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 研究方法 

任務發掘之目的在於找出適當的工作，即時地滿足使用者的需求，傳統問題解決多

重代理人系統，縱然可以快速地解構任務、達成目標，然而目標的設定卻仍然以靜態、

預先定義的方式設計，並僅侷限於非常有限的應用領域，無法真正的落實於使用者需求

之滿足。 

由文獻探討中發現，價值觀的確是影響人類行為的重要因子，人類會在與他人互動

的行為中獲得價值(value)滿足需求，因此，價值是引起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的元素

(Piaget,1995)，價值觀則是人類對於該價值之看法。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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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該價值觀為希望於交換過程中

獲得該價值，不重視該價值觀為願意於交換過程中犠牲該價值，然而重視有程度之分，

即希望獲得/願意犠牲之優先順序。衝突即為依據該優先順序以重視之價值換取不重視之

價值的交換行為；最低衝突則為以最不重視之價值換取最重視之價值的交換行為。若能

以最低衝突進行交換即最能符合使用者價值觀；最符合使用者價值觀之決策則能滿足使

用者之需求。 

根據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觀點，即人類的認知受到記憶能力的限制，

在決策時追求的不是最佳，而是滿意（satisfaction）。而相同地代理人(individual agent)

的能力也受到知識 (knowledge)、運算資源 (computing resources)、區域觀點 (local 

perspective)的限制。這也是為什麼要建立問題解決組織(problem solving organization)的

最重要原因之一，其中能提供最強大解決能力的就是多重代理人系統(MAS)。據此，本

研究將每位代理人設定為一具有部份價值交換觀點之個體，而最佳之代理人團隊即為符

合最低衝突的代理人集合。為了方便運算與處理，本研究將使用者對於各個價值觀的看

法視為向量中之元素，結合起來成為一使用者價值向量。向量中各元素值之高低代表了

使用者對此價值觀重視的程度，且該值與重視程度成正比關係；也就是說，該值愈高愈

重視該價值觀，反之亦然。因此當我們在分配價值向量的點數時，相當於在分配代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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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對價值觀的注意力分布。愈重視的價值觀將分配愈多的代理人，亦即代表該價值觀

的影響力愈大。最後，透過最低衝突之代理人團隊將代替使用者進行即時的任務發掘，

找出最符合使用者價值觀之任務。 

依據伏隆(Vroom,1964)的動機作用期望模式，動機作用力(MF)為成功執行某項任務

所能獲得之價值(V)與達成該項任務機率(E)之乘積。然而在真實世界中，有非常多種因

素會直接或間接影響達成任務之機率；有鑑於此，本研究將暫不考慮達成該項任務之機

率，意即假設達成任務之機率為100%，以簡化本研究之複雜度。 

本章的首節將先介紹任務發掘的整體研究架構，繼而於各小節中分別細談架構下的

各個主要模組－Context Information Framework、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Team 

Module、Mission Discovery Module及Feedback Module的內部流程與運作方式，最後提供

一以iCare智慧型家庭環境為情境之範例，說明如何應用任務發掘機制滿足使用者需求。 

第一節 任務發掘整體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多重代理人系統為基礎，自擷取使用者價值觀至任務發掘的過程，提出一

任務發掘整體研究架構，如圖8所示。於在此架構中，外部環境資訊將由Context 

Information Framework介接，接著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可以藉由外部環境之Context 

Information與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找出當下的使用者價值觀，爾後再交由

Team Module以衝突解析演算法找出最低衝突之代理人團隊，此代理人團隊形成的團隊

向量即代表使用者在未來交換行為中希望獲得與願意付出之價值情形，Mission 

Discovery Module中即可依上述團隊向量在Mission Discovery Knowledge中找出一個當

下最適合之情境化任務，而情境化任務所代表的是一個滿足使用者需求的方向，而非具

體明確的服務，因此必須藉由其它提供具體服務或解決方案的系統，將服務以某種管道

遞送給使用者，滿足使用者當下之需求。最後，Feedback Module可以接受使用者體驗服

務之後的回饋資訊來更新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中的紀錄，作為未來推測使

用者價值觀的學習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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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Discovery Platform 

 

圖 8、整體研究架構 

若將任務發掘整體研究架構視為一系統，可切割為三部份：輸入、處理流程、輸出，

茲分述如下：  

(1) 輸入：使用者(user)、情境資訊(context information) 

