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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明清兩代君主集權, 整個國家機器是以皇帝
為中心而運轉
靠著行政文書在皇帝/高級官員/地方衙署之間往
來傳遞, 上傳下達, 才使國家政務得以運作
在中央及地方政府機構形成了大量的行政檔案, 
一般統稱為《明清行政檔案》
數量龐大, 內容包羅萬象, 是研究明清政治、經濟、
外交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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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行政檔案》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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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文書的發文、傳遞, 
反映出政務處理的過程
收到來文, 促使人員採取
進一步動作 (trigger)
資訊如何在皇帝/官員中
傳遞, 政務如何在行政體
系中被討論、決策、執
行

行政文書往來傳遞: 上傳、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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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雖多, 卻零散（日常行政下的產物）
清代檔案制度: 為處理同一政務往來行文的文書, 
往往分開歸檔存放於不同檔冊/機關之中
諭旨文書: 存放於皇宮中軍機處或內閣
奏事文書: 宮中檔、內閣大庫等
各檔冊多按「年月日」編檔

=> 行政文書原本反映出行政過程的脈絡被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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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行政檔案》使用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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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常以「引用來文」的方式, 說明發文的緣由
例: 奏事文書當中, 引用諭旨文書

例: 諭旨文書當中, 引用奏事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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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索：行政文書內文中常「引用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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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竊臣等奉上諭：達洪阿、姚瑩均著革職

，解交刑部，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等因。欽此。臣等公同

審訊，謹取具達洪阿、姚瑩親供，恭呈御鋻。...... 

....又據玉德等奏，遵旨撤回臺灣府知府遴員更換一摺。...... 

所奏殊不成話...... 馬夔陛著撤回...... 所有臺灣府知府員

缺，著准以高叔祥調補...... 

奏事
文書

諭旨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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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文書內文中的引用做為線索, 重構引用關係, 
或許能回復政務在行政體系中被處理的詳細過程

重構行政檔案間引用關係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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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前因....達洪阿、姚瑩均著革

職，解交刑部，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定擬具奏。所有臺灣、雞籠

、大安兩次保奏出力人員，除義勇人等外，其文武員弁曾加獎勵之處，

均著撤銷。....該鎮道等既有應得之罪，斷不肯因呈訴出自外夷，遂漠

然置之不問，中外臣民，當共喻朕一秉大公之至意也。欽此。

找出引用
的原文

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竊臣等奉上諭：達洪阿、姚瑩均著革職

，解交刑部，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等因。欽此。臣等公同

審訊，謹取具達洪阿、姚瑩親供，恭呈御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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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內閣奉上諭：前因....達洪阿、姚瑩均著革

職，解交刑部，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定擬具奏。所有臺灣、雞籠

、大安兩次保奏出力人員，除義勇人等外，其文武員弁曾加獎勵之處，

均著撤銷。....該鎮道等既有應得之罪，斷不肯因呈訴出自外夷，遂漠

然置之不問，中外臣民，當共喻朕一秉大公之至意也。欽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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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

臣等公同審訊，謹取具達洪阿、姚瑩親供，恭呈御鋻。

8/25

兵部尚書臣裕誠等奏

為撤銷臺灣雞籠、大安兩次保奏文武員弁獎勵，恭摺奏聞

閩浙總督臣怡良、署理閩浙總督臣劉鴻翱奏

為派員押解已革鎮道赴部收審恭摺具奏。

5/1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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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DL《明清臺灣行政檔案》文獻集
從各出處選出跟臺灣有關的明清行政檔案 37,817 件
有 full text, metadata (出處、成文日期、作者、題名)

已自動分類, 自動計算文書間的相似度
內容大多是皇帝與高級官員間往來的諭旨及奏事文書
諭旨文書 (皇帝命令): 上諭、廷寄
奏事文書 (官員上奏): 題本、奏本、奏摺、片、疏.....

本研究主要處理兩種類型的引用關係: 
諭旨文書 引用 奏事文書 (諭引奏)
奏事文書 引用 諭旨文書 (奏引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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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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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文前後有語言特徵 (語意), 指引引文的位置
奏引諭: 奉上諭......、奉旨......、......欽此
諭引奏: 據奏……一摺、據奏……等語
需將人看得懂的 semantic anchors 轉化為電腦能精確
處理的 syntactic anchors

2. 「引文」的書寫特性
奏引諭: 恭敬, 逐字抄錄原文 (to transcribe verbatim)
諭引奏: 大致上照錄, 但可能省略、調換位置、摘要
=> 引文與原文大都會 share 相同的連續文字 (common 

consecutiv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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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引用的書寫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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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是關鍵: 根據什麼來比對? 
語言學: 不同的作者很難寫出一字不差的「相同連續文字」

