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多重代理人系統 
多重代理人系統(Multi-Agent System)為一群鬆散耦合問題解決者(problem-solver)結

合各自的能力解決超越自身能力或知識所能處理的問題，達成共同目標的系統(Durfee 

and Lesser,1989)，而這些所謂的問題解決者即為代理人(agents)，為一自主的(autonomous)

的個體。多重代理人系統具有下列的特性(Sycara,1998)： 

(1) 每位代理人僅有解決問題的部份資訊或能力，因此僅具備有限的觀點(viewpoint) 

(2) 沒有全域的系統化控制存在 

(3) 分散的資料 

(4) 非同步地進行運算 

多重代理人系統的組織是由一群角色、角色交互關係、影響代理人行為權力結構所

組成。所有的多重代理人系統，皆具有上述全部或部分之特性，也因此形成某種形式的

組織(organization)，而無論何種組織，就如同人類的組織一樣，皆會影響組織中成員互

動的方式(Bryan and Lesser,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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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Hierachies   (6) Societies 
(2)Holarchies   (7) Federations 
(3)Coalitions   (8) Markets 
(4)Teams    (9) Matrix 
(5)Congregations  (10)Compound 

(10) 

圖 4、各式多重代理人組織(Bryan and Lesser,2005) 

經過二十多年的發展，許多不同形式的多重代理人組織已被提出，如圖4所示，並

簡述如下(Bryan and Lesser,2005)： 

(1) Hierarchies 

代理人被安排在一個樹狀的結構體系，彼此之間具有上下的階層關係，下層的

代理人向上提供資料，上層的代理人則負責流程控制。著名的範例，如Contract 

Net Protocol(Smith,1980；Smith,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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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larchies 

數個代理人會形成一個具有自主性的子整體(holon)，另一方面，該子整體又可

成為更大的子整體中的一個單位，因此形成了一個巢狀的階層架構。若將階層

的定義稍微放寬，允許區域性自主的功能單位(functional unit)及不同階層樹之間

的溝通，此類型組織亦可視為hierarchies組織的特例。 

(3) Coalitions 

若多個代理人視為一集合A，則A的任意子集合皆有可能形成coalition，通常

coalitions是目標導向而且短期的，即因為需要完成某個目的而形成，在完成目

的後立刻解散。 

(4) Teams 

一個代理人團隊由一群相互合作的代理人所組成，並同意協同地達成共同的目

標。通常這樣通用的描述會讓人將teams與其它種的組織混淆；teams與coalitions

及其它組織最大的不同點在於，teams將會在設計上明確地表達出共同的目標、

共同信念(mutual beliefs)、團隊層級的計劃(team-level plan)。上述特徵將能使

teams型的組織更具彈性，應付未預期之狀況。著名的範例，如

STEAM(Tambe,1997)建基於聯合意圖理論(joint intention theory)、共同計劃理論

(SharedPlan theory)，動態地進行推理，使團隊合作更具彈性。 

(5) Congregations 

和coalitions及teams相似，不同之處在於congregations是由一群具有相似或互補

的能力的代理人所組成，而且是長期、不是為了特定的目標才形成。因此圖中

每個congregation顏色不同代表的是這些congregations帶有潛在的異質性。 

(6) Societies 

Societies是一個長期且開放的組織，就像人類的社會一樣，代理人可以隨意地離

開或加入社會，在Societies與其他代理人見面與互動。其中的代理人是完全自主

的，他們能於社會中形成組織，或完全為一獨立的個體，不過社會中會有一些

共同要導遵守的規範(Norms)，就如同人類社會中的法律一樣，規範代理人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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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代理人之間互動的原則等。較遠大的理想是最終會形成一個代理人世界，

