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US 標記工具 

方珮雯* 胡其瑞** 

 

什麼是 MARKUS 標記工具 

MARKUS 的正式名稱為「古籍半自動標記平台」，由荷蘭萊頓大學 Hilde 

De Weerdt （魏希德）教授與何浩洋博士設計開發，是一個線上文本標記工具。

透過自動或手動標記，使用者可以將文本檔案，標出人名、地名、年號及官名等

重要關鍵字。再以 MARKUS.html 格式輸出後，以其他數位人文工具進行進一步

的分析。 

簡單地說，一個純文字的文本檔案（.txt）對於電腦而言，是一個個平面的數

值。但是對使用者來說，文本中的每個字詞，可以代表著不同的意義。在一篇文

本中，可能包含了人、事、時、地、物，甚至更多不同性質的詞彙；但未經標記

處理的文本，對電腦來說，就像是一個沒有聲調的音符一樣。而經過 MARKUS

標記過的文本，則可以讓電腦知道每個字詞所屬的不同音階，使文本對電腦來說，

成為一個有意義的曲譜，並在其他的平台與工具上，做進一步的分析。 

 

 
網址： http://dh.chinese-empires.eu/markus/beta/index.html 

（目前只能運行於 google chrome 瀏覽器） 

 

                                                 
*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生 
** 台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首頁工具列介紹 

首頁上方有一個工具列，分別為： 

 

 

 

 

1. 語言設置 

．MARCUS 現有三種語文可供使用者選擇，分別是：英文、正體中文與簡

體中文。 

．點擊工具列右上方的地球圖示  

．選擇「正體中文」 

．完成設定 

．可參考操作影片「如何更改語言設置」： 

http://dh.chinese-empires.eu/MARKUS/beta/video_zhtw.html#languageSettings 

 

 

2. 登入/註冊 

MARKUS 大部分功能在未登入的狀況下仍可使用。若使用者註冊 MARKUS

帳戶，則可以在網站中保存工作進度、新增標記、使用段落標記功能等。登入/註

冊步驟如下： 

．點擊工具列右上角「登入」，進入登入頁面 

 

 

．若使用者已經擁有 MARKUS 帳號，輸入註冊使用之 email 及密碼，按下

登入，便能以您的個人身份回到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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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設置 

登入/註冊 影片教學 

常見問題 



 

 

 

 

 

 

 

 

．若使用者尚未註冊，且已經擁有社群網站帳戶，可選擇以

Facebook/Twitter/Google 帳戶登入，點選對應按鈕即可。 

 

．使用者亦可在 MARKUS 網站直接註冊。點選「Signup here」，依序輸入

電子信箱、密碼、名、姓與服務單位，按下「Sign up」按鈕，即完成註冊 

 

 

．可參考操作影片「如何登入 MARKUS 或建立新帳號」： 

http://dh.chinese-empires.eu/markus/beta/video_zhtw.html#loginAndCreate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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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片教學 

MARKUS 為使用者拍攝了一系列操作教學影片，除了閱讀本說明手冊，使

用者也可以直接透過影片學習網站操作。 

 ．點擊工具列右上方的攝影機圖示，進入影片教學頁面 

 ．在左方列表選擇您需要的教學影片，或直接在右方列表上下滑動至所需

的影片，按下播放鍵即可。 

 

 

 

除了第一個「什麼是 MARKUS？如何使用？」演講影片外，其他皆為英文發音

教學影片。若預設字幕為英文，可改為中文字幕。 

 ．點擊影片視窗內的設定圖示 

 ．選擇「設定」 

 ．選擇「中文（繁體）」 

．影片即能顯示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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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見問題 

其他關於文檔上傳、詞彙標記的疑問，可參閱此常見問題頁面。 

．點擊工具列右上方的問號圖示，進入常見問題頁面 

．在列表中選擇需要的疑問解答 

 
 

上傳文本 

 