使用者需求通常是隱晦不明的，而使用者價值觀成為其外顯的形式。本研究架

構中，以價值觀的方式明確地表達使用者的需求。研究問題一節中所述，在應

用層(application layer)中情境化任務(contextualized mission)即是依據使用者價值

觀並於情境資訊中所發掘之任務。因此，本研究將“使用者需求(價值觀)＂及

“情境資訊＂納入系統之考量，以期能產生最貼近使用者需求之任務。 

(2) 處理流程：主要模組(modules) 

 在任務發掘的系統架構中，包含下列核心模組－Context Information 

Framework、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Team Module、Mission Discovery 

Module、Feedback Module。 

1. Context Information Framework  

3Feedback  
Feedback Module 

Mission Discovery Module 

Team Module 

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 

Mission 
Knowledge Base 

使用者

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 

Context Information Framework 

2情境化任務 

Update 

1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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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xt Information Framework的功能在於提供一通用且可延伸的情境資

訊表述方式，用以介接不同應用領域的情境資訊，使其能與任務發掘模型

接軌。此情境資訊框架之細節將於第二節中進行說明。 

2. 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 

此模組的功能在於分析情境資訊的變化，找出當下使用者的價值觀分布之

後，將價值分布以向量之形式表達。其中包括價值向量模型(Value Vector 

Model)等細節將會在第三節進行說明。 

3. Team Module 

此模組的功能在於依據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所提供的使用者價值分布

向量，找出最符合使用者價值觀之代理人團隊(agent team)。其中包括衝突

解析演算法(Conflict Resolution Algorithm)等細節將會在第四節進行說明。 

4. Mission Discovery Module 

此模組的功能在於使代理人團隊於任務知識庫(Mission Knowledge Base)

中找到最合適的任務。其中任務知識庫(Mission Knowledge Base)等細節將

會在第五節進行說明。 

5. Feedback Module 

Feedback Module的功能在於使整個任務發掘系統能藉由回饋資訊修正價

值觀分布，讓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能夠更準確地擷取使用者價值觀，

進而找出更合適代理人團隊進行任務發掘的工作。關於回饋模組的設計原

則，將於第六節中進行說明。 

(3) 輸出：情境化任務(contextualized mission) 

考量使用者價值觀與情境資訊後，於任務知識庫中所挑選出來的情境化任務，

正是能夠滿足當下使用者需求的關鍵任務。 

第二節 Context Information Framework 
本研究所提出的任務發掘式多重代理人系統以通用的價值觀進行形成團隊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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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因此可以廣泛適用於各種情境領域之中。因此本研究擬設計一情境資訊框架，主要

目的在於將使用者相關的情境資訊介接至任務發掘摸型，並以一般化的方式表達為一情

境向量CV(Context Vector)，作為推論使用者向量之基礎。以使用者為中心考量其情境資

訊可區分為下列四個面向： 

(1) Physical Context 

與實體/實物相關的硬體設備、實際位置、空間資訊，如房間、樓層、2D座標、

3D座標等。 

(2) Environment Context 

由硬體設備(RFID reader、sensor)所產生的各式資訊，如呼吸、脈搏、身高、體

重、溫度、溼度、分貝等。此類資訊通常可分為數量變數(quantitative variable)

及類別變數(qualitative variable)，數量變數包含描述其數量(amount)、單位(unit)

之區別；類別變數則需能自行定義種類的方法。 

(3) Behavior Context 

使用者在各式不同的情境下，會有不同的行為，對於我們所關注的行為可以封

裝為行動(action)，以行動為使用者行為之基本分析單位。隨時間的推移，能進

而挖掘、分析使用者行動辨識出習慣(habit)、隱喻行為(implicit behavior)、行程

(schedule)、模式(pattern)等。 

(4) Social Context 

指使用者與外界的個體(家人、朋友、社團、公司、服務供應商)互動之資訊。 

綜合以上對情境資訊之論述，通用之情境資訊框 架，至少需要達到二項條件：首

先，須能描述及組織不同面向的情境資訊，包含數值、類別等各式不同類型之資訊；另

外，必須能將情境資訊框架所連接之資訊自動轉換為向量(vector)。本研究所設計之情境

資訊框架，如圖9所示，具備下列幾項特色： 

(1) 採用遞迴複合(composite pattern)使情境資訊中能以樹狀的方式表達出部份/全體

的概念，另一方面也讓任務發掘模型以一致性的方式對個別物件與整體物件，

並執行vectorlize函數自動產生情境向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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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於情境資訊的多元化，本框架將Leaf元素ContextObject類別設計為一容器

