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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數位人文？ 

項潔、涂豐恩，〈什麼是數位人文？〉 
1. 唯有借助數位科技方能進行的人文研究 

2. 企圖發掘在非數位時代難以觀察的現象、無
法想像的議題與無法進行的研究 

 

人文計算 
(humanities computing) 

數位人文 
(digital humanities) 

a. 擁有更龐大的資料量 
b. 不認為計算能解答所有問題 
c. 更重視資料的開放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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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數位人文？ (續) 

1.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s an aid to 
fulfill the humanities’ basic tasks of preserving, 
reconstructing, transmit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human record.”  (Frischer, 2009)  

2. “the practice of humanities research in and throug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how the 
humanities may evolve through their engagement with 
technology, media, and computational methods.”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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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數位人文？ (續) 

王汎森，〈數位人文學之可能性及限制〉 

1. 夥伴式的合作關係，以人的識解去瞭解研究對象
的整體脈絡及內在的意義結構，以數位工具去幫
助釐清研究主題的細節、對資料進行梳理與探勘，
「人」與「數位工具」兩者之間不斷的往反與對
話，才是最具生產力的工作模式。 

2. 優勢：典藏、速度、數量、交流、教育 

3. 多節點，非單點或單線，動態的圖像呈現 

4. 空間與時間的整合 

 
資料參考來源：林敬智 (2014)。數位典藏於數位
人文研究應用。政治大學圖檔所演講投影片。 5 



數位資源對人文研究的助益 (1/2) 

1. 典藏原件能夠在不影響公眾利用下，獲得更
好的保存，甚至永續庋(ㄐㄧˇ)藏。 

2. 經數位化後，文物典籍圖像資訊可透過便捷
的網際網絡，不限次數傳送至任何地點，有
效突破地域限制。 

3. 數位資料可透過建置後設資料與聯合目錄，
將各類資料彙整分類，便於利用。 

4. 數位資料能極快速度搜尋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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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源對人文研究的助益 (2/2) 

5. 數位資訊不僅造成資料蒐集、整理、分析等有形研究
過程的顯著今昔差異，並且龐大而易於利用的數位資
源更有助研究者整合不同領域，進行跨時段、跨地域
的長期觀察。 

6. 數位資源的開放性破除了知識壟斷，降低了「如何取得
研究資料」的先備知識門檻，既擴張了研究人口與議題，
更厚實了研究視野、方法與資料詮釋的可信度，甚者修
正了人們長期以來對「博學」的理解。 

7. 過去，學者必須極其聰穎、遍讀群書，方能據以提出通
貫時代、跨越地域的觀察，成為「功力深厚」的大師；
而今，拜數位資料庫之賜，學者由議題出發，利用資料
庫檢索，便可能在短時間內獲得數以百計的資料，提出
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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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學術圖書館角色的轉變 

1. 圖書館的角色在於支援學習、教學及研究，而支援研究
為大學學術圖書館的最重要任務，但是在作為上顯得不
夠積極與有效。 

2. 面對數位時代，學術資訊使用方式快速變遷，而圖書館
並未能因時改變，導致學術圖書館逐漸被排除於研究歷
程之外，使其核心功能面臨與學術研究脫節的危機。 

3. 改變是數位時代圖書館的生存之道，圖書館應視數位時
代來臨為圖書館為讀者發展新服務的絕佳機會。 

4. 圖書館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收藏書本的「空間」，應回歸
它更為根本的定義：一個研究者與知識的「媒介」。 

5. 圖書館未來的核心事業將是 人和知識，絕不在於圖書，
發展促進人與數位資料互動的研究環境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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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學術圖書館角色的轉變 (續) 

1. 數位人文乃傳統人文學科研究借助數位科技產生的綜合性之
學術成果，2014年美國大學及研究圖書館協會(ACRL)發表學
術圖書館新趨勢，數位人文位元列其中。 

2. 2014年國際圖聯(IFLA)在里昂年會上發佈《圖書館地平線報
告》，指出圖書館面臨著六方面關鍵趨勢，其中之一便是新
形式跨學科研究的興起，其中特別提到數位化技術將被廣泛
深入地應用到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教學之中。 

3. 當前已是圖書館生死抉擇的重要時間點，如果不積極投入新
媒體時代知識管理領域，尤其是數位人文領域的探索和實踐，
未來則必將被社會降級或者淘汰。人文領域學術研究之所以
需要圖書館，不僅依賴它保存文獻，更需要它承擔起管理知
識和分享知識的職能(史睿、王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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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 
1. Research data services (RDS) 