1. 尋找文本 

首先，使用者準備欲標記的文本檔案。MARKUS 目前僅能針對純文字，或是

轉換成 UTF-8 編碼的 txt 純文字檔進行標記。若使用者沒有文本，也可以透

過 MARKUS 為使用者連結的開放文本平台（Openaccess Text Lookup）尋找

需要的資料。 

．點擊工具列右上方的「工具」 

．選擇「Openaccess Text Lookup」，瀏覽器會開新視窗。 

．點擊搜尋窗格，輸入需要的中國古代原典文獻，例如輸入：太平天國 

 

 
 

3 出現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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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依據關鍵字，列出含有此關鍵字標題、不同版本或相關連的文獻 

 

．在這裡 MARKUS 提供了兩種下載文獻的方式，如果使用者所在的 IP 位置

是有訂閱 CText 的機構 IP 範圍內，則可以使用 MARKUS+ 的直接下載功能。

若非享有此項附加功能的使用者，則可以點選 CTEXT 進入哲學電子書資料

庫（http://ctext.org/zh）進行逐篇的下載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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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輸入「太平天國」 



 

 
 

．點選 CTEXT 後進入哲學電子書資料庫，可點選左上角「中文版」，轉換

成中文頁面 

 

 

．從目錄點選使用者需要的文本或章節，即可獲取需要的文字文本。接下

來，本說明將以羅惇曧的《太平天國戰記》做為範本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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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許可的 IP 範圍內下載文獻 

進入 CText 下載文獻 



2. 上傳文本 

我們可以將所需文字複製貼上，或儲存成 UTF-8 編碼的 txt 純文字檔。 

(1) 將 CText 文字複製貼上 

由於 CText 文字在複製時會連同分段資訊一同複製起來，在貼入

MARKUS之後需要再另外刪除不必要的資訊。因此，我們建議可以先將CText

的文字複製之後，先貼入 EXCEL 的表單內，刪除不必要的資訊後，再貼回

MARKUS 裡面。以下為範例試做： 

．複製您需要的文本文字（選取文字後按 Ctrl+c） 

 

．開啟 EXCEL 後貼上（Ctrl+v）文字 

 
  

選取不需要的欄位 



．將不需要的欄位內容選取刪除 

 

．選取剩下的文字部分，複製文字（Ctrl+c），然後回到 MARKUS 首頁。 

．點選「把文字貼在這裡」，會跳出編輯視窗 

 

 

 ．將檔案命名，並貼上複製的文字文字，完成後按下「sub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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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 Submit 之後，畫面即會跳轉到第二步驟，準備選擇標記方式 

 

(2) 將文本存成 UTF-8 編碼的 txt 純文字檔案 

上傳使用者自己擁有的文本電子檔時，必須先將檔案轉換成 UTF-8 編碼，

儲存成 txt 檔，以免上傳後成為亂碼。 

 

[windows 系統]：以 windows 10 系統為例 

．開啟「記事本」（NotePad）程式 

．貼上所需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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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記事本的預設編碼是 ANSI。因此，在另存新檔時，命名完後請

點選視窗下方「ANSI」旁邊的箭頭，將編碼改成「UTF-8」，再按下存檔。 

 
 

 

[OS 系統]：以 macOS Sierra 系統為例： 

．開啟文字編輯工具 

．貼上所需文字 

．點選「格式」-> 「製作純文字格式」，按下「好」，將文本轉成純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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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檔時，點選「純文字編碼」旁邊的箭頭，將編碼形式改成 Unicode  

  (UTF-8)，再儲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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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的作業系統（windows/OS）完成儲存後，請回到 MARKUS 首頁，點

選「上傳 UTF 純文字或 MARKUS 檔案」，選擇您存好的 txt 純文字檔 

 

 ．首頁一樣會跳轉到第二步驟，準備選擇標記方式 

 
 

進行標記 

 目前能使用的標記方式有兩種：「自動標記」、「手動標記」與「關鍵字標

記（測試中）」三種。一般而言，我們建議使用者先以 MARKUS 內建的標記功

能進行「自動標記」，刪除錯誤或不需要的詞彙後，再進行手動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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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動標記 

＊操作影片：http://dh.chinese-

empires.eu/MARKUS/beta/video_zhtw.html#automaticMarkup 

 