與人類的社會平行發展。 

(7) Federations 

Federations型的組織類似於現行世界中的政府組織，每一群代理人會選出一位做

為協調者(mediator)，該群代理人仍擁有自主性，但也將部份溝通的責任委由協

調者與其它群體互動。federations與holarchies亦相當類似。 

(8) Markets 

圖中的白點為買家，黑點為賣家，透過市場機制，買家、賣家之間進行交易。

在適當的設定買賣家交易的物品與競爭方式的狀況下，於市場中之代理人會盡

可能地以最有效的方式進行資源(time、cost)配置，較高價值的工作會優先處理，

藉此增加整體系統的效益。 

(9) Matrix 

Matrix型的組織主要是放寬hierarchies型組織只有一個管理者(manager)的限制，

而是允許多許管理者(圖中之黑點)同時監控一個工作者(圖中之白點)，此組織形

式也和人類更為接近，因為人類通常也會同時受到多方的壓力，如管理者、學

校、同事、小孩等。多個管理者代表的是同一個工作者的資源或能力被共享，

此類型組織特別適用於有限資源的情境。 

(10) Compound 

如前所述，並沒有一個組織形式特別突出，支配了其餘型式之組織。因而

Compound型的組織由此興起，藉由結合不同組織型式的優點處理不同的問題，

圖中則是結合了hierarchies與coalitions二種組織形式的範例。 

綜觀上述分類，有靜態或動態地形成組織之區別，有平坦、階層、巢狀之組織結構，

有權威、市場、社會等不同自由程度的組織設計，有平行處理、集中分配組織權力結構，

造就出許多不同的多重代理人之組織形式，但是相關研究中對於何種代理人組織形式會

有最佳的解決問題能力並無一致的看法，甚至有學者認為應該考慮不同情境及問題選擇

合適的組織形式，似乎並沒有一個組織形式特別突出，支配了其餘型式之組織。所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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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認為可以從另一個角度來檢視多重代理人系統。本研究回顧了過去相關的文獻後將

任務(tasks)的處理分為二類：  

(1) 靜態任務(Static) 

如hierarchies組織型式中的Contract Net Protocol聯盟機制，必須事先知道任務的

分解結構後，分配任務的代理人會將任務依照已知的任務結構分割成一些子目

標(sub-tasks)，透過bid之方式，交由有能力完成子目標的代理人解決，進而完成

主目標(high-level task)。 

(2) 動態任務(Dynamic) 

支援動態任務的模型能夠立即進行規劃(planning)及重組(reorganize)，以適應新

設定的任務目標，如STEAM(Tambe,1997)中之代理人會自行修正代理人共同的

聯合意圖(joint intention)，達到較佳之彈性。也就是說在多重代理人系統解決問

題的過程中可以即時地置入或撤銷任務。 

然而，無論屬於靜態或動態之任務處理形式，皆假設任務給定，意即必須由人或專

家來決定要達成哪項任務。本研究認為於多重代理人系統之研究領域中，應擴增一新領

域，稱為任務發掘(Mission Discovery)，用以區別其與靜態/動態任務型多重代理人系統

之差異。完善的任務發掘機制，將能夠幫助目前聯盟模型提昇彈性、適用於更為動態複

雜的環境。實務上，若需要使用者事先指定任務再交由電腦系統解決問題，頂多僅能被

動地滿足需求；本研究冀望藉由引入社會科學的理論，將人類價值觀納入考量，透過模

擬人類解決問題的模式，降低人類介入的必要性，增進自動化解決問題的能力。 

第二節 價值觀 
於行為心理學領域探討需求的議題中，曾有學者研究行為及需求間的關係，行為的

目的是為了獲取事物來滿足需求，而需求為推動人類行為的根本(Decoufle et al.,1974)，

如圖5所示。在無法直接看出他人的心理需求時，只能從觀察人們追求事物的種種行徑

中看出需求的存在。個體所採取的任何行為都是出於一定的動機，而此動機可分為內在

動機與外在動機二類，在本研究中所探討之範圍為由外在環境改變所引發之欲望與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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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屬於外在動機之範疇。 

 
個人 

| 

需求 

慾望 

| 

財貨 

快樂 
以行為來獲取 

滿足 

 

圖 5、行為目的示意圖 

依上述行為的基本模式，一人之所以會採取某種行為，是因為他相信這種行為可以

解決他的問題，或滿足他的需要。伏隆(Vroom,1964)依照此想法，進一步發展出動機作

用期望模式(expectancy model of motivation)理論，說明一人之動機作用乃取決於兩項因

素(1)採取某項行為，如果達成，所能獲得之價值；(2)達成該項任務之機率，如圖6所示。 

 

