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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系統架構 
    本章分三個部分，第一節為系統元件功能說明，第二節為系統流程說明，第

三節為系統畫面說明。 

 

第一節  系統元件功能 

     圖 5-1-1 為系統架構圖，黃色方框為內部系統架構，包含系統元件功能和

資料儲存部分，而系統元件功能將在下面進一步說明，資料存儲部分有事件、服

務和使用者偏好的相關資訊。外部環境包含用戶端和提供者端，而用戶端包含使

用系統的人與應用程式，提供者端包含事件提供者、事件服務中介者、UDDI 註

冊中心與服務提供者。 

 

 

圖 5-1-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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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系統元件功能說明︰ 

1. Dispatch Agent 

    此元件負責接收外部事件與服務的要求，並將要求分派給負責處理

的元件。當接收到事件服務中介者所發出的事件時，此元件可呼叫 Event 

Processing Agent 處理事件；當接收到外部應用程式要求尋找或呼叫服務

時，此元件可呼叫 Service Discovery 和 Service Invocation 元件處理服務

要求。 

2. Event Processing Agent 

    此元件負責處理事件服務中介者所發出的事件。當接收到事件後，

此元件會利用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計算事件的 cos 值，並決定

是否該接受此事件(cos 門檻值 α預設為 0.5)。若事件 cos 值高於門檻值 α，

則接受事件，並依事件緊急程度決定是否立即通知使用者處理事件；若

事件 cos 值低於門檻值 α，則拒絕事件。在處理事件的過程中，所有的事

件處理資訊都會儲存在事件採用歷史紀錄(Event Adoption History)資料

庫中，包含事件本身的資訊、事件 cos 值、事件是否被系統接受的結果、

事件是否被使用者接受的結果等。 

3. Event Adapter Agent 

    此元件負責調適使用者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在每次收

集到一定量的歷史事件(預設為 500 筆事件)後，此元件會自動進行調適。

在調適的過程中，此元件先採用 lo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驗證調適事件

資料的有效性，篩選出有效的資料後，再利用多元線性迴歸計算出新的

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並在調適完成後通知使用者檢視新的調

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讓使用者決定是否採用此調適後的向量。 

4. Event Management Agent 

      此元件負責管理使用者的事件訂閱資訊，並提供訂閱事件與取消

訂閱事件的功能，此外，也能依據使用者的事件採用歷史紀錄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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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取消訂閱不受重視的事件。 

5. SOA Synthesizer 

    此元件負責呼叫 Service Invocation 元件和 Service Discovery 元件提

供事件的相關服務，可分為三種方式：第一種為利用事件所提供的服務

位址資訊呼叫，此資訊可為網頁或 WSDL 的位址，並交由 Service 

Invocation 元件呼叫服務；第二種為利用事件 Policy 所記錄的相關服務資

訊，此資訊可為網頁或 WSDL 的位址，並交由 Service Invocation 元件呼

叫服務；第三種為利用事件所提供的尋找服務條件，並交由 Service 

Discovery 元件尋找適合的服務。 

6. Service Discovery 

此元件負責尋找 UDDI 註冊目錄中合適的服務，尋找的方式為利用

服務的篩選條件尋找符合條件的服務描述。 

7. Service Invocation 

此元件可利用服務的 WSDL 描述呼叫服務。 

第二節  系統流程 

    本研究之目的為設計事件調適機制以提供合適的事件資訊，並將事件結合

服務提供給使用者，其中包含至 UDDI 尋找服務與呼叫服務等功能，而系統流程

可分為處理事件與服務兩大類，共有五種流程設計，分述如下︰ 

1. 事件處理流程 

(1) 當外部事件服務中介者通知系統有事件發生時，Dispatch Agent 負責   

接收事件，並將事件交給 Event Processing Agent 處理。 

(2)  Event Processing Agent 依事件價值分類模組向量和調適性事件語意

資訊模型向量分析事件所提供的價值是否符合使用者的需求。若符

合需求，則依事件緊急程度決定是否立即通知使用者。 

(3) 當使用者處理事件時，要求系統提供事件的相關服務，則交由 S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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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hesizer 元件決定呼叫服務的方式。若事件有提供明確的呼叫服

