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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裡尋人脈：考掘新聞人物的社會網絡 

本計畫旨在發展一套社會網絡分析工具，利用新聞資料庫為素材，藉以分析新聞人物的關係脈絡。

第一年計畫建立一套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透過個案分析，以理解新聞網絡資料蒐集流程的各種相關因

素；第二年則承續第一年研究成果，比較不同資料源的社會網絡分析結果。 

數位人文取徑 

「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研究取徑，是晚近結合資訊技術和人文研究的一個取徑，企圖尋

找在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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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潔/涂豐恩，2011）。數位人文

學者認為，許多研究線索已經蘊藏在故紙堆中，先前研究人員用肉眼直接觀察文本，或許難以察覺線

索，但資訊技術提供一個機緣，不僅用於的檢索和計量，更可以進一步利用各種資訊技術如文本探勘

（text minig）、地理資訊（GIS）、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資料可視化（data visualization）

等技術耙梳大規模歷史文本，藉以發掘一些學者意料之外的問題。運用這些技術雖然未必可以輕易回

答這些問題、但過程中浮現的研究線索，卻很可能能夠刺激研究者，而開拓出研究新視野（項潔/翁稷

安，2011a）。 

西方學界近年來蓬勃發展的社會網絡領域，是探索人類社會關係的知識取徑。這個研究取徑特別

關注行動者和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Lin, 2003）。社會網絡分析聚焦於行動者之間的連結關係，使用計

量工具，把文數字資料轉化為網絡節點（nodes）和連結（links），並由此出發，計算節點之間的計量關

係，以計算節點和網絡成員之間的群聚程度、接近程度、或居間關係。並由此而得出派系（cliques）和

社會圈（circles）。因此，社會網絡分析可用於考掘和呈現社群成員之間的關連。由於社會學研究傳統

上一向關注社會行動的結構，而結構又建立在關係的基礎上，因此研究者可以通過社會網絡分析，解

構社會關係的內涵（Scott, 2007）。 

使用網絡分析考掘人脈 

近來文獻顯示，網絡分析技術可用來幫助研究者發現歷史人物之間複雜的網絡關係。例如美國哈

佛大學歷史學者 Robert M. Hartwell 和北京大學合作的研究計畫「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

便曾以資料庫進行群體傳記學研究，此後隨著技術進展，CBDB 從群體傳記學研究轉入人際網絡分析。



 3

歷史的人際網絡研究所看中的，並非人物群體共享特性，而是許多一對一關係組構而成的複雜網絡。

正如項潔和涂豐恩（2011：21）認為，雖然學者向來關注歷史人物之間的關係。但傳統使用人工分析

方法，往往只能侷限在比較明顯的、單純的互動關係，一些比較隱晦的、複雜的互動關係，往往就難

以兼顧。但經過電腦程式呈現之後，歷史學者便有可能深入觀察社會網路中不同節點的互動，並提出

新的論述。例如，CBDB 計畫研究人員便曾經以網絡分析呈現宋代思想學派間的互動，從而指出思想

史上一些不見經傳的學者，在當時扮演了不同學派間的溝通橋梁。 

除了歷史學門，來自各個領域的學者也都使用透過資料可視化，發現隱藏的人脈關係。其中 著

名案例之一，便是英國經濟學者 Richards (2005: 25-32) 便曾經以David Kelly 自殺案的幕後黑手。Kelly 

是英國政府的武器專家，曾因涉入伊拉克戰爭大規模武器調查，在 2003年離奇自殺。Richards以英國政

府網站提供的公開文件為素材，將所有提及 Kelly 姓名的政府公文、電郵、會議紀錄和備忘錄內容轉

換成為關連資料。結果顯示，案發前後布萊爾政府高階官員之間交換訊息，且所有資訊均流向內閣長

官辦公室，這個結果和當時政府官員「毫不知情」宣示大相逕庭。使用政府檔案資料，並透過資料流

向，整體地反證出官員宣稱不可信。Richards 應用網絡分析解讀政府文件，發現政府高層掩飾真相，

其研究動機和作法近似新聞工作者的調查報導，顯示社會網絡分析技術，同樣也可用在公共事務報導

和調查報導工作中。 

新聞工作者早已關注，有些個案已經實際應用於公共事務新聞報導。華盛頓郵報記者Cohen（2007）

認為社會網絡分析是電腦輔助採訪報導的下一個世代的主流。他指出，藉由社會網絡分析新聞事件中

的關係脈絡，可以讓記者產出更具深度的報導作品。社會網絡分析應用於新聞報導工作的實例近來較

為著名的案例包括：加州《橘郡記事報》（Orange County Resister）2006 年揭發慈善勸募機構和電話詐

騙犯相勾結，以及《華盛頓郵報》2007 年報導布希總統和德州油商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記者使用電