MF=E x V 

MF – 動機作用力 
E – 期望機率 
V – 價值 

圖 6、動機作用期望模式 

在繼續探討價值(value)之前，我們必須對它有更深刻的了解。學者Piaget提出，所

謂的價值是指一個能夠驅動交換行為的元素— Anything that can give rise to exchange 

(Piaget,1995)；換言之，價值能夠引起交換，因為人互相想要「對方」提供的價值。舉

例來說，汗流狹背的運動員在便利商店購買飲料的交易過程中，運動員想要飲料所能產

生的「解渴」價值，而便利商店想要運動員提供的「金錢」價值；因此在雙方互相需要

對方所提供的價值時，這個購買飲料的交換行為就會被驅動。在沒有其它因素干擾的情

況下(如運動員的女朋友想喝飲料)，若有任何一方的價值需求發生變化(運動員不渴或便

利商店不想賺錢)，則此交換行為將無法成立。透過上述的例子，可以發現價值的確具

有足夠的解釋力來說明此一般性的交換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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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類最經常使用的表達價值觀方式，是將重視的價值觀依據重要程度排列優先順

序。為了能夠更深刻地了解價值的重要性如何被人類表達出來，請回想看看您是否曾經

有以下的經歷，『明天一早有會要開，必須要訂明天最早的一班飛機』、『上班來不及了，

坐計程車吧』，上述的例子代表時間價值的優先順序已經超越了金錢價值，也就是說，

重視時間甚於重視金錢；反之，若重視金錢甚於時間，則狀況可能將改變為『明天一早

有會要開，必須得搭夜車趕過去了』、『上班來不及了，遲到也沒辦法了』。在上述範例

中－「重視時間」，相當於我希望能獲得對方(飛機服務、計程車服務)所提供給我的時間

價值。因此若人們說「我重視某某價值觀」，相當於「我希望能獲得對方的商品

(commodity)1所提供給我的某某價值」，更多的範例如表1所示。 

表 1、重視價值觀範例 

 

我重視金錢 = 我想要對方的金錢(從賣方角度) 或 我想要付對方少點錢(從買方角度) 

我重視品質 = 我想要對方帶給我的品質價值 

我重視安全 = 我想要對方帶給我的安全價值 

我重視時間 = 我想要對方帶給我的時間價值 

學者Davenport於著書中提到人類與生俱來的天性就會排列注意力的優先次序

(Davenport et al.,2002)，所謂注意力的優先次序正是每個人本身對不同價值觀重視程度

的區別。舉例來說，當你在商店要買洗髮精時，突然有深具威脅的陌生人朝你走來，掏

出一把槍，這時，不管你原先多專心在找洗髮精，也會忘掉買東西的事，而全神貫注在

這位搶匪身上，正是人類天生會對價值觀不同重視程度的明證。團體或組織也有價值觀

的存在，不過這類價值觀通常是由組織內成員的價值觀聚合、協商而成的，甚至演變為

組織文化，即使組織成員經過異動也不會隨意變動。 

既然價值觀對於影響人類的行為是如此的重要，然而人類經常考量的價值觀為何，

又有哪些價值觀能有效地抽象出一般人內心的需求呢？若要真正地將人類的需求完整

地抽離出來將會是非常複雜且繁重的工作，並且需要更多的學者、專家投入與共同奮鬥

來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本研究認為，人類的價值觀的成形包含了與生俱來的本能、家

                                                 
1商品(commodity)通常泛指產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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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教育的傳承、人類互動的經驗、社會環境的影響等，自小至大逐漸累積而成，因此嘗

試從經濟學、心理學、社會學的角度，深入探討中求得一價值分類體系(value taxonomy)

之雛形，如圖7所示，由許多人類需求的共相組成－抽象的、普遍的、永恆的價值觀。  

Value Centric view 

Exchange-view Norm-view

 

圖 7、價值分類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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