(common consecutive words)
資料特性: 雖逐字照錄, 但引文與原文仍可能有少許差異

 抄寫產生的用字差異（抄錯、或通同字）
 全文打字將手寫字轉換成電腦標準字, 選字差異

怎麼取引文中的 “連續文字”？
完整引文？太長 + 用字差異, 可能導致無法命中真正的原文
僅取引文中的一小段連續文字 (signature) => more 

effective & more efficient
容錯比對: 在固定單位長的 sig 中, 允許一定程度的書寫差異

如何決定某文書是引用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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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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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
Full texts

定位引文
Locate Quoted Texts

比對
Compare

擷取引文特徵
Extract Signature

篩選
Filter

人工驗證
Validate

比對結果
Result

透過定位錨點來尋找引文
Through syntactic anchors

擷取引文的一部份 (signature) 
做為比對的依據

比對其他全文, 找出含有
相同 signature 的文件

對於每一文件中的每一 sig, 
得到一 candidate: 
(d, sig, candidate) 

運用領域知識進行篩選
Filter the result with 
domain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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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位引文: 透過 syntactic anchors “欽此”
2. 擷取 signature: 引文中的一小段連續文字
3. 比對找出含有相似於 signature 的文書 (容錯比
對), 得到多個候選檔案 (candidates)
 15個字的signature, 容許1字差異

實例說明: 「奏引諭」的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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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竊臣等奉上諭：達洪阿、姚瑩均著革職，解交

刑部，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等因。欽此。臣等公同審訊...... 
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奏。竊臣等奉上諭：達洪阿、姚瑩均著革職，解交

刑部，派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訊等因。欽此。臣等公同審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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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 candidates 進行篩選:  
去除沒有鑑別力的 signatures (找到過多的candidates)
去除與 d 的內容相似度極高的 candidate 
Follow timeline: d 的成文日期 >= 原文的成文日期
若 candidate 的文書類型是上諭或廷寄: 保留
若不是, 則 d的作者應為 candidate 的作者 (引用硃批諭
旨)

5. 進行人工驗證

132010/11/29 DADH 2010

DADH2010



14

實驗結果

奏引諭 諭引奏

進行比對的檔案數量 全部 37,817
 3,7817檔

諭旨類文書 4,736檔
非諭旨 33,081檔

初步比對結果：
<d, sig, candidate>

59,187  (約 6 萬) 253,001 (25萬)

篩選結果 4,334 1,959

跨不同出處 4,048 1,671

2010/11/29 DADH 2010

DADH2010



人工驗證後, 觀察錯誤發生的主要原因
 signature 鑑別力不夠: 除命中原文外, 也命中了並非原文的
文件
找到的 candidate 非原文, 但跟 d 有關: 內容相同 (same)、
內容部分相同 (partially same)、兩檔引用相同文件 (co-cite)

方法改進空間
 [降低錯誤率] sig 鑑別力不夠 => 取引文的另一段連續文字
 [提升回收率] 15字中容許1字的差異, 也許導致回收率下降

=> 縮短 sig 的長度, 或容許 >1 字的差異
 [提升回收率] 開發其他的 syntactic anc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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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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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關係的應用: 引用關係圖

將檔案間的引用結構視
覺化, 串接起 引用再引
用 的檔案
共串連出 1,258 個引用
關係圖, 最大的圖含有
152 件檔案
重現政務處理的詳細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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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5 引用關係圖

引用關係圖大小
(檔案數)

牽涉事件

152 林爽文事件 (乾隆51-53年, 1786-87)

88 鴉片戰爭期間英國兩艘船艦在臺灣雞籠、大安沈沒
(道光21-23年, 1839-42)

85 牡丹社事件 (同治13年～光緒1年, 1874-75)

65 中法戰爭期間法軍攻打臺灣的淡水、雞籠 (光緒10-
11年, 1884-85)

57 剿平中國東南沿海海盜蔡牽 (嘉慶11-14, 18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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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相關明清檔案引用關係 檢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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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hdl.ntu.edu.tw/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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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關係圖 檢視系統

預設列出所有 1258 張
圖, 以供瀏覽
可再進行檢索, 篩選出
與特定年代、人物有關
的引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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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關係在 THDL 系統中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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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幾件）、
被引用（幾件）、
群組（共幾件）

Focus在目前文書, 只看
直接有關的引用關係圖

Click方框=> 調閱內容
便於 traverse 引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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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資訊技術, 在大量史料間重構引用關係, 回復
明清行政檔案間的往來行文的脈絡, 串連起政務
處理的詳細過程
靠電腦快速比對大量文本, 先排除沒有相同連續
文字/不符篩選條件者, 大幅縮小人工驗證範圍
(37,000 件文書交叉比對,  需約 13 億次的比對動作)

我們的方法中, 具有全文是關鍵

結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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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的完整性: 遺失的引用關係
 本方法未能找出的
 無明顯引用: 有時發文的確與收文有關, 但內容並無提
及

 下層官員/官衙的往來文書尚未納入
 實驗材料僅限於與臺灣相關的檔案
 未公開的史料

本研究只是一個起步: 方法應能用在 “不限與台
灣相關” 的明清行政檔案 / 官衙往來文書, 能更
完整

結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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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敬請指教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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