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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 文件分類係指是依文件的內容主旨給予適當的類別標籤，進而進行分門
別類的過程（郭俊桔，2018）。

• 以檔案而言，主題分類的目的不僅在於通過系統性地排列與組織以達有
效管理；更藉由相同概念檔案的聚合，讓使用者透過關鍵字檢索，便可
找到其所需要的資料，發揮檔案價值。

• 現階段檔案的主題分類多由檔案人員以檔案內容特性加以分類並賦予主
題詞彙，或藉由參考資訊檢索技術所建立之詞庫的方式進行（林巧敏，
2012）。

• 透過結合數位工具與自動分類技術的運用，可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的檔
案，降低人力負荷，提升檔案整編與開放應用效益。

• 本研究便嘗試以《總裁批簽》檔案為例，從人文研究者的角度探討檔案
運用自動化主題分類工具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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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化主題分類之技術發展
 文本探勘工具與自動分類實務應用
 運用檔案材料之自動主題分類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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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主題分類之技術發展（1/4）

• 自動分類及相關概念的形成，與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技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1960年代開始，便有
關於運用工具於自動分類技術的討論。

• 1992年TREC（text REtrieval conference）資訊評比會議所建立之
提供共用測試集、相同評估準則與程序的模式，降低了進行相關研究
的門檻。

• 現今根據不同的文件類型，相關的研究已包括主題檢索、資訊過濾、
跨語檢索、全文影像辨識、語音與視訊、新事件偵測等眾多面向的應
用（江玉婷、陳光華，1999；曾元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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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主題分類之技術發展（2/4）
• 自動分類研究可分為：
1. 基於規則式（Rule Based Methods）：使用引文內容建立各種模板進

行比對後分類；
2. 基於統計式（Strtistics Based Methods）：使用統計排序與權重的

方式進行分類；
3. 基於擷取式（Retrieval Based Methods）：強調使用人工智慧的理

論執行分類。

• 自動分類研究流程：
1. 文件表徵之擷取；
2. 建立文件表徵；
3. 分類模型建立；
4. 自動分類評估的程序進行（郭俊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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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主題分類之技術發展（3/4）

• 層級群集方法：
1. 連鎖法：單一連鎖法（single linkage）、完全連鎖法（complete 

linkage）及平均連鎖法（average linkage）；
2. 最小變異數法（minimum variance method）
• 非層級群集方法：
1. K平均值演算法（K-means Method）
2. Cliques群集演算法（湯秋蓉，2009）

• 除上述舉例外，為因應解決語意相近但語詞不同的情況、短文的情況，
同時，近年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技術上的發展所產出之相關計算
方式，亦值得關注。（李龍豪等，2016；郭俊桔，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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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主題分類之技術發展（4/4）
國內圖資領域在自動分類方法上的探討：
1. 透過支援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結合詮釋資料建立分類模型

並佐以統計方法修正的圖書自動分類（陳信源等，2009）；
2. 透過運用關鍵詞彙及參考書目比對進行分類之共現字（Co-word Analysis）

及書目對（Bibliographic Coupling）方法（曾元顯，2011）
3. 因每一自動分類方法皆具有侷限性，而有統合多自動分類並使用多數決策

略擬定圖書自動分類的方式（郭俊桔，2018）。

• 以現行相關研究的趨勢，仍顯示並沒有一種方法可有效處理各式文件以及
應用；

• 雖然通過與過去機器學習方法的比較發現，以自動分類的文本分類而言，
深度學習方法所得到的成果並不較佳（曾元顯，201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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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探勘工具與自動分類實務應用（1/2）

• 儘管牽涉自動分類領域的演算法相當豐富，但由於其大多僅
為骨幹部分，在實際運用時大多需經過相當的增補以及修改
才得以順利運行。

• 所幸，仍有部分工具的開發改善了此一情況，使更多研究者
透過「用」的角度參與自動分類的研究領域之中，此些工具
大多並非專為自動分類所設計，而較側重於文本內容探勘、
文獻計量研究的形式，自動分類僅是其中的功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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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R（Content Analysis Toolkit for Academic Research）