．點選二 A：自動標記下方的「Ready」按鈕 

 

 

．網頁會跳轉到自動標記選項頁面。根據您的需求，勾選對應的方框。 

 

 文章分段：在您的 txt 檔案，文字若有空白換行，MARKUS 會自動將其分

為不同段落，在資料庫存成一筆一筆資料，以利後續分析 

＊欲進一步了解段落標記功能，可參考操作說明影片：http://dh.chinese-

empires.eu/MARKUS/beta/video_zhtw.html#passageMarkupFunction  

 

 全名（姓氏＋名字）：自動標記全名。您可依文本內容大概所屬的時間，

選按「選擇人物朝代」，以限縮標記內容的範圍並節省系統比對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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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太平天國戰記》屬於清代發生的事情，因此我們勾選出清代以縮小

範圍。

 

．按下「選取」按鈕，回到自動標記選項選項視窗 

 

＊墓誌銘選項為進階功能，請參考操作說明影片：http://dh.chinese-

empires.eu/MARKUS/beta/video_zhtw.html#muzhiming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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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箭頭可伸縮選項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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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勾選完畢，按下「開始標記」，MARKUS 將根據您的選項，找出所

有對應的詞彙。執行完畢後，按下「標記完成」，您就能看到不同類別的詞

彙分別以不同顏色在文本中呈現。使用者也可以依照文本的特殊性，勾選由

法鼓佛學院提供的「法鼓佛學人名規範資料」與「法鼓佛學詞彙」，以增加

標記的求準率。 

 

．經過自動標記之後，發現系統可以自動標記出許多人名、地名、時間、

與官名等資訊。 

 

．使用者也可以從右方顏色說明，得知自動標記出的詞彙所對應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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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這些顏色標籤，能改變顯示風格，以作為閱讀上的明顯區分。風格有三

種，以姓名為例，分為： 

  粗體放大紅字。範例：  

  粗體放大黑字。範例：  

 粗體放大紅字加粗框。範例：  

 

 ．若標記下方出現紅色虛線，表示此詞彙有不只一種搜尋結果，例如在太

平天國後期的將領陳玉成，在此次的檢索中就出現了紅色虛線。 

 範例：    

．點擊此詞彙會看到有三個由 CBDB 所提供的標記： 

  
這表示在使用者指定的範圍中，同一個詞彙有兩個以上的選擇，而系統判

斷不出是哪一位，這個時候就必須由使用者來自行判斷。使用者可以點選右方

的小書標誌以確認 CBDB 中這三個 ID 編碼所代表的人中，哪一位才是使用者

需要的陳玉成。 



 

．在這裡可以看到共有「65436」、「124581」與「124582」三個 ID 是陳玉

成，而其中，「65436」是正確的陳玉成。我們就可以在該關鍵詞上將其餘兩個

不正確的 ID 點按消除。點按完後請記得要點選儲存。 

 

．但在本書中，陳玉成不只提到一次，因此我們可以利用搜尋的工具將所

有的陳玉成搜尋出來，並且一次完成標記。請點選搜尋用的放大鏡圖示。跳出

的視窗告訴我們，本書中陳玉成不只出現一次，而且 MARKUS 都將其標示了

三個不同的 ID。而第一個陳玉成則是我們已經確認過 ID 為 65436 的，所以請

點選右方小勾。再將選單拉至最底部，點選「全部套用」，即可將所有的陳玉

成標記為 65436 的陳玉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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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看到標記錯誤的地方，請點選該詞彙，按下垃圾桶圖示刪除標記。例

如，系統將「忠王李秀成供詞數萬言」中的「萬言」當成是人名，故要將其刪

除。 

 

 

請注意，刪除後的標籤無法復原，如欲重新標示，需進入手動標記程序。 

2. 手動標記 

自動標記偶有標記錯誤或闕漏，因此，通常在自動標記完後，我們會再進

行手動標記。當然，使用者一開始就可以在首頁選擇「手動標記」，避免標記

增減所消耗的額外心力。而進入手動標記之後，也可以點選螢幕左側的圖示返

回「自動標記」或進入「關鍵詞標記」 

 

