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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記憶研究是目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範疇中的一種新興並重要的研究

視域，因為通過記憶研究，可幫助人們瞭解過去歷史，錨定當下歷史定位，

預測未來歷史發展方向，因此記憶研究不僅可增進對過去的瞭解，還能對

現實與未來具有實際助益。正因記憶研究兼具對過去、當下及未來等多重

助益，因此自 1925 年哈爾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在《記

憶的社會框架》（Maurice H albwachs, Les cad 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 
Paris, Fé lix Alcan , 1925）中提出「集體記憶」概念以來，人文社會科學家

就不斷的深化記憶研究理論，希望能推進記憶研究的視野與效能。那麼，

為何 1925 年哈爾布瓦克要首倡記憶研究呢？其實是具有其現實目的，乃

是為了治療一戰創傷記憶，因此法國知識分子才從一戰後開始關注記憶。

正因記憶研究對於現世具有作用，故在 1925 年後可以看見記憶研究不斷

發展，直到現在可見記憶研究的兩大陣營：一是法國記憶史研究，一是德

國記憶史研究。  

  在法國記憶史研究部分，雖早自 1925 年代就已提出「集體記憶」理

論，但在提出後卻沈寂一段時間；要到 1970 年後，才由年鑑學派第三代代

表人物之一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等人為代表的法國

史學家，在提出「新史學」概念的推動下，「記憶」才成為法國史學界中研

究的對象。同為法國記憶史研究名家的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1931-），
他在勒高夫主編的百科全書式的著作《新史學》中，專門撰寫了「集體記

憶」詞條，他認為利用集體記憶概念去研究歷史，「會使歷史學的進步更富

有生命力」。目前可以看見記憶研究已成為法國史學界的重要研究主題，正

如法國記憶史學先驅人物之一的菲力浦·茹塔爾（Philippe Joutard，1935-）
在 1998 年寫道，今天「記憶不僅是歷史學最得寵的主題，而且其在公共領

域和政治界的影響力甚至有取代歷史學的趨勢」。  

  另一個記憶研究陣營是德國記憶史研究，這一陣營的主要學者為揚·阿
斯曼（Jan Assmann，1938-）與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夫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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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有偶，阿斯曼夫婦也是從 1970 年開始思考文化記憶的問題。德國記憶史

的貢獻在於揚·阿斯曼提出了「文化記憶」概念，拓寬了法國哈爾布瓦克的

集體記憶理論的定義範圍，豐富了其內涵，並區分了交際記憶和文化記憶，

拓深了記憶研究的層次與理論方法，此為德國記憶史研究的貢獻。  

  記憶研究正是在上述兩大陣營的發展下，展現出眾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而從前人成果中歸納可知，目前記憶研究主要對象，仍是聚焦在非結構化

