主動權，依然掌握在有志於拓展

人文思維和解決人文問題的研究者手中。在

臺灣，這樣跨領域的學科發展已經跨出了一

步，前面的路還需要更多領域間的對話和激

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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