 進入手動標記頁面後，您就可以添加自己的標記了。 



舉例來說，本書一開始提到「洪氏以匹夫起兵」，當中的洪氏顯然指的是天王

洪秀全。洪秀全在本書他處已經由自動標記標記出為人名，並且添上 CBDB 的

ID 為 65447。所以使用者也可以為「洪氏」標記為人名並加上 ID。 

 

手動標記的方法是先將欲標記的詞選取，螢幕上就會直接出現現有預設的標記

分類，使用者點選「姓名」後，就可以將「洪氏」標記姓名。但同樣地，在本

書中，洪氏出現不只一次，所以我們依然可以使用搜尋（放大鏡按鈕）來檢索

出所有的「洪氏」並加以標注。 

我們可以把洪秀全的正確 ID 輸入後，點選儲存，勾選右方的小勾，再將選

單拉至最底部，點選「全部套用」，即可將所有的洪氏標記為 65447 的洪秀全了。 

 
需要留意的是，不見得每個洪氏在本書中都指的是洪秀全，因此，為了避免錯

誤標記，建議使用者還是逐筆檢視，以確認是否標記有誤，如有錯誤者，點選

右方垃圾桶按鈕即可刪除於全部標記的選單當中。 

除了標記姓名，預設的標記類別中還可以選擇「別名」、「時間」、「地

名」與「官名」。 

 在地名方面，MARKUS 提供了與 TGAZ 的連結可以標記地名。但由於中國

相同的地名太多，為了簡化標記程序，系統僅會先行標記該詞彙為地名，而未帶

入 TGAZ 的 ID。我們可以在右方的地圖中尋找合適的 ID，再將其填入或點選帶

入標記當中。以本書中的「長沙」為例，使用者在 TGAZ 的列表中確認長沙的 ID

為 hvd-32825，如此帶入，再以同樣的方法搜尋並標記全部的長沙即可。關於

TGAZ 更詳細的說明，請參見「4. 線上參考資料」。 



 

．不過，預設的標記分類，可能並不足夠讓使用者使用，因此，MARKUS 也

提供了一個標記管理的功能，讓使用者新增自定義標記。但這個功能必須擁有並

登入 MARKUS 帳號方能使用。 

在登入後的標記頁面右方，您可以看到一個管理標記圖示。 

．點選標記圖示，進入管理頁面 

 

．預設標記有五個，您可以在左方「快捷顯示」欄位，勾選欲顯示的預設 

  標記；亦可在右方「刪除所有標記」欄位，刪除不需要的預設標記 

  

．若欲新增使用者的自定義標記，輸入新增的標記名稱（須為英文）、按

鈕名稱，再選擇喜好的標記顏色，按下「新增」按鈕。也可以直接輸入按

鈕名稱（中文），系統會自動將音譯名稱帶入標記名稱當中。 



．加完所有標記，點選「確定」，使用者的自定義標記即會出現在標記列

表。 

  範例： 標記名稱：bookName；按鈕名稱：書名；標記顏色：紫色 

 

3. 關鍵字標記 

MARKUS 另有一種標記功能稱為關鍵字標記。可以透過關鍵字的檢索

或詞夾子（測試功能）的方式來將一些詞迅速地標記出來。 

．使用者可以透過左側的選單進入關鍵字標記功能。 

 
．關鍵字標記分為「載入關鍵字/正規表達式」、「關鍵字小幫手」與「詞

夾子」等三項功能。點選「載入關鍵字/正規表達式」進入頁面，使用者可

以在下方輸入欲作為檢索關鍵字的詞彙。 

．以《太平天國戰記》為例，在這場戰爭中有許多的交戰團體，例如：太

平軍、湘軍、淮軍、楚軍、清軍等等。使用者將這些詞彙列在當中，並且

在上方增列標記名稱（如：交戰團體），選擇適合的顏色後，點選「載入

關鍵字」，即可將上述詞彙以「交戰團體」分類一次標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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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鍵字標記功能中，若是要將不同的關鍵字一次標記成現有的標記類別

