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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詞套件
(1) jieba套件 (Python中文斷詞套件)

pip install jieba

安裝繁體中文詞庫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fxsjy/jieba/master/extra_dict/dict.txt.big

(2) 文字雲套件 (製做文字雲用)

安裝方式

pip install wordcloud==1.5.0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fxsjy/jieba/master/extra_dict/dict.txt.big


Jieba 套件



Jieba的特色
支持三種分詞模式：
◦ 精確模式，試圖將句子最精確地切開，適合文本分析；
◦ 全模式，把句子中所有的可以成詞的詞語都掃描出來, 速度非常快，但是不能解決歧義；
◦ 搜索引擎模式，在精確模式的基礎上，對長詞再次切分，提高召回率，適合用於搜索引擎分詞。

支持繁體分詞

支持自定義詞典



Prg#1  Jieba1.ipnb
Jieba的三種斷詞方式

替換為自己想斷詞的句子



Prg#1 Jieba.ipynb
Jieba的三種斷詞方式



Prg#2  Jieba2.ipynb
下載並加入自己的繁體中文詞典

安裝繁體中文詞庫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fxsjy/jieba/master/extra_dict/dict.txt.big

沒有斷出台中教育大學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fxsjy/jieba/master/extra_dict/dict.txt.big


修改中文詞典，讓斷詞更聰明
在繁體中文詞典中加入[ 台中教育大學 ]

並重新斷詞

格式:

所需要的詞 詞頻 詞性(非必要)

例如: 台中教育大學 732  n

詞性: n 名詞, v 動詞



Jieba介紹
TF-IDF

資料來源:



Jieba介紹
介紹網址

繁體中文版本Jieba

詞性

資料來源:

https://blog.kennycoder.io/2020/02/12/Python-%E7%9F%A5%E5%90%8DJieba%E4%B8%AD%E6%96%87%E6%96%B7%E8%A9%9E%E5%B7%A5%E5%85%B7%E6%95%99%E5%AD%B8/
https://github.com/ldkrsi/jieba-zh_TW


Jieba介紹
詞性判斷

資料來源:



Prg#3 Jieba3.ipynb

沒有斷出數位系

可以手動增加/刪除 自定義詞



Prg#3 Jieba3.ipynb 
加入自定義詞 (數位系)



Prg#4 Jieba4.ipynb
自定義詞典

放在 dictionary/user_dict.txt  (UTF-8格式)

程式:



Prg#4 Jieba4.ipynb

可以正確斷詞了

自定義詞典
User_dict.txt



Prg#5 Jieba5.ipynb (增加停用字)
停用字詞典
stopword.txt (UTF8-BOM格式)

去除，來到，。



Practice #1 斷詞練習
找一句分析標的文字

1. 可匯入 繁體中文詞典

2. 自定義 使用者辭典 (自己定義幾個需要 優先斷詞的詞)

3. 自定義 停用字 (自己定義幾個需要停用的詞)

要求:

1. 輸出原先斷詞結果與 修改後的斷詞結果。

2. 張貼程式碼/結果 在FB社團上。

3. 程式碼上傳至你的github



加分題
可以讓Python分析文字情緒。

上網找情緒字典，並設計公式計算每一句話的情緒。

完成者張貼在FB社團上。

須解決問題
◦ 情緒字典(正/負向辭典)
◦ 載入情緒辭典並計算正負向情緒詞出現的次數
◦ 設計並計算情緒公式



進階議題 (自行嘗試看看)
可以讓Python平行斷詞，增加斷詞的效率性。

上網找找有趣的數位人文/教育/等等的文字全文，可供分析。



WordCloud文字雲套件



文字雲介紹
一個整體形狀很像雲朵的圖形，並且由文字詞頻高低數量所構成

這種由各種字詞組合成、如雲一般的圖形，稱作文字雲(Word Cloud)。我們常在各種社交網站與新聞網站中看到
這類圖形的蹤跡，文字雲的存在目的在於能讓閱讀者在不閱讀所有文章的前提下，快速聚焦在大批文章中的主要
內容。