的歷史材料，特別是報紙、雜誌、日記、回憶錄等，因為記憶研究者認為

這些材料正是歷史記憶的主要承載媒介。記憶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即是對

上述非結構化材料進行微觀閱讀與分析，進而勾勒出記憶的結構與發展軌

跡。由於上述研究方法特徵所致，因此目前記憶研究多是呈現出「單一後

的複雜多元樣態」，所謂「單一」是指多從單一史料進行記憶研究，因此多

研究一人的記憶；所謂「複雜多元」是指將眾多單一的記憶研究結合起來，

呈現出一記憶間可能彼此互斥、衝突的關係，而上述記憶研究理論的合法

性與合理性，實來自於其方法學的根本預設，亦即皮埃爾·諾拉所說：「歷

史與記憶遠非同義詞，現在看來，它們是相互對立的」，這是因為在法國記

憶史理論中「歷史」是過去的復現、客觀的、批判抽象冷靜思考分析解釋

的、追求連續和完整的，是官方的；而「記憶」則是現在的過去，是主觀

的、具體情感複數的、允許有缺口和斷裂的，是民間的。  

  對於上述法國記憶史理論的「歷史/記憶」為「官方/民間」的說法，本

文有不同的主張，「記憶」並不應僅視為下層民間所獨有，也不一定都要具

備斷裂與缺口的特點，我們應該把具有連續、整體、客觀的「歷史」也視

為一種「記憶」，從「記憶」角度去審視「歷史」，就可獲得一種上層的官

方記憶。過去在法國記憶史理論框架下，易於自動遮蔽、忽略、漠視上層

官方記憶，這在記憶研究理論結構上來說是偏頗的，因為下層民間記憶實

質上是與上層官方記憶互動而成，只研究民間記憶是不足的，殘缺的，因

此本文主張應該也要對官方記憶進行研究。當然有人會認為官方記憶不用

研究，因為官方書寫的就是正統的「歷史」，然而本文認為並非如此，「歷

史」與「記憶」不能用「官方/民間」或「一元/多元」去作為區分，從「記

憶」視野去重審「官方歷史」，可以揭示出歷史紀錄中的敘事性，以及揭示

如何透過歷史中的記憶敘事調動情感以觸發行動的軌跡。若僅考察「官方

歷史」就只能看見客觀敘述，若能從「官方記憶」去思考，就可看出官方

視野中的情感與行動。因此本文提出「官方/歷史」的記憶研究視野，是為

了將「記憶」中的「情感」特質帶入官方材料的審視中，官方材料並非就

沒有情感因素，透過「官方記憶」研究，可揭示上層建築如何運用記憶去

調動與動員上層統治階級乃至於說服普羅社會的軌跡，這是過去僅把「官

方書寫」做「歷史」探究所忽略的一環。  

  而在「官方記憶」這一視野帶有「官方」的正統與客觀特質，以及「記

憶」的非連續與情感複數的雙重特質下，本文想援用長於複雜結構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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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計算的數字人文方法進入官方記憶的研究中。因為憑藉複雜結構計算，

可以客觀且快速的勾勒出官方記憶的「正統與客觀結構」；而時間序列計算

能勾勒出官方記憶中「記憶的非連續性與情感複數軌跡」。因此，在官方記

憶這個角度下就能挪引數字人文方法來進行長時段與複雜的官方史料的

記憶史研究，這是在人文理論與數字方法理論上得以會通的關鍵。在上述

的研究背景與目的下，本文預計通過數字人文方法中的主題模型技術，進

行長時段的官方史料中的記憶研究，藉此實驗數字記憶史研究的可能性，

希望能推進記憶研究理論的深度與廣度，也能推展數字人文研究的運用範

疇，提出新的數字人文研究視域，這是本文從主題模型與歷史記憶出發去

談數字記憶史理論方法的關懷所在。  

二、方法 

  正是在前述的研究背景與目的下，本文將以晚清之際由供職軍機處的

王彥威（1842-1904）與其任職外交部門的繼子王亮（1880-1966）所編，採

編年體紀事，內容涉及外交、政治、軍事、教育、商務、實業、交通、邊

防，出版於1934年，包含1875-1911年8700餘件文書，總字數多達四百萬字

的官方外交文書《清季外交史料》（以下簡稱《史料》）為研究對象。《史料》

中的選材內容有三：其一，從大庫中抄錄道光、咸豐、同治三朝欽定未刊

的《籌辦洋務始末記》；其二，抄錄光緒元年到十二年（1875-1886）的外

交案卷；其三，光緒十二年後每日記載的詔令、奏章、折片、條約、照會、

電報、會議記錄與留中不發的秘密文件，正因《史料》內容都是官方文書，

且正如蔣廷黻所言：「就外交史論，國與國交換的一切的文件，一個政府計

議外交的記錄，外交部與其駐外代表往來的文件，外交部給國會或國王的

報告，以及外交官的信札和日記，皆是外交史的原料」，而《清季外交史料》

「就是這種原料的編撰」，可見《史料》一書為當時原始外交文獻，從中當

可揭示晚清外交記憶中的真實樣貌。因此通過數字人文技術的複雜與長時

段研究的優勢，當可從長達37年，總計四百萬字的《史料》中去建構與再

現晚清時期的外交官方記憶。  

  由於《清季外交史料》是編年體，所以要對某一歷史事件有整體的從

醞釀、發展到完結的整體認識，必須通覽全書才能從中耙梳勾勒大體始末，

但在這過程中，礙於人腦就只能從編年體中抓住一件事情的始末，卻忽略

了事件在每一點都是環環相扣，而擅長複雜計算的數字人文方法就能補強

這一點，前人早已運用過數字人文方法對《清季外交史料》進行研究。如

1971 年石約翰（John E. Schrecker）就透過統計《清季外交史料》中「主權」

一詞出現頻度，作為認識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的一個重要參數，研究中

指出，「主權」一詞在每百頁文獻中，於 1875-1894 年僅出現 1 次，1895-
1899 年出現 2.5 次，1900-1901 年出現 8.8 次，1902-1910 年出現 22 次。