中，此時需以該類別的英文標記名稱填入，選擇該標記名稱的顏色，便可以

將這次的字詞標記呈現有的關鍵字類別中。例如，如果要將使用者所知的人

名以關鍵字的方式標記成「姓名」類別時，在標記名稱中則填入「fullName」

（注意大小寫需相同），選擇紅色，如此便可將關鍵字納入姓名類別中。 

．此外，MARKUS 也提供了關鍵字小幫手，讓不熟悉文本的使用者，也可

以透過這個功能找到需要的資料。舉例來說，太平天國立了不少的王，但是

除了一般人所熟知的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之外，很多王一般人並不熟悉。

使用者可以在關鍵字小幫手中「欲分析的關鍵字」裡填入「王」，而左方綴

詞字數輸入 2，右方綴詞字數輸入 3，構成「OO 王 OOO」的格式，然後點

選「開始分析」，即可檢索出許多的王的名稱。刪除不需要的部分後，點選

「標記已分析的詞彙」，其後功能就像「載入關鍵字」一樣，可以將這些王

一次標記在相同的分類（如「王位」）當中。 



 
．關鍵字小幫手的第二個功能，則是以固定綴詞來檢索字詞。例如在章回體

的小說中，每個章節都會有「第某回」，但是當中所填的數字可能是一個字，

也可能是兩個字或三個字，因此，使用者可以在「左方綴詞」中填入「第」，

在「右方綴詞」中填入「回」，中間的文字長度最短（min）一字，最常（max）

三字，如此，便能將需要的字詞一次抓取出來進行標記。 

．「詞夾子」則是以一種透過半自動的方式，在固定的行文模式中，找到同

類的詞彙。特別是在小說類的文本中，因為當中許多的人物、地名不見得是

MARKUS 能夠識別與標注的，透過詞夾子的功能，經過多次的反覆運算，

就可以把所需標記的詞彙挑選出來。詞夾子的使用有兩種不同的方式，分別

為「挖掘詞彙」與「詞夾子檢索」。以下將以《三國演義》為例進行說明。 

．挖掘詞彙功能：首先，在載入文本以後，先於「種子詞彙」欄中填入一些

常見的人物，如：劉備、關羽、張飛、趙雲、孔明。 



 

點選「挖掘更多詞彙」後，會發現這些名字被帶入「保存詞彙」欄中，而「發

現的詞彙」欄中，則出現了一些可能的人名候選詞彙，如：姜維、魏延、黃

忠等。 

 
使用者再將「姜維、魏延、黃忠」放入「種子詞彙」欄中，再次點選「挖掘

更多詞彙」，則「發現的詞彙」欄中，又會多出一些人名候選詞彙。 



 
如此不斷反覆操作，可以將許多可能的人名候選詞彙不斷挖掘出來。等到使

用者挖掘到足夠的詞彙後，點選「標記已保存詞彙」就可以新增至姓名標記

當中（記得標記名稱要填寫英文 fullName 否則會另外出現一個類別）。 

 

．詞夾子檢索功能則與詞彙檢索相反。這個功能是利用作者行文的固定模

式，以詞彙的前後綴詞來推測可能的候選詞彙。再藉由不斷的反覆操作，達

到與詞彙檢索相同的目的。 

首先，也是在「種子詞彙」欄中填入一些常見的人物，如：劉備、關羽、

張飛、趙雲、孔明。 



 

然後點選左下欄的「計算夾子」。就會出現這些名字前後出現過的綴詞，以

及可能是同類詞的前後綴詞。 

 

使用者可以先看看這些「種子夾子」中是否有不合適的前後綴詞，若有，則

可以貼入右側「排除夾子」中。然後點選「夾取詞彙」後，便可以獲得系統

告知，夾取了多少詞彙出來。 

 