自訂形狀的文字雲預設形狀的文字雲



線上玩文字雲
網站上有一個可以玩文字雲的網頁，我們可以把想製作雲朵的文章往上面貼，它就可以畫出漂亮的文字雲，供我
們日常分析作使用。

網址如下 : https://wordcloud.timdream.org/#wikipedia:Cloud

https://wordcloud.timdream.org/#wikipedia:Cloud


文字雲設定
先確認Font 字型名稱

C:\\windows\\font



準備一個讓文字雲分析的文字檔
分析的文字檔 news1.txt



準備 自訂文字雲形狀
heart.png



Prg#6 NewsCloud1.ipynb
自訂文字雲分析



文字雲是根據文字出現的次數多寡來顯示
詞頻



Practice #2 文字雲練習
要求

上網找找有趣的數位人文/教育/等等的文字全
文，可供分析。

找一個分析標的文字

Jieba斷詞
◦ 繁體中文詞庫
◦ 自訂詞庫
◦ 停用詞

分析詞頻並產生文字雲

設定文字雲成不同樣式
◦ 不同顏色
◦ 不同字體 (黑體)
◦ 不同形狀

輸出

張貼在FB社團上

主題: 例如金庸小說文字雲分析
Why 為何做這主題? 

結果: (文字雲圖型)

簡單解釋你發現了甚麼，有甚麼意義



NewsCloud2.ipynb
設定成不同字體與背景



搜尋字體
c:\windows\fonts
需要找出字型的真正英文檔名。

Ex. 微軟正黑體



Prg#7 NewsCloud2.ipynb
自訂文字雲分析 修訂字體與停用字

原先的圖案

自訂的圖案
並去除「」符號



Heart.png                                                              start.png



Practice #3 爬蟲結合文字雲練習
要求

與先前爬蟲程式結合。

可輸入一個關鍵字，然後至google搜尋該關
鍵字所有文章標題。然後將標題文字給Jieba
斷詞，並產生文字雲分析趨勢。

找一個分析標的文字

Jieba斷詞
◦ 繁體中文詞庫
◦ 自訂詞庫
◦ 停用詞

分析詞頻並產生文字雲

輸出

張貼程式碼/輸出結果在FB社團上



HINT
串接部分

1. 把Google搜尋到的標題（i.text)，組合成為一個大字串(text)。

2. 然後再把text這個含有所有標題的大字串給Jieba斷詞



想辦法串接這兩個 （解答）
原先Google搜尋程式 斷詞與文字雲程式



NLP 自然語言處理程式

情感分析、自動文章摘要



NLP可以做到什麼
自動問答（Question Answering，QA）：
◦ 它是一套可以理解複雜問題，並以充分的準確度、可信度和速度給出答案的計算系統，以IBM‘s 

Waston為代表；

資訊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IE）：
◦ 其目的是將非結構化或半結構化的自然語言描述文本轉化結構化的資料，如自動根據郵件內容生

成Calendar；

情感分析（Sentiment Analysis，SA）：
◦ 又稱傾向性分析和意見挖掘，它是對帶有情感色彩的主觀性文本進行分析、處理、歸納和推理的

過程，如從大量網頁文本中分析使用者對“數碼相機”的“變焦、價格、大小、重量、閃光、易
用性”等屬性的情感傾向；

機器翻譯（Machine Translation，MT）：
◦ 將文本從一種語言轉成另一種語言，如中英機器翻譯。



NLP的一個Github
裡面有幾個NLP的範例程式
https://github.com/wangle1218/nlp-demo

自動摘要

情感分析

https://github.com/wangle1218/nlp-demo


自動摘要



自動摘要
可以用原始文章內部的部分句子來代表整個文章。

自動摘要可以把大量文字，濃縮成較少的摘要，節省大量閱讀資訊的時間。

需要套件

把autosummary.py 放在python程式資料夾，再載入使用。

使用方式：

該程式係參考以下程式修改而成

https://github.com/wangle1218/nlp-demo/tree/master/text-summarization

import AutoSummary as ausu

程式來源：文淵閣工作室，「Python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特訓班：看得懂也會做的AI人工智慧實戰」，碁峰出版社

https://github.com/wangle1218/nlp-demo/tree/master/text-summarization


Prg#7. summary1.ipynb
讀取文字檔自動摘要



Prg#8 summary_union.ipynb
讀取新聞網站新聞

程式來源：文淵閣工作室，「Python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特訓班：看得懂也會做的AI人工智慧實戰」，碁峰出版社

需針對不同網
頁設計去調整

需針對不同網
頁設計去調整



Google Colab



參考來源
文淵閣工作室，「Python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特訓班：看得懂也會做的AI人工智慧實戰」，
碁峰出版社。

網頁資料

https://www.twblogs.net/a/5b7ca46f2b71770a43dbf2ce

https://www.twblogs.net/a/5b7ca46f2b71770a43dbf2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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