話通聯或往來信件紀錄等關連資料進行網絡分析，得以揭露這些不為人知的關係脈絡。上述報導的所

進行的網絡分析，素材來自蒐集政府或企業機構的資料庫，因此是電腦輔助採訪報導（Computer Aided 

Reproting, CAR）的一環。 

社會網絡分析需要關連資料做為分析基礎。「關連資料」（relational data）是社會個體在行動中相互

接觸、聯絡、依附或聚合的資料。研究者必須從文本中萃取出關連資料，以做為網絡分析的對象。基

本上，關連資料來自於文本中的獨立事件（events），每個事件都必須有若干節點，研究人員以事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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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單位，萃取出節點（可以是個人或組織團體）據以進行網絡分析。 

人物網絡分析通常必須取自文本。歷史文本多存在紙本之中，包括個人日記、信件等文本內容，

經過萃取，固然可以找到關連資料所需要的素材（沈崇麟、夏傳玲，2007）；大眾傳播媒體如報紙或廣

播電視的文字或影像內容，經過處理，也可提供關連資料的來源。近年來，隨著數位典藏計畫的推展，

可資利用的關連資料範疇正不斷擴展，除了原本文字、影像、聲音等傳統素材之外，透過程式自動擷

取網路媒體如部落格、網路相簿或社交媒體（如 Twitter, Plurk, Facebook）而取得的資料，也可做為分析

對象。 

 本研究旨在利用資料庫內容做為社會網絡分析的素材，企圖建立一套系統方法，展示新聞工作者

利用資料庫再現人脈網絡的可行性。第一年計畫使用日治時期報紙《臺灣日日新報》資料庫，考掘一

群新竹地方仕紳的人脈關係。第二年計畫使用李國鼎網路相簿上的資料，發掘李國鼎的人脈關係；並

以其口述歷史所提及的人名做為比對，以發現兩種資料所提供的人脈再現的差異。 

個案一：新竹仕紳的社會網絡 

 我們也透過個案研究探討網絡分析方法運用於輔助新聞報導的可行性。2006 年研究人員在棄置在

新竹市郊寺院後方的一方石碑後方發現卅五個人名，這些人名經比對地方志書，發現均為日治初期新

竹地方仕紳，但多數未在人物志留名。研究人員先從戶政檔案、土地申告書、縣志等地方史料來源，

確認人物身份，再以人名檢索《台灣日日新報》資料庫，萃取出 1897 年至1926 年相關人物共計 2602 

則報導資料，去除重複資料之後，獲得卅五人的 313 則新聞報導。每一則報導均視為獨立事件，每則

新聞報導包括的人名，則被視為一個網絡中的節點。研究人員從每一則報導萃取出事件、時間和人名，

便取得一套共計313個事件的關連資料。 

研究人員使用軟體進行運算，產出網絡資料。再將軟體運算結果匯入製圖軟體，產出網絡示意圖，

圖中節點（nodes）表徵卅年間所有人物的總網絡；連接節點的線條則表徵網絡成員之間的連結。由於

這個示意圖所呈現的網絡相當龐大，各個節點和鍊結互相交錯，人類感官難以直接辨識；因此研究人

員操作軟體，只留下表徵碑上人物的網絡，隱去其它人物資料，如此一來，便可以得到一張網絡示意

圖，這張來取自新聞報導的網絡圖表徵碑上仕紳的關係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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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網絡分析數據所形成的派系，再比對這些仕紳的身份，可知這些人物雖為昔日仕紳，卻包括地

主、街坊商人和文人三類身份。這樣一個異質的網絡成員，浮現出一個進一步的問題：到底為何會形

成這樣一個網絡。由此，我們進一步分析當時新竹地方社會的情境，因而發現碑上人物在政權交替後

企圖轉變家族事業經營模式的線索。本個案從報紙資料庫萃取資料紀行網絡分析，從而發現地方仕紳

的異質化結合，進一步發現這群人正是臺灣地方近代化企業 早的推手。這種「從網絡分析發展為研

究線索」的過程，正和前述CBDB 計畫發現佚名學者扮演宋代思想學派間橋梁角色的歷程，極為類似。 

個案二：李國鼎的人際網絡 

本計畫的第二年聚焦在「個人為中心」的網絡（ego-centered network），並以影像為資料分析對象。

相對於第一年計畫旨在建立一套萃取資料的程序，第二年偏向以新聞人物為對象的網絡分析。這類分

析特徵在以一個節點（個人）為社會網絡中心。這個個案案主為李國鼎。 

李國鼎李國鼎生於南京，早年留學英國，中日戰爭爆發後返國服務，1949年隨政府遷臺，於1953

年加入台灣的工業委員會起， 1988年退休，歷經美援會、經合會、經濟部、財政部及行政院政務委員，

素有「台灣經濟推手」、「台灣科技教父」、「資訊工業舵手」之譽，是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領航員

