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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Hsieh-Chang author and developer; English notes by P.K. Bol 

 

This presentation introduces the discovery system for the Song 
huiyao, developed at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on Digital 
Humaniti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and the 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 The Song huiyao discovery system will 
continue to be developed while open to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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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The data as received after CBDB 
processing of the original XML file from IHP 

•  九月間，從哈佛大學取得已切分為條目的 Excel 檔 
–  共 80396 筆條目，放置於 5 個檔案中 
–  前三個欄位為「帝系」、 「職官」 、「食貨」等類別訊息 
–  接下來的三個欄位為「天禧元年」、「正月」、「九日」等日期資訊 
–  第七個欄位為全文內容（內含已去除標籤的標注資訊） 
–  The complete text of the SHY is in column G; it has not been al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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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來源 making use of the Dharma Drum 
chronology, CBDB code tables, and text mining procedures to 

identify possible person names 
•  法鼓山 DDBC Chinese Calendar database 

– 中西曆日期轉換 
•  CBDB（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詞彙 

– 宋代人名 35632 筆（原 40738 筆，扣除明顯的雜訊後
剩下 35632 筆；其中有 9470 筆出現於《宋會要》） 

– 宋代官名 5815 筆（其中有 3366 筆出現於《宋會要》） 
– 宋代地名 4010 筆（其中有 2420 筆出現於《宋會重覆
與要》） 

•  利用文本採礦 (text mining) 從全文擷取出 
– 可能的人名 11901 筆（粗估約 33% 正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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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功能概要 Functions: 
•  查找文件 full text search, faceted search 

– 全文檢索：查找內容有出現指定字詞的文件 
– 後分類：從查詢結果，利用「年代」、「類別」等來縮
小搜尋範圍 

•  人物生平資訊（取自 CBDB）biography display 
•  詞頻（人名、地名、官名）分析 term-list based 

analysis 
•  文件集在年代的分佈與比較 temporal distributions 
•  儲存自訂的文件集，方便日後調閱 saving selections 
•  使用者回饋機制 user feedback mechanism 
•  前後綴詞工具 context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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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檢索 full text search 
•  查找全文含有某些詞彙的文件 simple search by string 

– 例如查詢「蝗」、「青苗」或「史彌遠」 

•  支援較為複雜的運算 complex searches 
–  AND: 例如「+青苗 +王安石」(54篇) 可找出全文同時含有
「青苗」(210篇)  與「王安石」(230篇)  的文件 

–  OR: 例如「睦州 嚴州」(242) 可找出全文含「睦州」(86篇) 或
「嚴州」(158篇) 的文（嚴州為舊睦州） 

–  NOT: 例如「興國 -太平興國」(210篇) 可找出全文含「興國」
(1528篇)，但不含「太平興國」(1318篇) 的文件 

•  排列方式：可將查找所得文件，依照日期來排序 
search results can be arranged chronolog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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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會要》系統全文檢索 Search frame 
全文檢索查詢「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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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類 Faceted search (search/analysis within the 
results) 

•  系統除了回傳查找的文件，還會利用「年代」
等資訊，將回傳文件進行分類 see results by 
period and section topic 
– 可利用後分類來縮小查詢範圍、觀察檢索結果在這
些特徵的分佈狀況、或者發現全文和 metadata 的⼀一
些明顯錯誤 see notes on metadata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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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後分類來縮小搜尋範圍 using 
faceted search to refine results 

•  從「蝗」檢索結果的後分類中，點
選「隆興1年」 

•  系統將回傳所有「隆興1年」，且全
文含有「蝗」的文件. E.g., select 
results by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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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後分類來檢錯 faceted search can be 
used for discovering problems in the text 

•  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從十二月開始，並無二月 
•  利用後分類，可以很容易發現「太中祥符四年」（大中）、「太
平與國三年 」（興國）、「真宗咸年五年 」（咸平）等打字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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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分類項目下的後分類與詞頻 
refining faceted search results by frequency 

•  觀察在「蝗」的查詢結果中，分類於「瑞異」的文件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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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資訊 calling up biographical data 
in CBDB 