2. Data policies and data management plans 

3.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librarians providing RDS 

4. Digital scholarship 

5. Collection assessment trends 

6. ILS and content provider/fulfillment mergers 

7. Evidence of learning: Student success, learning analytics, credentialing 

8. Digital fluency in the Framework  

9. Critical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the Framework  

10. Altmetrics  

11. Emerging staff positions 

12. 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 (OER)  

 10 資料來源: https://crln.acrl.org/index.php/crlnews/article/view/9505/10798 



2018 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 

1. Publisher and vendor landscape 

2. Fake news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3. Project management approaches in libraries 

4. Textbook affordability and OER 

5. Learning analytics, data collection, and ethical concerns 

6. Research datasets acquisition, text mining, and data science 

7. Acquisition model developments 

8. Open access collection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funding schemes 

9. Legacy print collections 

 

11 資料來源: https://crln.acrl.org/index.php/crlnews/article/view/17001/18750 



Digital Humanities Support by Digital 
Humanities Centers and Libraries 

12 資料來源: Wong, S. H. R. (2016). Digital humanities: What can Libraries offer?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 16(4), 669-690. 



圖書館發展數位人文研究服務實例 

1. 美國布朗大學數位學術中心(The Center for Digital Scholarship, CDS)專業團隊由數位學
術館員和資訊技術館員兩部分人員構成，提供資料庋用(Data Curation)、資料視覺化處
理(Visualizalion)、空間分析(Spatial Analysis)、後設資料創建(Metadata Creation)、數位
人文（Digital Humanities）、諮詢(Consultation)、數位製作（Digitization）、工作坊
(Workshops)、會議(Conferences)、研究(Research)等11種研究服務。 

2.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把數位化資源以原始精度進行整合，並且目前所有中文的善
本古籍均已實現了數位化閱讀，並提供開放共享，支援數位人文研究，其資源的開放
共用，實際上也是對圖書館資源的一種宣傳，在一定程度上也擴大了圖書館的影響力。 

3. 倫敦大學學院數位人文研究中心(UCL Centre for Digital Humanities)凝聚UCL校內的
資訊技術研發、圖書資訊服務、和博物館典藏等資源與力量，促成人文研究、和資訊
科技之創新發展為目標，並積極推動數位人文的研究與教學；另一方面，也探討新科
技的發展將對文化遺產的保存、博物館與圖書館等文化記憶機構的組織及運作、和整
體社會文化產生什麼樣的衝擊與影響。 

4. 上海圖書館於2016年在中國大陸公共圖書館界率先推出基於關聯資料開放的數位人文
服務 “家譜知識服務平臺”，使公眾足不出戶，在網上就可以進行6000多種家譜的全文
流覽和檢索。目前已發展出上海圖書館開放數據平臺，支援數位人文研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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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library.brown.edu/cds/
https://library.harvard.edu/
http://www.ucl.ac.uk/dh/
http://data.library.sh.cn/


數位人文研究的基礎建設 (1/2) 

1. 數位典藏資料庫 

1) 數位掃描影像檔 

2) 後設資料(metadata) 

3) 全文資料 

2. 自動斷詞與斷句技術 

3. 數位瀏覽與閱讀工具 

4. 文本標註(自動、人工、混合自動與人工) 

5. 資料檢索功能 

1) Metadata 檢索 

2) 全文檢索 

3) 檢索後分類 

4) 前後綴詞檢索 

5) 雙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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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研究的基礎建設 (2/2) 

6. 詞頻分析功能 
1) 文字雲 

2) 詞頻分佈統計 

7. 文本分析功能 
1) 情感分析 

2) 語意分析 

3) 主題分析 

8. 資料探勘功能 
1) 人物社會網絡探勘 

2) 事件關聯探勘 

3) 時間序列探勘 

9. 資訊視覺化功能 

10.地理資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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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Differen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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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Chen, C. M., Chen, Y. T., & Liu, C. Y. (2018) .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of an automatic text 
annotation system for supporting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Library Hi Tech. (In press) 



Problems of Current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Platforms 

1. In recent years, increasing effort has been made not only to make digital 
contents and tools available, but also to create a complete virtual research 
environments (VREs) that provide interpretative frameworks for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artefacts (Steiner et al., 2014). Such VREs support 
conceptualizing, visualizing and analyzing information, as well as 
humanists can collaboratively work on it. VREs usually do not consist of 
one monolithic technology, but cover a collection of tools assembled in 
one place to assist research tasks and processes (Steiner et al., 2014). 