針對具有學術價值之文獻使用，
並且使用者不再侷限於作者本人
或技術人員。其功能分為兩種：
概觀分析（overview analysis）
及分解分析（breakdown 
analysis），其中分解分析便透
過書目對及共現字的概念，通過
對文件內容所擷取出詞彙或者引
用文獻的計算，評估任意兩文件
的相似度，從而進行文件歸類
（cluster）（曾元顯，2011）。

Sim(X, Y) = 2x|S(X)∩S(Y)| / (|S(X)|+|S(Y)|)
曾元顯、林瑜一（2011）

文本探勘工具與自動分類實務應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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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篇名 研究文件 研究目的

湯秋蓉（2009）
自動化主題分析於圖書資訊領
域之應用

臺灣地區圖書資訊學領域的學
位論文與期刊文獻 研究主題

Chang, Y.H., Chang, 
C.Y., & Tseng, Y.H. 

(2010)

Trends of Science Education 
Research: An Automatic Content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和
《Science Education》四種期
刊1990~2007年之文獻

研究主題、發展趨勢及貢獻者

陳淑貞（2010）
以自動化主題分析探索免疫學
領域研究主題之發展

ESI資料庫免疫學領域 1998

~2008年之常被引文章

熱門主題

曾元顯、林瑜一
（2011）

內容探勘技術在教育評鑑研究
發展趨勢分析之應用

Web of Science文獻 熱門主題、重要學者

曾元顯（2011）
文獻內容探勘工具──CATAR之
發展與應用

Wok資料庫和科學教育與數位
學習有關之11種期刊

主題趨勢、重要學者

汪耀華（2011）
如何利用文獻探勘技術分析全
國碩博士論文-以「學習歷程檔
案」為例

標題含「學習歷程檔案」之學

位論文

研究主題、論文的被引用情形、年度篇數及趨勢、參考文獻被引用最

多的作者排名及文獻

李清福、陳志銘、
曾元顯（2013）

數位學習領域主題分析之研究
SSCI期刊數位學習領域2000

~2009年之文獻

研究主題架構

Tseng, Y.H., & Tsay, 
M.Y. (2013)

Journal clustering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subfield 

delineation using the bibliometric 
analysis toolkit: CATAR

Web of Science的資訊科學與圖書學（IS
& LS）領域之文章

發展適合圖書資訊學期刊之研究評估

Tseng, Y.H., Chang, 
C.Y., Tutwiler, M. S., 

Lin, M.C., & 
Barufaldi, J. P. 

(2013)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aiwan’s 

educational research projects

Web of Science中1990~2011年臺灣教育
研究相關研究

主題發展趨勢

Yuan, Y. Y., Tseng, 
Y.H., & Chang, C.Y. 

(2014)

Tourism subfield identification via 
journal clustering

JCR中HLST（飯店、休閒、運動、旅遊）
類別37種期刊2008 ~ 2012文獻

研究主題

Yuan, Y., Gretzel, U., 
& Tseng, Y.H. (2014)

Revealing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Tourism Research: Extracting Common 
Subject Areas through Bibliographic 

Coupling

SSCI收錄2008年10種旅遊期刊之文獻 研究主題

邵軒磊、曾元顯（2018）
文字探勘技術輔助主題分析—以「中國大
陸研究」期刊為例

期刊《中國大陸研究》1998 ~2015年刊載
之論文

主題發展趨勢

原友蘭、曾元顯、何昶鴛
（2019）

運用自動內容分析技術探析觀光與旅遊領
域研究主題與趨勢

SSCI收錄16本該領域期刊，1997～2016年 主題趨勢

郭知晴（2020）
自動化輔助主題分析臺灣明代研究之

學位論文著作特性
《明代研究》 主題歸類、研究趨勢

CATAR自動分類應用領域廣泛，包含科
學教育、教育評鑑、數位學習、圖書
資訊、教育研究、休閒旅遊、中國研
究、免疫學、明代研究
多以期刊文獻

CATAR實務應用

表格：部分擷取自郭知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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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檔案材料之自動主題分類實務（1/2）