務方式或事件 Policy 中有紀錄相關的服務呼叫資訊，則 SOA 

Synthesizer 元件可要求 Service Invocation 元件負責呼叫服務給使用

者；若事件只提供篩選服務的條件，則 SOA Synthesizer 元件可要

求 Service Discovery 元件尋找適合的服務給使用者。 

  2. 事件調適流程 

(1) 當事件收集到一定量的歷史事件後，Event Adapter Agent 可自動進

入調適流程。 

(2)  Event Adapter Agent 採用 lo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驗證調適事件

資料的有效性，篩選出有效的事件資料。 

(3)  Event Adapter Agent 再採用多元線性迴歸計算出新的調適性事件

語意資訊模型向量，並在調適完成後通知使用者檢視新的調適性事

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 

(4) 使用者可決定是否採用調適後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作

為下次篩選事件的依據，也提供修改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

的功能。 

3. 事件訂閱與取消流程 

 當使用者要求訂閱或取消事件，Event Management Agent 可向事件服

務中介者提出訂閱或取消事件的要求。 

 Event Management Agent 可自動監控是否有某些已訂閱的事件類型

不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當發現此類事件時，則可主動向使用者建議

取消訂閱此類事件。 

4. 服務尋找流程 

 當系統接收到外部應用程式要求尋找 UDDI 的註冊服務時，Dispatch 

Agent 將要求交由 Service Discovery 元件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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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服務呼叫流程 

 當系統接收到呼叫服務的要求時，Dispatch Agent 將要求交由 Service 

Invocation 元件處理。 

第三節  系統畫面 

    本研究分四個系統畫面：第一個是價值權重設定，第二個是事件訂閱管理，

第三個是事件比對結果，第四個是價值調適結果。以下畫面說明的情境為：使用

者為一位有創造力且活潑的老人，且第一次使用本系統提供的事件管理與調適的

服務。系統畫面分述如下： 

1. 價值權重設定畫面 

    使用者可利用此畫面設定偏好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如圖

5-3-1)。畫面左方有 21 個可調整價值權重的元件，調整數值為 0~10，可除 10 換

算為 0~1 的價值權重(價值權重 = 調整數值/10)；畫面右方顯示 21 個調整後的價

值權重，數值會隨左方的元件調整而改變；畫面下方顯示目前的調適性事件語意

資訊模型向量，每一個長條圖代表一個價值權重，且依序代表 21 個價值權重(代

表的順序請參考表 3-2-2)。由於使用者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預設值皆

為 0.5，因此畫面上元件的預設值皆顯示為 0.5。 

    當使用者希望修改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時，可先調整左方的元件，

調整完後按下「確定修改」按鈕即可修改成功，此時下方的長條圖畫面會顯示最

新的價值權重設定值；當使用者希望重新調整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則

可按下「重設」按鈕，左方與右方的元件數值將會回到調整前的數值。 

    在此情境中，假設老人未調整價值權重，但系統會在收集到一定量的事件採

用歷史紀錄後自動調適老人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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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價值權重設定畫面 

2. 事件訂閱管理畫面 

    使用者可利用此畫面向事件服務中介者訂閱或取消訂閱事件(如圖 5-3-2)。畫

面左方以樹狀圖呈現事件服務中介者所提供的事件類型，畫面中顯示 iCare 老人

照護模擬情境的五大類型事件和其細項的事件類型，若使用者已訂閱某事件類

型，則此事件類型會顯示已訂閱的資訊；畫面右方會顯示使用者點選的事件類型

的相關資訊。  

    當使用者希望訂閱某事件類型時，可點選樹狀圖中尚未訂閱的事件類型，右

方會顯示此事件類型的相關資訊。若確定訂閱此事件類型，則可按下「確認訂閱」

按鈕。當使用者希望取消訂閱某事件類型時，可點選樹狀圖中已訂閱的事件類

型，右方會顯示此事件類型的相關資訊。若確定取消訂閱此事件類型，則可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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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訂閱」按鈕。 

    在此情境中，假設有創造力且活潑的老人會訂閱「金石堂新書推薦」、「柏

林交響樂演奏會」、「喜劇片」、「中華民國健行登山會活動」和「健康飲食資

訊」五類事件服務，因此樹狀圖中會顯示老人已訂閱此五類事件。當發生此五類

事件時，事件服務中介者會通知本系統進一步處理。 

 