再如筆者曾在 2010 年〈關鍵詞叢與文本意義挖掘的嘗試：以《清季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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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為例〉一文中，透過數字人文方法勾勒出《清季外交史料》中「中國」

與「主權」觀念的動態相互形塑過程，並歸納出近現代「中國」認同下「主

權」觀念類型發展趨勢圖，且與過去相關研究成果對話，為研究者提供一

個宏觀的參考。由上可見，由於《史料》字數多且文本內容複雜，運用擅

長複雜與長時段文件計算的數字人文技術進行中國近代外交思想研究是

相當合適的。本文此次就是希望會通數字方法中的 LDA 主題模型技術以

及人文學界中的記憶研究理論方法進行數字記憶史的研究實踐。  

  本文所謂的主題模型技術，又稱為 LDA 主題模型，乃是圍繞語義問題

進行詞項分配，LDA 的出現，是為了解決共詞分析法難以發現文檔中潛在

的語義聯繫與信息深層次的需求。主題模型的方法原理可簡單說明如下，

如鈕亮（2016）指出：「LDA 主題模型是一種非監督的機器學習方法，採

用詞袋（Bag of Words）表示的方法，這種方法將每一篇文檔視為一個詞頻

向量，從而將文本信息轉化為易於建模的數字信息。LDA 的建模方式認為

每一篇文檔代表了一些主題所構成的一個概率分布，而每一個主題又代表

了很多詞項所構成的一個概率分布」。歸納主題建模技術有三個主要特徵

與優點：一、使我們能遠距閱讀大量文本；二、顯示統計學重要詞語分布；

三、這些主題並非人為的先驗假設與關注點，而通過自下而上的算法所得

出的結果，雖不一定準確或反應了語料庫實際內容，但算法無限靈活故有

價值，而違反人文主義的研究邏輯，反而可以促進更多理解並產生新問題。  

  因此本文以下將通過主題模型技術，對《史料》進行數字人文研究，

本文採取了以下研究步驟：  

  其一，將每一個文件視為一個檔案，每份文件中有標題與內容，而以

內容作為主題模型的研究對象。《史料》中每份文件同時可能涉及到多個國

家與多個事件，從 1875-1911 年之間共計有 8700 餘件。本文作為研究嘗

試，將以《史料》中「涉日記憶」的演變為研究案例，藉著時間序列的推

移，當我們將「主題」視為「記憶場」時，從主題的演變中就可看出「涉

日記憶」的連續性選擇與非連續性遺忘，記憶的選擇與遺忘在某個程度上

即可視為涉日記憶的召喚與封印。本文處理了《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年中的所有文件，共計有 7,357 件（筆者處理過後的文件數量），3,969,610
字元。本文不將所有《清季外交史料》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究對象來進行主

題模型計算，因為那樣會缺乏時間性，本文在主題模型計算上的特點，是

有別於過去主題模型計算都把長時段文本打包在一起計算，本文採用的是

對每一年的史料進行一次主題模型的計算，藉以看出長時段中主題詞袋的

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打開主題模型的時間性意義。當我們把《史料》中每

一年所收文件數進行統計繪製成圖一後，可以看出在《史料》中，是以 1884、
1895、1902、1909 為近代外交事件記錄的重要關鍵年代，也可視為重要的

外交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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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資料結構圖  