國內博碩士論文：
日治時期台灣法院檔案資料庫
台灣歷史數位圖書館（Taiwam History Digital Kibrary，THDL）所收古契書、
古文書等

檔案管理局，2004年建置九二一地震數位檔案知識庫時，亦透過導入文本探勘
技術試圖找出公文檔案中潛藏的內含知識，並以視覺化呈現知識探勘結果及各
議題（主題）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而瞭解特定議題之處理流程，建立往後類似
事件處理之決策標準（張文熙，2008）
在分群方法上係以斷詞後之中文詞彙的出現頻度為基礎，以統計方式判斷詞彙
於該文件的重要性，並採取1. 依行政院檔案分類架構輔以人工建立分類規則；
2. 運用非監督學習由電腦進行分群處理等兩種方式進行自動分類
（張文熙，2008；蔣以仁，2009）。

發現檔案中包含之長名詞斷詞問題，對自動分類成效亦造成影響 13



運用檔案材料之自動主題分類實務（2/2）

2019年，德國廣播檔案館（German Broadcasting Archive）使用前德意志民
主共和國廣播與電視廣播之影像資料，建構一自動影像內容分析與檢索系統，
以方便使用者進行應用，主要包含有鏡頭邊界檢測、內容分類、人物識別、文
本識別及相似性探索技術，並且透過使用者滿意度調查對其進行評估
（Mühling, M等，2019）；

2020年，BinMakhashen, Galal M及Mahmoud, Sabri A兩位研究者針對數位圖
書館所保存之電子手稿影像，提出一自動方案結合索引、分類內容檢索等，試
圖改善使用者使用系統查找資訊之成效（BinMakhashen, G. M., & Mahmoud, 
S. A，2020）。

與檢索系統關聯，著重技術層面討論
與影像辨識的結合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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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對象
 研究工具
 分類表訂定

15



研究對象

《總裁批簽》檔案目錄
包含題名、日期、內容描述、典藏號、典藏位置
與製作單位等六欄位，主要會採用題名與內容描
述兩較具內容主題性的項目（沒有主題欄位）

所謂《總裁批簽》指的是在1950年
代中國國民黨透過改造確立由總裁
──蔣介石為權力核心的組織結構
中，由中央改造委員會與中央委員
會評估屬「重要黨務」，並將之上
呈予蔣介石批示文書的總稱，時間
範圍包含1950年8月中央改造委員
會成立至1975年4月蔣介石病逝，
一共4361筆。

在資料的性質上，由於「重要黨務」
的定義，往往取決於主事者個人主觀
上的認定，未有一套明確的標準，使
《總裁批簽》的內容主題，不僅反映
黨務的性質，同時也具有國家事務的
面向，因此《總裁批簽》的內容可說
是紛亂雜陳，缺乏主題分類的情況不
僅對管理者而言難以整理，對使用者
來說更是查檢不易。（林果顯，2013）

主題性會較檔案
原文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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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1/3）

相似度矩陣

圖片來源：曾元顯、林瑜一（2011） 多階段主題歸類示意圖

多維縮放 層次凝聚歸類法

CATAR自動分類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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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具（2/3）

※為提升使用者的便利性

類別描述詞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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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地圖 主題樹

研究工具（3/3）

視覺化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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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訂定（1/4）

具體實施：
1. 類別數量不超過30類；
2. 透過主題地圖擇選主題分布具明確區隔者；
3. 結合主題樹衡量主題是否平均。

使用者操作：閾值（0～0.1）

自動分類策略：
1. 符合分類原則；
2. 利用數位工具，迅速且（有效）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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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訂定（2/4）
自動分類標的：內容描述項
閾值：0.03
層數：第四層

不足：
1. 主題分布仍不明確；
2. 主題詞數量仍不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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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訂定（3/4）

僅
內
容
描
述

加
入
題
名

主題分布之群集關係較明確；
主題詞數量較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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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數量