夾取的詞彙會放在「發現的詞彙」欄中，然後再將該欄中的人名放入「種子

詞彙」，再重複執行「計算夾子」→「排除夾子」→「夾取詞彙」，直到使



用者挖掘到足夠的詞彙後，點選「標記已保存詞彙」就可以新增至姓名標記

當中。 

線上參考資料 

MARKUS 提供了四種線上小工具，讓使用者可以透過網路搜尋文本詞彙。 

．若該詞彙已有標記，以滑鼠輕點一下，顯示編輯視窗。 

．點擊書本圖示，進行網路解說搜尋，數秒後右方視窗將會顯示相關資訊。 

 

 

 

                
 

 

 

．CBDB（中國歷代傳記資料庫）可查詢人名相關資訊 

．TGAZ（中國歷史 GIS 資料庫）可查詢地名在不同朝代的地理位置 

．ZDict（漢典）即漢語字詞典，可查詢對特定關鍵字的解釋 

．Wikipedia（維基百科）可查詢維基對此關鍵字的解釋 

 

範例一：人物類 

以「漢高祖」為例，點選「漢高祖」，按下搜尋圖示，CBDB 即顯示出漢高

祖的詳細資料。（自動標記的姓名數字 ID，就是來自 CBDB 資料庫） 

   

 
 

 

 

 

． 

 

 

 

中國歷代傳記資料庫 

中國歷史 GIS 資料庫 

漢典（簡體） 

維基百科 

1 

2 

3 



 

 

．點選 Wikipedia 則可以看到維基百科的說明。 

 

．除了在文本中點選標記，亦可直接在搜尋窗格打上關鍵字，enter 查詢 

 

4 



範例二：地名類 

以益州為例，點選「益州」標記，按下搜尋圖示，發現 CBDB 並未顯示任何

資訊，因為這並不是一個人名。點選 TGAZ，您會發現一個中國地圖，顯示

出「益州」這個地名，不同年代在中國不同的地理位置。 

 

 

 

 

 

．藍色地標代表「益州」在特定 

  年代範圍的特定地理位置。 

．黃色圈圈中數字，代表在 

  那一塊區域，有 15 處不同 

  的地方被記載為益州。 

．  點選藍色地標，即可看見地標 id 與年代範圍。 

     

．經過連續放大、點選黃色圈圈，如連續點選黃色 7，最後會出現 7 個    

  不同地標。點選每個地標，即可分別顯示地名出現的對應年代。 

  

2 

1 

3 

4 地標 id 

年代 

1 

6 



  

  

  

  

 每個地標顯示的 ID，未來將能在其他工具（如：DocuGIS 工具的地圖），

做進一步的標記。 

＊操作影片：http://dh.chinese-

empires.eu/MARKUS/beta/video_zhtw.html#onlineReferences 

＊欲了解如何管理個人線上參考資料，請參考操作說明影片： 

http://dh.chinese-empires.eu/MARKUS/beta/video_zhtw.html#webReferences  

 

 

綠色圈圈中數字，同樣代表 

在那⼀塊區域，記載為益州 

的地標數目。 

2 

3 

4 

5 



輸出與保存 

 

．文本標示完成後，請至畫面左上角選擇「MARKUS 存檔」 

．（文本名稱）_markus.html 檔將會下載至您的電腦。為了保障使用者辛苦的

標記成果，建議使用者在標記的過程中能夠時常輸出存檔，以免因為意外而喪

失標記的成果。 

    
 

．若您已經登入，點選「保存」按鈕，可保存您的工作進度。 

．看到存檔圖示顯示一個勾勾，表示保存完成 

   

．至網頁右上角，點選自己的帳號，按下「我的檔案」，進入您的線上個人檔 

  案，即可看到您保存的所有工作進度 

．在 MARKUS 欄位下，點選「Auto」可進入自動標記頁面進行編輯；點選

「Manu」則可進入手動標記頁面進行編輯；點選 Key 進入關鍵字標記。毋需下

載再上傳 markus.html 檔案 

 

 

 

MARKUS 標記完的輸出檔案，檔名為（文本名稱）_markus.html，這個檔

案將能在 Docusky 平台轉換為 DocuXml 格式，在您專屬的資料庫建立文獻集。 

1 

2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