  雖然不能以《清季外交史料》一窺中國近代外交史的整體全貌，但正

如胡適等人提出的，《清季外交史料》中由於收錄的是當時的一手史料，且

王氏父子更是直接任職軍機處與外交工作，因此可視為當時外交官員對於

中國外交局勢的認識。且雖然《清季外交史料》只有將近四百萬字，人工

也可閱讀完畢，但毫無疑問的，若要將長達 37 年的資料進行總體掌握，並

且不僅關注單線的單一外交事件的發展，而是從複雜多元視野出發，觀察

單一事件所連結到的當下事件與過去記憶，毫無疑問，這不是人工可以獨

立完成的。因此，從數據驅動角度對《清季外交史料》的研究，目的不是

精確化的研究某一單一事件的發展，而是要從複雜角度出發，考察複雜事

件如何連結與觸發單一事件的關係結構，就此便能體現出巨觀遠讀視野的

長處與特有視角，能從中揭示過去精讀視野中所無法看見的有效信息。為

此，本文採用了數據驅動的主題模型方法，對長達 37 年的《清季外交史

料》做了總體計算。  

  其二，本文為了掌握《清季外交史料》資料結構的總體狀況，以每一

年的文件資料作為對象，分別計算出每年的主題模型（本文是運用 R 做中

文 LDA 主题模型可視化分析，使用的是 pyLDAvis）。由於每年的文件數

量不同，或多或少差距不可謂不小，所以少量文件的年代中，可能只有前

幾個主題比較重要，而大量文件的年代，可能有較多重要主題，這實質上

應該進行考慮進行計算調適，然而由於本文目的是進行數字記憶史研究的

初步嘗試，因此先做標準化處理，亦即本文先不計歷年文件量的多寡，都

將主題模型數設定為 10，詞群也設定為 10，先透過統一標準去實驗與比較

每一年《清季外交史料》中的主題模型情況。  

  由於本文這次是以「涉日記憶」作為實驗的考察對象，觀察重點即聚

焦在：1875 年至 1911 年長達 37 年的《清季外交史料》中，涉日主題分別

出現在哪些年代？這些涉日主題是否有所變化？在變化之中的連續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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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非連續性主題為何？本文期望借著上述問題，揭示《史料》中涉日記

憶的選擇強調與忽略，完成數字記憶史的實驗考察。根據研究結果，自

1875-1911 年 37 年間，《史料》中的涉日主題（意旨主題模型詞袋中涉及

「日本」的相關詞項，如日人、日使、日兵、日本 ...等）分佈年代與主題

數量，可統計如圖二所示，可以看見《史料》中涉日主題的出現共有三個

湧現階段，分別是 1875-1885、1894-1898、1900-1911。  

 

圖二  《清季外交史料》中涉日主題的歷年分布圖  

  其三，接著可統計不同年代主題詞袋的各自異同變化，先做歷年考察。

其後可放大時間向度，考察上述提到的三階段涉日主題的變化。為了完成

大量與複雜的主題模型中詞袋詞項的比對工作，作為揭示涉日主題的歷時

性的連續與非連續性演變軌跡，需先統計計算每年涉日主題模型詞袋中的

詞項，然後運用 palladio 網絡分析系統(http://hdlab.stanford.edu/palladio/)，
比較三個階段涉日主題模型中詞袋詞項的聯集狀況。所謂聯集，是指把三

階段涉日主題模型詞袋中的詞項打包，然後分別計算看看另一詞項出現在

哪一階段的涉日主題模型詞袋中，透過大量詞項的聯集，可以過濾出每一

階段涉日主題的特有詞項，以及不同階段中都共同存在的共有詞項。而特

有詞項代表的就是該一階段涉日主題的獨有事件要素/記憶，這些詞項包含

著人名、地名、動詞、名詞，聚集這些詞項即可揭示出事件，因此這些詞

項實質上就等同於某一事件記憶的表徵，透過詞項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比

對，就可揭示涉日記憶在 1875-1911 年這 37 年中的變化情況。在經過計算

後，可以繪製出如下圖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詞項聯集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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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  

中涉日主題模型中詞袋詞項網絡聯集圖  

圖四  第一階段（1875-1885）中涉日主題模型中的特有詞袋詞項

 

圖五  第二階段（1894-1898）中涉日主題模型中的特有詞袋詞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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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第三階段（1900-1911）中涉日主題模型中的特有詞袋詞項

 
圖七  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中涉日主題模型中的共有聯集詞項

 
圖八  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中涉日主題模型中的共有聯集詞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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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中涉日主題模型中的共有聯集詞項

 
圖十  第一、二、三階段中涉日主題模型中的共有聯集詞項  

三、發現 

  從上述計算後的數據與視覺化結果中，可以初步看見一些宏大結構下

的數據線索，例如從圖七中，可以總體看見第一與第二階段中，在甲午戰

爭第二時期階段，連結過去第一階段的涉日記憶是「兵」與「界」。而從圖

八中可見，在第三階段的甲午戰爭後時期，連結第二階段甲午戰爭時期的

記憶為「商」與「兵」。而從圖九可見，在日俄戰爭的第三階段時期中，跨

過了甲午戰爭的第二階段時期，直接從第一階段召喚涉日記憶時，主要召

喚的是「日俄記憶」，這一記憶的召喚就越過了甲午戰爭時期的涉日主題，

連到到第一階段的早期涉日記憶。圖十中則可看見三大階段的主題模型聯

集中，有三個很重要的連續性主題出現，分別是「商」、「界」與「兵」：在

「商」的部份展現在「商務」、「通商」詞項；在「界」的部份展現在「租

界」、「界務」詞項；在「兵」的部份展現在「撤兵」、「兵船」詞項。  

  從上述初步的數據結構線索中，人文學者憑藉學術積累，可以感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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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信息，然後就可從這些線索出發，進一步進入數據背後的史料，閱讀