圖 5-3-2 事件訂閱管理畫面 

2. 事件比對結果畫面 

    使用者可利用此畫面處理被系統接受但尚未處理的事件(如圖 5-3-3)。畫面左

方以樹狀圖呈現事件服務中介者所提供的事件類型，畫面中顯示 iCare 老人照護

模擬情境的五大類型事件和其細項的事件類型，白色節點(葉節點)顯示目前等待

使用者處理的事件；畫面右方顯示事件的相關描述，包含事件接收日期、事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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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模組、服務描述、服務提供者描述等。  

    當使用者希望使用某事件時，可點選樹狀圖中的事件(白色節點)，右方會顯

示此事件和所提供的服務的相關資訊。若確定使用此事件，則可按下「接受事件」

按鈕，此時，若事件有提供相關服務網址，系統會詢問使用者是否要使用服務(如

圖 5-3-4)。當使用者希望拒絕某事件時，可按下「拒絕事件」按鈕，此時系統會

再次向使用者確認是否拒絕此事件(如圖 5-3-5)。 

    在此情境中，系統接收到「柏林交響樂演奏會」的事件和「健康飲食資訊」

的事件，並等待老人進一步處理。當老人點選「4 月 30 日柏林交響樂演奏會」

事件時，右方會顯示此事件的相關資訊，老人可決定是否該接受此事件。在此過

程中，所有事件的資訊都會記錄在資料庫中，包含事件資訊、事件採用結果和服

務資訊等。 

 

圖 5-3-3 事件比對結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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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4 提供事件的相關服務詢問視窗 

 

 

圖 5-3-5 拒絕事件確認視窗 

3. 價值調適結果畫面 

    使用者可利用此畫面檢視並修改調適後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如

圖 5-3-6)。畫面上方以長條圖的形式呈現調適後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

量，每一個長條圖代表一個價值權重，且依序代表 21 個價值權重，而長條圖的

右邊顯示長條圖的 21 個編號所對應的價值。 

    當使用者希望採用新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時，可按下「確定修改」

按鈕，畫面下方的長條圖會調整成新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當使用者

希望修改此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時，可按下「調整設定值」按鈕，此時

系統畫面會跳至價值權重設定畫面(如圖 5-3-1)，並將畫面的值設定為新的調適性

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的值，方便使用者調整價值權重。 

    在此情境中，有創造力且活潑的老人較喜歡「柏林交響樂演奏會」、「中華

民國健行登山會活動」和「健康飲食資訊」的事件類型，因此只會接受此三類事

件，並拒絕「金石堂新書推薦」和「喜劇片」兩類事件。在收集到一定量的事件

採用歷史紀錄後，系統會自動進入調適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的流程。畫

面上方的長條圖顯示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Impression 和 Servic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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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大的價值權重，表示使用者重視此三個價值，數值越趨近於 0，則表示越不

重視。最後，老人可決定是否採用新的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或者進ㄧ

步調整調適性事件語意資訊模型向量的值。 

 

圖 5-3-6 價值調適結果畫面 

第四節  iCare 整合應用平台 

    本研究為 iCare 老人照護系統整合專案之ㄧ部分，此專案主要目的為開發一

老人照護系統整合平台，而此平台所提供之服務包含發掘老人需求、服務參數決

策、事件管理與調適服務、服務尋找、服務呼叫和服務定價，其系統架構總共包

含七個功能模組(如圖 5-4-1)，分述如下： 

1. Needs Identification 模組：此模組負責找出一組代理人團隊發掘老人的需

求，並將需求交由決策支援系統處理，而決策支援系統在此指 Case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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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ing、Brainstorming 和 Garbage Can 三個模組。 

2. Case Based Reasoning 模組：當老人產生例行性的單一需求時，此模組可

利用老人過去的歷史資訊，並採用 case-based 的決策方式判別出合適的

服務類別(service fuction category)和服務參數(service parameter)，而後將

此資訊傳送給 SOA Service Provision 模組處理。 

3. Brainstorming 模組：當老人產生非例行性的單一需求時，此模組可採用

brainstorming 的決策方式為老人找出較為創新的服務方案，並決定出合

適的服務類別(service fuction category)和服務參數(service parameter)，而

後將此資訊傳送給 SOA Service Provision 模組處理。 

4. Garbage Can 模組：當老人產生多重需求時，此模組可採用 garbage can

的決策方式為老人找出較合適的服務類別(service fuction category)和服

務參數(service parameter)，而後將此資訊傳送給 SOA Service Provision

模組處理。 

5. Adaptive EDA 模組：此模組可接收到老人事先訂閱的事件，並且依老人

所重視的價值篩選事件。當事件符合老人的需求時，可通知老人處理事

件。另外，可分析老人使用事件的歷史紀錄調適老人的調適性事件語意

資訊模型向量(Customized Event Ontology Model)，並可提供取消訂閱事

件的建議。當老人希望使用事件所提供的付費服務時，可對 SOA Service 

Provision 模組提出服務要求，並將服務所需條件提供給此模組。 

6. SOA Service Provision 模組：此模組負責至 UDDI 註冊中心尋找服務，並

提供呼叫服務的功能。當接收到決策支援系統的服務尋找要求時，此模

組可依據服務類別(service fuction category)和服務參數(service parameter)