2. However, although a lot of digital tools have already been developed for 
supporting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many of these tools do not 
properly fit the needs of the humanities community due to technical 
difficulties or scientific objectives (Picca & Egloff, 2017).  

3. Furthermore,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ists hav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their knowledge of the collections, requiring varying levels of support, 
and every individual humanist has their own particular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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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發展 

1. 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1) 合作對象：國家圖書館 

2) 明人文集作者身份地位廣泛，所接觸階層不盡相同，觀察社
會角度觀點也不同，使得明人文集內容涵蓋多元面向研究議
題 

2. 建置能提供漢學研究人文學者與一般大眾都能利用
之古籍數位人文平台，以國圖已完成掃瞄的明人文
集數位古籍文本為標的，建立資料全文數位化 

1) 全文轉置及建立後設資料(metadata) 

2) 數位工具：資料整理、統計分析、資訊視覺、社會網絡分析 

3. 整合近年政大社資中心在數位人文工具開發之成果，
以激發人文學者發掘新的研究主題，以及大眾對古
籍內容探查之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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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創新服務模式與核心服務內容：透過本校數位人
文研發技術與國圖特藏資源結合，發展可有效協助漢
學研究人文學者創造更多元研究面向與議題的數位研
究環境與數位分析工具 

2. 發展古籍數位人文研究平台：提供便利、易用且能兼
顧研究學者與一般大眾查詢與分析使用需求之數位人
文平台系統，並期望未來此一平台之建立，可持續推
廣到其他各館所特藏之數位人文研究服務 

3. 建構數位人文研究實踐、數位典藏加值、學習知識網
路：未來可與人文學者合作，透過數位人文之研究，
發掘國圖古籍資料的新應用模式，並普及化推廣讓全
民認識國圖古籍之知識運用價值 

 

 

 

 

 

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目標 

19 19 



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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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整體發展架構 

21 21 未來將持續完成之模組功能 



明代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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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rd.dll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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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data檢索結果，依文集顯示 

系統之Metadata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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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檢索結果，依文集顯示 

系統之全文檢索 



系統之檢索結果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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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後依年代及作者之分類結果 



系統之檢索結果年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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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檢索結果作者分布-單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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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檢索結果文集分布-單詞檢索 

28 



系統之檢索結果作者分布-雙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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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檢索結果文集分布-雙詞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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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介面之圖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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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方為全文內容 左方為掃描圖檔 

上方為工具列 



閱讀介面之目次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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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上方目錄圖示， 
即在左方顯示文集
目錄 



閱讀介面之瀏覽模式 

點選瀏覽模式，提供“文字+圖片”與“文字”兩種模
式供選擇，下圖為“文字+圖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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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介面之調整文字大小 

點選“文字大小”按鈕，提供16、20、24、
28、32大小供使用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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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介面之調整圖片大小 

點選“圖片大小”按鈕，可選擇圖片顯示大小：50%、
75%、100%、125%、150% 

35 



自動斷詞及LINKED DATA自動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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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瀏覽原始萌典網站取得更詳細標註內容 

點選欲瀏覽標註詞彙 

瀏覽不同標註訊息來源 

評選標註是否有幫助 



查詢未知詞及判斷是否添加為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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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未斷詞詞彙 

判斷是否為新詞 

閱讀查詢結果 



文本閱讀介
面 



史料人物關係圖
界面 



史料人物關係圖
界面 

文本內提及人物點
為橘色 

其他文本人物點
為紫色 



點外部上半部為本名 

括號內為系統判斷的內
文人名 



2.編輯關係連線 

1.點選關係連線 



3.修正後關係連
線 



1.點選社會網絡
節點 

外部查
詢 

2.可查詢文本
史料 



筆記欄 
可記錄未在圖上
人名、關係、其
他想法 



切換文本段落 



左邊人物關係圖的顏色改變 

http://dev-neo4j.dlll.nccu.edu.tw:6990/exp/


人物社會網絡可能角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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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家倫文存數位人文研究平台首頁 

http://ljl.ssicrd.nccu.edu.tw/


GA行為歷程紀錄技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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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oogle Analytics)
能 