並分析數據表徵背後的歷史意涵。本文作為嘗試性研究，先選取了圖十中，

同時貫串三個階段涉日主題的詞項「南洋」一詞作為一聚焦研究對象，試

圖考察「南洋」詞項連續性的橫跨三階段《清季外交史料》中涉日主題的

意義，以及觀察是否能從中看出涉日記憶的發展軌跡。  

  由於過去談涉日記憶，很可能在選精與集粹視野限制下，不會選到或

意識到「南洋」與近代涉日記憶的關係，但從複雜與長時段計算中，可以

看見「南洋」與近代涉日記憶一直有著連續性關係，這關係為何？可從三

階段中每一年談及「南洋」的「涉日主題模型」中去加以勾勒。那麼，「南

洋」與涉日記憶在近代外交官方視野中的內涵為何？為何「南洋」不斷在

涉日記憶中被召喚？從詞項出發將可找到「南洋」詞項所涉及的主題，並

回對這些主題背後的史料，就可確定當時涉及「南洋」詞項的討論主題中

的事件為何。本文先鎖定「南洋」詞項後，分別從之前已經擷取出來的 1875-
1911 年《清季外交史料》的涉日主題模型中，確定出現在哪一年份的主題

模型，經過過濾，確定了「南洋」詞項一共出現在三階段裡的四個模型中，

分別是：（一）1884 年的主題模型 7（圖十一）與主題模型 9（圖十二）；

（二）1895 年的主題模型 3（圖十三）；（三）1908 年的主題模型 8（圖十

四）。以下即對三階段中「南洋」詞項在涉日主題模型中的記憶建構與再現

進行分析。  

 

（一）1884 年的主題模型 7 與主題模型 9 

圖十一  1884 年的主題模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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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1884 年的主題模型 9 

 
1884 年「南洋」出現的主題有二，分別是主題 7 與主題 9。在主題 7

的詞袋中有兩類詞項，一為法侵越南事件的詞項，如北洋、南洋、彭玉麟、

防務 ...等，一為日侵朝鮮事件的詞項，如吳大澂、張樹聲、旅順、丁汝昌、

北洋、南洋 ...等。一個主題模型（記憶場）中可能具有多個事件，類似主

題 7 即包含了法侵越南與日侵朝鮮事件，而這兩個事件看似不同，實共同

指涉同一主題，才會被判斷為同一個主題模型，而這個主題為何？必須從

實際語料中去加以研讀分析後判斷。  

  從史料中可見，1884 年之際，在法侵越南時，「日本」在《清季外交

史料》中是作為一個可抵禦法國侵略越南的工具，官方認為只要開放各國

在越南通商（包含日本），那麼，法國就會忌憚各國而不敢侵略，因此在第

一階段（1875-1885）中日本就與法國侵越事件有所連結。而在 1884 年還

可看見另一個主題，就是日本趁著中國處理法越交兵事宜之際，意圖連俄

侵華。由上可見在第一階段中，日本在與法國侵越事件連結之外，還與俄

國連結而有侵略朝鮮的事件發生。  

  從上可見，主題 7 的主題應當是「涉日主題」，即以日本為主題的事件

都被歸在主題 7 了。我們再看主題 9，則全部詞項都是圍繞著「日侵朝鮮」

事件，因此主題 9 的主題就是「日侵朝鮮」。從上述利用主題模型計算後所

得出的結果與分析中可見，國際外交事件是複雜的，並不能只從單一事件

去考慮。如 1884 年之際的中國，一方面希望以日制法，一方面又被日俄聯

手意圖侵略朝鮮，故當時對日本的記憶建構具有兩面性：一面是作為護越

工具，另一面是朝鮮侵略者，這是透過主題模型技術可以整體與複雜的勾

勒出 1884 年之際《清季外交史料》中「涉日記憶」的一個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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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895 年的主題模型 3 

圖十三  1895 年的主題模型 3 

 