系統若發現查詢的文件中有人物生平的資訊，會顯示一列「相關人名」，
在人名旁有個「生平」的小框，點選後可顯示該人名在 CBDB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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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頻分析  term-list based frequency analysis –by person 

df: 查詢結果中，含詞彙 t 的文件數量（例如 t =魯宗道，df=11 表示含「呂夷簡」的文件中，有

       11 篇含「魯宗道」） a listing of list co-occurring person names specifies both  the number of passages in which 
that name appears (df) and the percentage of those passages in which the name co-occurs with the chosen subject (t→q)

t→q:  「含有 t 的文件，可被查詢 q 找出」的比例（例如，在此 q=呂夷簡，若 t=魯宗道，因此

              t→q 的值為 0.324，表示含有「魯宗道」的文件中，有 32.4% 亦含有「呂夷簡」）

查詢「呂夷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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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詞頻分析檢視人名的權威資訊 –call up CBDB 
data on the co-occurring names 

•  點擊詞頻分析人名旁的「生平」連結，亦可顯示該人名
在 CBDB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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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集在年代上的分佈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all records 

•  若取樣具代表性，文件在時間上的分佈
通常是有意義的 

•  在《宋會要》的 80396 筆條目中，目前
有 61002 筆可轉譯出西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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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查詢結果在年代分佈上的比較 
comparing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terms ?vs 

• 語法：q1 ?vs q2 
– 其中 q1, q2 為⼀一般的查詢字串 

– 在「年代-文件數量」分佈圖中，
將以紅色線顯示q1 的查詢結果，
而以灰色線顯示q2 的查詢結果 

• 例如：溫州 ?vs 饒州

全文含「饒州」的文件分佈

全文含「溫州」的文件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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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自訂文件集  
saving a selection of records 

•  可儲存感興趣的文件，以便於日後調閱 
– 比較模糊、或現代才有的觀念，通常並沒有
明確的關鍵字詞可供檢索 

– 可利用自訂文件集，儲存、彙總分批搜尋的
結果 

– 可以對自訂的文件集，進行縮小範圍的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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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文件集 selecting the records 

•  若回傳的文件已經被儲存在某⼀一個自訂文件集，那麼
系統將會以淺綠底色來標示該文件 



18 

使用者回饋機制 user feedback 
mechanism has been activated 

•  使用者回饋機制 
– 使用者若發現文件的內容有誤（metadata、
錯別字、標註錯誤等），可利用此機制回報
給內容校對人員 

– 系統收到回報訊息、更正錯誤內容後，會寄
發 email 告知回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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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回饋（錯誤回報機制）reporting errors 

•  目前在詞頻分析的每個「其他」詞彙右方，都有⼀一個「錯誤回報」連結 
•  全文的右下方，有「更正全文錯誤」的連結 

人地名
詞彙的
更正與
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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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回饋 user feedback, error 
correction and reporting for terms or for 

main text  

人地名詞彙的更正與回報 

全文錯誤的更正與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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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工具：前後綴詞的分析 advanced tools: disovering 
terms proximate to a search term 

•  有時我們會想知道：給定⼀一個文件集合，
某個特定詞彙的前後會出現那些綴詞 
– 「右丞相XXX」的出現情形 
– 「X國公」的出現頻率 
– 「X稅」的出現統計 

•  「進階檢索」下方，有提供⼀一個簡化工具 
– 使用者僅需輸入⼀一個關鍵詞，並選擇該關鍵詞
左方（右方）欲顯示的綴詞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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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丞相XXX」的出現情形 example: 
office title.(3) gives all occurrences of that title with the 3 

characters following it 
（進階檢索的綴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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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國公」的出現頻率 
（進階檢索的綴詞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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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稅」的出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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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檢視綴詞附近的文件內容 the text 
in which the string appears can be calle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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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sible Enhancements 
•  日期校正與標注的處理 

– 目前已有 61002 筆條目可轉譯出西元日期 
•  若經過更詳盡的處理，應該還能轉譯出更多條目的

西元日期

•  例如處理「同日」的狀況、校正明顯的全文錯誤等

•  若有機會取得內容與授權… 
– 可加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的權威檔資訊 
– 可加入更多宋代的史料（例如《宋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