保存相當多網頁操作記 
錄，已有許多商業網站 
使用並用來收集和分析 
使用者的網頁操作行為 
。 

• 使用者資訊 
• 使用者瀏覽紀錄 
• 自定義記錄 

可設計程式自
行定義使用者
操作行為 

預設功能只會
紀錄瀏覽的網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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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ANALYTICS 自定義事件 

宣告方式 
 
ga('send', 'event', [eventCategory], [eventAction], [eventLabel], [eventValue], [fieldsObject]);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是否必填 描述 

eventCategory text yes 通常是事件互動的對象，例如「Video」

(影片) 

eventAction text yes 互動的類型，例如「play」(播放) 

eventLabel text no 分類事件使用，例如「Fall Campaign」

(秋季促銷) 

eventValue integer no 關於此事件的價值，例如42，通常設為1

即可 

51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analyticsjs/field-referenc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analyticsjs/field-referenc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analyticsjs/field-referenc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analyticsjs/field-referenc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analyticsjs/field-referenc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analyticsjs/field-referenc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analyticsjs/field-reference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analytics/devguides/collection/analyticsjs/field-reference


透過GA API收集使用者歷程 

使用者 

學習系統 
操作歷程 

歷程紀錄 
使用者分析 
視覺化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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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行為歷程紀錄技術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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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更有效率紀錄使用者歷程而開發 

• 基於javascript + JQuery技術 

• 串連Google Analytics的api 

• 易於使用 

• 可快速配置於不同網站服務中 

• 針對不同網站服務定義不同使用者行為 

• 行為歷程模組化，降低撰寫偵測腳本難易度 

GA行為歷程紀錄技術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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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動 

點擊 表單送出 

以首頁為例，
可以紀錄圖片
中不同的操作
行為 

GA行為歷程紀錄技術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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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點擊(CLICK)為例 

55 



在GA上能看到使用
者動作事件的統計資
訊 

例如GL5-2為”在系
統中觀看圖片”的動
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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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行為歷程紀錄技術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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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資訊紀錄 

能收集不同使用者(userID)
的登入(時間)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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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行為歷程紀錄技術 (6/8) 



誰 做了 某事 

使用者操作
事件 

使用者名
稱 

操作事件類
型 

符合xAPI標準，未來可以加以整合 

GA行為歷程紀錄技術 (7/8) 

user_id click 

touch 

scroll 

… 

.. 

. 

inn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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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行為歷程紀錄技術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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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行為歷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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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圖書館支援數位人文研究基礎建設發展策略 

• 執行數位人文基礎建設發展先導計畫 
• 跟國家圖書館合作申請教育部經費開發明代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 透過高教深耕計畫經費支援，以明代古籍數位人文研究平台基礎，發展羅家倫文存數位人文研
究平台，並持續發展進階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技術，以及充實平台全文典藏資內容 

 
• 跟校內數位人文研究團隊研究結合，推廣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應用 

• 透過跟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數位人文計畫團隊合作，深化發展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技術與全
文資料庫發展 

• 透過跟校內從事數位人文研究教師合作(例如文學院、數位人文中心、人文中心等)，推廣數位人
文研究平台應用 

 
• 發展數位人文開放式課程典藏平台及學習網，厚植數位人文課程，以利於數位人
文人才培育 
• 透過跟政大主導執行教育部之數位人文課程創新發展計畫合作，兼具重視數位人文研究與數位
人文課程發展推廣 

 
• 爭取IT人力，厚實圖書館支援數位人文研究能量 

• 透過計畫性經費補助，增聘研發組支援數位人文研究平台開發之IT人力 
 

• 整合校內具有全文內容之資料庫 
• 中國近代思想史數據庫、明代文集、羅家倫文存等 
 

• 徵集具有支援數位人文研究價值之全文數位內容 
• 數典組透過退休教授及校友人脈，積極徵集具有全文授權之數位內容，辦理數位策展、數位史
料論壇與專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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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1. 圖書館具有豐富的館藏資源、獨特的數位技術優
勢以及保存和傳播歷史文化的社會功能，決定了
數位人文從其誕生之日起就與圖書館有著不解之
緣。 

2. 圖書館應該重視培育數位人文學科館員，協助開
展數位人文教育。 

3. 以圖書館為中心開展及帶動數位人文研究，培育
學科館員協助開展數位人文教育，發展完善支援
數位人文研究之基礎設施建置，可更具體突顯圖
書館在知識經濟時代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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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池上---天堂之路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Thank you for your listeni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