  在 1895 年涉日主題 3 中的詞項中，可以看見都是圍繞「日本侵略」這

主題。如李鴻章、張之洞、聶士成、王文韶、依克唐阿、唐景崧等人都是

與日談判或對抗的大臣與將領；而旅順、威海、臺灣、澎湖、北洋、南洋

等都是日本可能侵略與需要抵擋的地方。  

  有趣的是，在主題 3 的詞袋中，「北塘」一詞實質上與甲午戰爭無關，

那麼，為何會出現在 1895 年的涉日主題模型 3 中呢？經過考察，「北塘」

與「南洋」詞項一同出現在涉日主題中，實質上是過去記憶的連結與召喚。

在「北塘」部分，是在召喚出 1860 年的「庚申一役」時提到僧格林沁放棄

北塘要地並且節節敗退的記憶，目的是指出即使連最慘的庚申一役都沒有

割讓尺寸土地，而只是立約通商、稍償兵費而已，那麼，1895 年之際怎麼

可以割讓作為南洋咽喉的台灣給日本，這裡就是以「北塘」調動出庚申記

憶來論證 1895 年的日侵事件不如庚申時候英法聯軍事件，因此不宜比當

時賠款更多，以此來調動情感，進而讓上位者做出不割讓臺灣的決定與行

動。  

  至於「南洋」詞項，則是說明台灣乃是「南洋」咽喉，不宜割讓，如

「不知此次日本之和與西洋各國迥異，臺灣資敵矣，威海駐兵矣，南洋之

寇在肘腋，北洋之寇在門庭，狡謀一動朝發夕至，有意之挑釁，無理之決

裂，無從預防，無從臆料。」（署江督張之洞奏時事日急萬難姑安謹陳九事

急圖補救摺）。而當日本希望獲得作為「南洋」咽喉的「台灣」之際，則第

一階段時候法侵南洋之際也侵擾台灣的記憶就被召喚出來，目的也是要說

日本不如法國厲害，割讓土地作為賠償實不合理，如易順鼎提到：「甲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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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法取越南，攻寧波，擾臺灣，陷馬江，沿海戒嚴，天下騷動，滇粵邊

防戰事之棘不亞今日，然不過讓以越南而已，未嘗於越南之外更有所予也。

試執今日之事與昔日之事相衡，敵雖強，未必出於英法俄之上；事勢雖急，

未至於庚申之危。彼不過虛聲恫嚇，肆意要求，我即稍緩須臾，與之再決

一戰，再遲數日而後定議，未嘗不可。即不然償以兵費數百萬亦未嘗不可，

即不然許其比照各國在江海口通商開設碼頭亦未嘗不可，而皆不出此，賠

款至數千萬猶以爲未足，竟舉腹心根本膏腴要害一二千餘里之地開門而延

寇，拱手以與人，何其畏日人甚於畏英俄法諸大邦，重遼東、臺灣反不如

重新疆伊犁及滇粵荒徼之地也哉？」（道員易順鼎奏醜虜跳梁不宜遷就權

奸誤國不可姑容請罷和議疏）  

  從以上可見，1895 年「南洋」與「日本」所同在的主題，就是「割讓

臺灣」的主題，為了證明割讓臺灣不具有合理性，所以連結出過去所曾面

對過的重大事件記憶，目的就是要藉著記憶，調動情感，說服甲午戰爭不

如過去的對外戰爭激烈，故賠償也不應比過去還多。然而這裡可見在連結

第一階段涉日事件時，是以「南洋/台灣」作為記憶點而串連，因為法國與

日本同樣都有侵略「南洋/台灣」的行動，故被進行了記憶串連，而這樣的

串連目的，就是證明日不如法，而在要貶低日本的危險性的目的下，自然

必須選擇性的忽略日本的侵略能力，因此與法侵台灣同時發生的日侵朝鮮

事件，雖然與日本相關，但為了不提高當時時人對於日本的恐懼，降低日

本的危險感，自然必須選擇性的忽略此一事件記憶，避免強化日本的威脅

性，產生恐懼心理而選擇答應日本一切要求，割讓土地。由此可證明，記

憶的召喚與使用，必然配合當時語境的需求而使用，實有其複雜的外交目

的性。  

（三）1908 年的主題模型 8 

圖十四  1908 年的主題模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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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08 年涉日主題模型 8 中，首先，涉及的事件主要是日商船第二