至 UDDI 註冊中心尋找合適的服務，並將服務搜尋結果通知使用者。若

是接收到 Adaptive EDA 模組的服務尋找要求時，則可依服務要求條件至

UDDI 尋找服務。當使用者希望使用服務時，系統可要求外部的服務提

供者提供服務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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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ollaborative Design & Pricing 模組：此模組在與使用者的互動過程中決

定合適的配套服務(Boundled Services)給使用者，並收取合理的服務費

用。 

 

圖 5-4-1  iCare Building Blocks 

   本研究主要負責 Adaptive EDA 和 SOA Service Provision 兩個模組設計，

並以兩個 iCare 老人照護情境呈現此兩個模組在此整合平台的功用。第一個部分

是以事件導向架構為基礎的情境設計，第二個部分是以服務導向架構為基礎的情

境設計。以下將分別介紹此兩個情境︰ 

    第一個部分的情境假設為老人平日喜歡參予中華民國健行登山會所舉辦的

登山活動，因此會先向事件服務中介者訂閱「中華民國健行登山會活動」的事件

類型。假設中華民國健行登山會臨時決定在下個週末舉辦一次登山活動，因此緊

急發出事件通知給事件服務中介者，而事件服務中介者會主動將事件轉發給有訂

閱此事件的系統。當本系統接收到此事件後，Event Processing Agent 會進一步分

析此事件所提供的價值是否為老人所重視，最後分析結果確定此事件的確符合老

人的需求，因此 Agent 會接受此事件並且立即通知老人。老人可利用本系統檢視

此次登山活動的相關資訊，並且對系統提出報名登山活動的要求，本系統可呼叫

中華民國健行登山會所提供的報名服務，讓老人完成報名手續。 

    第二個部份的情境為本系統會接收到決策支援系統要求尋找服務的要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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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Discovery 元件可依服務類別(service fuction category)和服務參數(service 

parameter)到 UDDI 註冊中心尋找符合條件的服務。當尋找到服務後，系統會進

一步詢問老人是否使用服務。若老人希望使用服務，則 Service Invocation 元件會

利用服務呼叫的相關資訊呼叫服務，此資訊包含服務位址、方法名稱和方法所需

參數，最後將此服務提供給使用者。 

    在上述的情境中，本研究採用幾個技術進行系統整合，主要可分為內外部技

術兩種。在外部技術的部份，UDDI 註冊中心採用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Network Deployment 6.0 版所提供的 UDDI 套件，此套件提供介面给 UDDI 管理

者管理註冊中心的服務，並且也提供介面給使用者註冊與搜尋服務；在內部技術

的部份，Service Discovery 元件採用 UDDI4J 技術至 UDDI 註冊中心尋找合適的

服務，而篩選服務的條件依據服務的需求決定，例如︰當 Service Discovery 元件

收到決策支援系統要求尋找服務時，此元件會先利用 XMLBean 的技術轉換決策

支援系統傳遞過來的服務類別 (service fuction category)和服務參數 (service 

parameter)，然後將依據服務類別(service fuction category)條件找出 UDDI 上相同

類別的服務，找出服務後再進一步利用 WSDL4J的技術分析服務所提供的 WSDL

描述檔，此時的篩選方式為將決策支援系統給的服務參數(service parameter)與

WSDL 檔的方法參數(Input Parameter)進行完全比對。若參數完全吻合，則表示

找到合適的服務，並將服務的相關資訊回傳給使用者，以及詢問使用者使用服務

的意願。當使用者希望使用服務時，Service Invocation 元件將利用 Service 

Discovery 元件所尋找到的服務位址、方法名稱進行服務呼叫，並傳入相關服務

參數(service parameter)。最後，若呼叫服務成功，則服務端會回傳呼較成功的訊

息給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