(Container)類別，且每個ContextObject包含一個Observation介面，用以裝載已有

此介面預設實作能處理不同型態資料的Category、Binary、Measurement三個抽

象類別，因此使用此框架僅需要根據實際的環境與感測器所能感測到的資訊及

其資料型態，新增一自訂類別(如myCategory)後並繼承對應之抽象類別(如

Category)，即可動態地將情境資訊納入此框架。另外，若有需要由使用者親自

增減情境資訊，設計一方便的使用者介面由系統自動產生所需的類別與繼承關

係即可。 

(3) 向量本身有元素必需是數值之限制，因此本框架設計一可延伸的架構，透過自

訂的myCategory、myBinary、myMeasurement可將單值類別型態、多值類別型態、

二元型態及數值型態的資訊納入情境資訊後，將可藉由圖9中之elementValue函

數自動地將整個資訊結構轉為由數值組合而成的情境向量C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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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Binary##
Vector elementValue(){
 convert typeSet to a dummy Vector, and 
  size = typeSet.size;
    foreach Type t in typeSet
       if t exist in type then 
          set element of t in dummy to 1
       else
          set element of t in dummy to 0
    next
 return du...

Vector CV vectorlize(){
  CV compoV = new CV();
  if this node is Leaf node then  // boundary condition
      return compoV.combine(elementValue());
  foreach ContextObject e in chidlren
    compoV.combine(e.vectorlize());
  return compoV;}

CompositeElement

vectorlize()
getChild()
addComponent()
removeComponent()

ContextElement

vectorlize()
getChild()
addComponent()
removeComponent()

<<abstract>>

1..n

+childeren

1..n

Binary
typeSet : TypeSet
type : Type

elementValue()

<<abstract>>
Category

typeSet : TypeSet
type : Type[]
isMultiValue : Boolean

elementValue()

<<abstract>>

myCategory

Type
typeName : String

1..*1..*

TypeSet
type : Type2..*2..*

11

myBinary

11 11
Unit

unitName : String

myMeasurement

11

##Measurement##
Vector elementValue(){
  create a dummy Vector, and size = 1;
  set element to quantity;
  return dummy;
}

Measurement
quantity : Number
unit : Unit

elementvalue()

<<abstract>>

Observation

elementValue()

ContextObject
<<interface>> observation : Observation

vectorlize()

<<Leaf>>

11

<<realize>><<realize>><<realize>>

根據實際使用情
況自訂的類別

圖 9、情境資訊框架 

情境向量CV將會形成一個N維向量空間，N的數量是可變的，但會受到感測器的能

力，及實際應用的場所限制。由於情境資訊種類的多元化，使其在轉化為向量的過程中

對於不同類型的變數，需要對應的處理方式。因此在此透過一個範例說明，如何將情境

資訊轉化為情境向量CV。 

表 2、情境資訊範例 

情境 時間 所在房間 溫度 在家中人員 脈搏狀況

情境1 上午 客廳 20 老人、女兒、兒子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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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2 下午 廚房 28 老人 不正常 

情境3  晚上 臥房 18 老人 正常 

假設表2為不同時點的三個情境資訊範例，說明如下： 

 時間：是單值類別變數，表示當時時間點，可能的值有：上午、下午、晚上。 

 所在房間：是單值類別變數，表示老人所在房間，可能的值有：客廳、臥房、

廚房。 

 溫度：是數值變數，表示目前情境下的溫度，以攝氏為單位。 

 在家中人員：是多值類別變數，表示在家中的人員，可能的值有老人、女兒、

兒子、社區志工、家庭醫生。 

 脈搏狀況：是二元變數，表示老人在當時的脈搏狀況是否正常，可能的值有：

正常、不正常。 

一、將各類型資料轉換為數值變數 

(1) 單值類別變數處理方式 

本範例中單值類別變數有「時間」及「所在房間」。其中「所在房間」共有三個

可能值：客廳、臥房、廚房，首先將每一個可能的值依序定為一個二元傀儡變

數(binary dummy variable)，並將所選類別的傀儡變數值設為1，其餘則設為0。

因此，所在房間變數。另外「時間」亦有三個可能值：上午、下午、晚上，依

相同的方式處理後可以轉換為表3之表達形式。 

表 3、單值類別變數轉為數值範例 

情境 時間 所在房間 

情境1 (1,0,0) (1,0,0) 