辰丸載運軍火，稱因海面風浪，因而一時暫停澳門前列之海面，因中國視

日船所停之地，為尚未到達澳門洋界的中國領海，故而依法扣留，中國經

查當時並無風浪，故疑為日本走私軍火，此即「二辰丸案」，而這一事件與

「南洋」的關係，在於此事件發生在南洋澳門。其次，在「二辰丸」案中，

又連帶起「抵制日貨」事件，詞項包括「華僑、華人、商務、商民、商會、

抵制」等，如〈粵督張人駿致外部抵制日貨事已出示嚴禁電〉文中提到因

為日本因二辰丸案後在東文各報中羞辱中國政府，故粵民激憤，發起抵制

日貨行動，且傳播到南洋的華僑與居住香港、日本的華人等，而政府則請

商會幫忙疏導避免滋事。其三，在主題 8 中還有一事件的詞項是與南洋華

僑商業情況相關的，如「南洋、學堂、西人、貿易」等詞項，當時派了商

務大臣考察了美屬之飛獵濱，法屬之西貢，暹羅之曼谷都城，和屬爪哇之

巴達維亞、三寶壟、泗水、日惹梭羅及附近之大小霹靂等埠。考察其背後

的目的，乃是宣慰以及拉攏華商，企圖華商能夠有所回饋。  

  綜上可見，1908 年主題 8 應當是以「南洋華商」為主題，聚集了與南

洋華商相關的考察詞項，以及南洋華商抵制日貨以及連帶而出的二辰丸事

件的詞項。這邊有趣的是，在這一主題中，雖然聚集了「南洋」與「日本」，

但是並未見召喚出第一階段（1875-1885）中，日趁法侵南洋之際而侵略朝

鮮，以及第二階段（1894-1898）中，日本侵略南洋台灣的侵略者記憶，這

是因為當時中國已經沒有與日對決的資本，因此召喚過去的日本侵略者記

憶只會挑動民族主義情緒，1908 年的清朝政府已經沒有如此資本故只能息

事寧人，安撫華商，無法對日本進行任何制裁行動，也不能召喚日本在過

去的南洋侵略者記憶，這是在第三階段中，外交官方對於日本與南洋記憶

的選擇性忽略的關鍵之處。若是當時清朝政府強盛，就有可能召喚出過去

日本作為南洋侵略者的記憶，以調動國家與社會的對日情緒，以營造制裁

日本的合理性與正當性。  

 四、結論  

  本文嘗試透過與「日本」有關的連續性主題詞項「南洋」在三階段主

題模型中的演變考察，指出外交事件的複雜連結關係，以及記憶的選擇性

召喚與選擇性遺忘等關鍵，是基於當時論述者的目的而形成的一套記憶運

用機制。需要降低對日的危機感時就必須忽略過去日本的侵略與危險記憶。

由於晚清以來中國一直都在氣勢上輸給日本，自甲午戰爭乃至庚子事變、

日俄戰爭以來，日本都成為中國學習的對象，因此我們看見，即使南洋利

益受到日本的侵略與威脅，過去日本的侵略者記憶仍然必須被壓制而不能

召喚出來，以避免引起民族主義而產生動亂難以抑制。故日本在近代侵略

南洋的記憶一直被忽略與遺忘，實質上揭示的正是晚清國勢的節節敗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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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實力不強，故而不能營造某種可能產生對立的涉日記憶。從這角度