1 423

2 1117

3 351

4 68

5 475

6 46

7 55

1
17%

2
44%

3
14%

4
2%

5
19%

6
2%

7
2%

成功分類2535筆，比例約58％

類別 數量

1 1436

2 242

3 146

4 254

5 281

6 46

7 77

8 26
成功分類2508筆，比例約57.5％

加
入
題
名

1
57%

2
10%

3
6%

4
10%

5
11%

6
2%

7
3%

8
1%

僅
內
容
描
述

題名與內容描述比較 《總裁批簽》檔案目錄一共4361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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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訂定（4/4）

主題詞（系統S4） 件數
1 0.0347 (黨 部:99.3339, 辦 法:49.0425, 中 央:35.1331, 中

常:29.9633, 台 灣 省:25.0001)
423

2 0.1275 (委 員 會:129.2451, 中 常 會:109.6520, 主 委:98.3668, 中
央:98.1195, 次 會 議:93.9111)

1117

3 0.0419 (總 裁:34.3007, 黨 務:26.7953, 擬 請:24.9152, 海
外:12.6515, 中 共:11.4623)

351

4 0.0371 (活 動:5.1490, 委 員 會:4.8008, 會 議:1.2683) 68

5 0.1339 (中 共:88.1888, 大 陸:80.3610, 中 國:58.0049, 心
戰:49.5179, 廣 播:46.4286)

475

6 0.1749 (國 大:15.2527, 臨 時:14.0000, 總 理:10.2667, 黨
史:9.0429, 風 氣:6.9561)

46

7 0.0699 (留 學 生:11.1297, 大 學:9.8000, 新 加 坡:9.7385, 考
察:8.9966, 韓 國:8.6367)

55
24



 共現字分類討論
 分類表主題名稱賦予
 （分類表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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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現字分類討論
為什麼加入題名後的主題分布較明確？

共現字歸類

圖片來源：郭知晴
（2020）

批簽題名結構：
公文字號 + 人名呈

類別 數量

1 13

2 55

3 113

4 18

5 46

6 4

7 12

題名包含：鄭彥棻

第3類總數：351件，名稱：海外黨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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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表主題名稱賦予

（分類名） 主題詞（系統S4） 內容簡陳

1 普通黨務 0.0347 (黨 部:99.3339, 辦 法:49.0425, 中 央:35.1331, 
中 常:29.9633, 台 灣 省:25.0001)

各地方及中央黨部
事務

2 黨組織 0.1275 (委 員 會:129.2451, 中 常 會:109.6520, 主
委:98.3668, 中 央:98.1195, 次 會 議:93.9111)

會議與人事

3 海外黨務 0.0419 (總 裁:34.3007, 黨 務:26.7953, 擬 請:24.9152, 
海 外:12.6515, 中 共:11.4623)

海外黨部以及外交
事務

4 黨政關係 0.0371 (活 動:5.1490, 委 員 會:4.8008, 會 議:1.2683) 調解黨務與政務

5 中國問題 0.1339 (中 共:88.1888, 大 陸:80.3610, 中 國:58.0049, 
心 戰:49.5179, 廣 播:46.4286)

中共、敵後工作

6 黨史／國大 0.1749 (國 大:15.2527, 臨 時:14.0000, 總 理:10.2667, 
黨 史:9.0429, 風 氣:6.9561)

次階層包含兩主題

7 宣傳 0.0699 (留 學 生:11.1297, 大 學:9.8000, 新 加
坡:9.7385, 考 察:8.9966, 韓 國:8.6367)

交流、留學生

類別內
相似度
下限值

主題詞
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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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檔案運用數位工具進行自動分類在釐清主題分布具有可行
性，可協助檔案人員進行研究出版時迅速對檔案內容有初步
了解；

2. 檔案全文或者主題性詮釋資料電子化的必要性；

3. 為更進一步的提升運用範圍，可嘗試更多不同工具與方法，
同時結合檔案人員、該領域之專家學者以及技術人員共同參
與，可有效擬定分類策略與結果評估。

結論與前瞻

1. 以《總裁批簽》而言，題名可作為分類的參考依據；

2. 實務上透過設計關聯度底線，可提升整體分類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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