之一（康綠島，2001）。我們以李國鼎為個案，主要考量資料的豐富度。李國鼎生平史料相當完整，並

已進行數位典藏，並有口述歷史材料可資佐證。 

網絡分析的主要素材為數位相簿。李國鼎生前相簿捐贈中研院近史所，並進行口述訪談，所有相

片影像均附有圖說，公開於近史所網站。研究人員擷取相片圖說，我們使用圖說文字做為分析對象，

每則圖說均有事件、時間、相片人物姓名等。我們將每一張相片當作一個獨立事件（分析單位），形成

一個社會網絡；每一位相片上的人物姓名，便是社會網絡上的節點。由此研究人員整理出相同格式之

關連資料，開始進行網絡分析，除總網絡圖之外，再以李國鼎任職政府的四個時期分別紀行分析，以

發現四個時期不同的節點。 

過去網絡分析多以文字為主，本計畫所進行的分析則是以影像做為分析對象。為了瞭解影像為主

的網絡再現，和文字為主的網絡再現有何不同，因此研究人員擷取李國鼎口述歷史的文字敘述，以作

者陳述的獨立事件做為分析單位，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口述歷史展現多為政府體系中和傳主平行或

高階的人物，部屬較少出現在口述歷史的網絡再現當中。但影像為主的再現網絡則較無此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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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啟示 

 誠如多位學者指出（費孝通，1947；金耀基，1992；喬健），「人脈」是華人社會日常生活運作的

重要概念，新聞工作者在發想蒐尋訊息或查證線索都必須理解和運用人脈。以人為諮詢對象的傳統方

法，有其侷限性，因此有必要尋求器物工具的輔助。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本質上是一種是當代社會理論

所衍生的知識工具，旨在將複雜的人際網絡訊息轉換成可視資料，用以強化人類辨識和運用社會網絡

的能力。正如過去統計應用於精確新聞報導（precision journalism; Meyer, 1991）。社會網絡分析做為一種

知識工具，不僅適可以應用於史家考據；同時也可用於輔助新聞報導，幫助新聞工作者辨識和理解新

聞新聞事件中的人際網絡。使用網絡分析並非仰賴電腦替決定人物和關係，而是透過器物輔助，將人

類感官無法直接解譯的抽象關係，透過多媒材的再現，而得以辨識和運用，因此或可避免人類認知的

偏執或誤導。 

我們認為，新聞工作者必須認識人脈，但人脈隱藏在情境之中，難以直觀。但透過社會網絡分析

我們得以透過資料庫採集關連資料；並再現新聞事件中的社會網絡、由此而探索特定新聞人物的社會

關係，以從事新聞報導。換言之，由於當代資訊科技進步，讓社會網絡從理論知識走向物質化、具體

化。本文聚焦於萃取新聞資料庫內容從事網絡分析，研究人員在過程中除了展現這項應用的可行性，

同時也體認到跨領域知識整合的重要性，未來應用網絡分析於新聞工作時，必須結合資料科學學門的

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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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 達成目標 

□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 實驗失敗 

□ 因故實驗中斷 

□ 其他原因 

說明：第二年計畫中，原預計以新聞資料庫之李國鼎新聞文本做為資料比對之用，但

在過程中和某知識庫廠商洽談使用付費，發現資料價格過高（依照資料量計費，五十

年資料費近三十萬元），不合乎比例原則，因此改萃取李國鼎口述歷史內容之人物，做

為比對。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其他：第一年成果已發表，共二篇；第二年成果仍在撰寫中。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本計畫意義、價值、創新和未來發展，依序陳述如下：（1）跨領域知識整合：本計

畫是一個跨領域研究，針對新聞資料庫文本資料進行分析，以發現公眾人物的社會網絡。

本計畫以兩年為期，研究人員自資料庫萃取新聞文本，藉由網絡分析處理人物社會關係

脈絡、並應用電腦圖學呈現資料。（2）萃取傳媒內容做為分析素材：網絡分析需要關連

資料，本研究使用報紙資料庫文本、網路相簿影像，做為分析素材。結果顯示，當代傳

播媒體產生的內容，的確可以做為人物網絡分析的素材來源。（3）邁向資料新聞學（data 

journalism）：新聞學界先前提出「電腦輔助報導」，近年來則提及「資料新聞學」，其核

心概念便在使用有系統的科學方法，以分析電腦資料庫或網路上產出的大量資料，做為

新聞線索或素材。本研究過程證實概念可行，並具體展現資料處理的解題策略，本研究

結果呼應資料新聞學發展趨勢，結果將可應用於新聞媒體的深度報導和調查報導之用。

（4）未來當可繼續和資訊學門合作，發展鉅量資料分析（Big Data Analysis）：鉅量資

料已成為當代傳媒現象，人物關係資料也有此問題，本研究下一步發展應和資料探勘領

域學者繼續合作，發展鉅量資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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