來講，某一記憶的強調與遺忘，得以揭示國力的強盛與否。由此實驗可見

數據驅動的長處，如過去一般認為近代對日印象中最重要核心的應該是甲

午戰爭問題，但從複雜計算中可見當時官方外交視野中，發現涉日記憶中

最重要的甲午戰爭在某些時刻不能是最重要的，甚至還是需要被選擇忽略

的記憶，在某些時刻最重要的記憶可能是一個比較不相關的事件記憶。一

個記憶場可以因為某一連結，將兩不相干的記憶經過「皺折」後而安置在

一起。過去記憶研究方法通常事憑藉著單一事件考察法去認識近代涉日記

憶的演變，如今則可借助大數據定量分析法印證與修正過去研究印象，以

及提出了新的觀察，這是數字記憶史研究的重要功能。  

  本文作為探索性論文，故僅先以與涉日主題中「南洋」詞項相關的主

題作為研究實驗。從本文研究可見，當我們把「主題」視為「記憶場」時，

就能把「主題詞袋」中的「詞項」，視為「記憶場」中的「事件要素」。而

如 1895 年《清季外交史料》中主題 3 的「記憶場」中，就透過不同「詞

項」，揭示出「日本侵略記憶場」，這記憶場中就包含了過去 1860 年的庚申

之役、1884 年的法侵南洋，以及當下 1894 年的甲午之役，而此一主題所

表徵的記憶場，通過詞項回去看原始材料，就能發現當時外交官方正是透

過過去與當下各種事件記憶的複雜連結，進行調動情感，進而說服統治者

不能輕易答應日本的各項割地要求的工作，這就揭示出了官方記憶的情感

向度與目的策略。  

  在實驗結果下，本文認為數字記憶史方法的優點有二：其一，一般人

腦只能記憶龐大事件中最重要的，例如只關注法越交兵，但卻可能忽略日

本在其中的地緣政治學向度；若是關注日本在早期發展者，也無法同時關

注其在長時段中與各種事件的交相連結複雜關係；然而透過數字記憶史的

研究，就能兼具一清晰的觀察對象的直線發展脈絡，又能有一綜觀的多向

連結網絡，這是數字記憶史在方法學上的研究視野優勢。其二，這種詞項

的呈現與研究方法，相較於過去的共詞研究，屬於非監督學習，換言之，

具有更為客觀的特質，為計算機透過概率自己給出，沒有涉及人工挑選詞

項這一步，這是與過去共詞研究的差異，其優點即在於更為可操作性與更

為標準化。  

  綜上可見，數字記憶史方法因為有別於過去記憶史研究過於著重於史

料的鋪陳、描述與個人分析，能夠包含更大量的史料，連結更為複雜的事

件，能夠更為周全整體複雜的把牽動記憶的人、事、時、地、物等複雜網

絡計算出來，能夠揭示出記憶形成過程的複雜性，這是過去僅能從單線去

思考記憶形成機制的視野方法所不能及者。透過數字記憶史研究，可以把

記憶形成的複雜與多樣性展現出來，凸顯出數字技術的長處，也可呈現出

過去記憶史研究所不能展現出的面向。正是在上述基礎上，數字記憶史發

展具備了合理性與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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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本文採用主題模型技術所進行的記憶研究實驗後，本文認為數字

記憶史具有可行性，因為通過數字人文技術，研究者將可更為快速地並且

客觀地處理長時段的複雜史料，不同於過去記憶史研究礙於人力限制只能

處理單一記憶，化約了記憶的重層與複雜性，數字記憶史得以幫助人文學

者更快的連結架構出單一人物、事件、地景、紀念日記憶的多重複雜、連

結、變化結構，得以研究不同國家、同一國家內不同陣營的史料對同一事

件的不同記憶，以進行記憶的矛盾與比較研究；得以運用詞項網絡結構去

進行記憶話語建構的研究工作，而以上這些就是數字記憶史可能帶給我們

的性能與效益。  

  然而，數字記憶史理論研究還有待持續的發展，因為從本文實驗中即

想提出可以繼續發展的有兩大方向：其一，對主題模型算法的精進與調校，

因為主題模型技術本身仍具有方法上的兩處限制，即 LDA 模型主題間缺

乏聯繫，在主題詞項構成中會存在一些不重要甚至不太有關聯的詞項，簡

言之，主題模型的限制，就是雖可瞭解總體情況，但對細節與相互關係，

亦即演化層面無法關照的到，面對著 LDA 的缺陷，學者們也持續進行著理

論的調適與研發，企圖增強 LDA 技術的準確性以及可應用範圍，伴隨主題

模型技術的增進，數字記憶史研究理論也當隨之調校。其二，對複雜的各

個主題逐漸進行細部分析，當把從 1875-1911 年的「涉日主題」全數分析

完畢後，就能掌握晚清官方外交視野中涉日記憶乃至於向外連結到的所有

複雜事件圖像。  

  透過數字記憶史的研究，當能相較過去更為周全的掌握複雜記憶的共

時性結構以及歷時性演變，這正是數字人文技術得以蛻新與推動記憶史研

究與記憶理論發展的亮點所在。更為長遠的規劃，在數字記憶史部分，未

來還能夠引入共詞分析方法，以及詞向量，乃至於情感分析技術等，伴隨

著文本探勘技術的與日俱進，記憶研究理論也能隨著擅長巨觀與遠讀視野

的數字技術的增進而拓深，記憶史研究也因為數字人文技術的引入，而能

開展其過去所無法處理的巨量與複雜的記憶研究問題，這是本文提出數字

記憶史理論方法的關懷所在。期待有更多研究者得以投入數字記憶史研究，

為記憶理論的深化添薪加材，並為東亞在記憶史理論的研究與推進上博得

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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