情境2 (0,1,0) (0,1,0) 

情境3 (0,0,1) (0,0,1) 

(2) 多值類別變數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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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範例中多值類別變數有「在家中人員」。因為各人員可以同時出現在，因此我

們將此變數定為多值類別變數，此變數可能的值有：老人、女兒、兒子、社區

志工、家庭醫生。類似單值類別變數的處理方式，首先將每一個可能的值依序

定為一個二元傀儡變數(binary dummy variable)，但接下來需將出現類別的傀儡

變數值皆設為1，其餘設為0。經轉換後的表達形式如表4所示。 

表 4、多值類別變數轉為數值範例 

情境 在家中人員 

情境1 (1,1,1,0,0) 

情境2 (1,0,0,0,0) 

情境3 (1,0,0,0,0) 

(3) 數值變數處理方式 

數值變數的值保持不變，本範例中的數值變數為「溫度」。 

(4) 二元變數處理方式 

本範例中二元變數為「脈搏狀況」。此變數可能的值有：正常、不正常，並此變

數的值變為0或1，0代表正常、1代表不正常。經轉換後的表達形式如表5所示。 

表 5、二元變數轉為數值範例 

情境 脈搏狀況 

情境1 0 

情境2 1 

情境3 0 

本研究之情境資訊框架處理的對象是屬於客觀的資訊，能夠處理單值類別變數、多

值類別變數、數值變數與二元變數，而並未將順序變數(ordinal variable)的處理納入此框

架中，原因是順序變數通常是由人經過主觀的判斷而產生資訊，因此客觀的環境資訊中

並不會存在此變數類型。本範例經過轉換後情境資訊即為情境向量CV，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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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情境向量 CV範例 

情境向量

CV 
時間 所在房間 溫度 在家中人員 脈搏狀況

情境1 (1,0,0) (1,0,0) 20 (1,1,1,0,0) 0 

情境2 (0,1,0) (0,1,0) 28 (1,0,0,0,0) 1 

情境3  (0,0,1) (0,0,1) 18 (1,0,0,0,0) 0 

第三節 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 
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的主要目的在於找出當下使用者的價值觀分布之後，將價

值分布以向量之形式表達。 

在知識經濟時代中，注意力是人類一項稀有的寶貴資源，個人無法在不喪失理解力

或意義的情況下，隨意擴展自己的注意力，同時注意非常多事情。根據心理學研究證實，

人類的注意力是有極限的，我們花在某處的注意力，無法同時被分配到其它地方

(Davenport et al.,2002)。由此可見，人類的注意力分配具有零和的特性。在即時企業(RTE)

之環境，無論電腦處理能力進步多快，每位代理人所具備之運算能力終究有限(只能觀

測部份數據)，如同人類之注意力限制，代理人有限之運算能力亦形成代理人的注意力

資源。因此代理人之注意力資源的分配，相當於一個代理人團隊所重視/不重視的價值結

構。 

價值向量模型(Value Vector Model)之目的，在於找出表達人類價值觀的方式，進而

運算與處理。因此，一個使用者價值向量UV應能忠實地描述使用者「重視某某價值觀，

不重視某某價值觀」；需要特別解釋的一點，因為重視愈多價值觀，相對地代表的是期

望愈優質的商品(commodity)，而優質商品(commodity)之供應商通常會期待更多的代價

(通常是金錢價值)。舉例來說，購買一台輕薄、配備高檔、保固服務優良的筆記性電腦，

則必須付出相當程度的代價。 

本研究認為，使用者重視某某價值觀，以多重代理人系統的角度而言，其實隱含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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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期望代理人團隊對於注意力的分配原則，愈重視的價值觀將分配愈多的代理人，

亦即代表該價值觀的影響力愈大。 

使用者價值向量UV中每個價值觀都有一個值，該值之高低代表了使用者對此價值

觀重視的程度，且該值與重視程度成正比關係；也就是說，該值愈高愈重視該價值觀，

反之亦然。因此當我們在分配UV的點數時，相當於在分配代理人團隊對價值觀的注意

力分布。 

一、價值向量模型(Value Vector Model) 

表 7、價值向量模型 

n 使用者可能考量之價值觀總數。 

V1, … , Vn 使用者/代理人所考量的各項價值觀。 

Vi,uv 使用者對Vi 所重視程度之值，Vi,uv ≧0。 

UV = (V1,uv , V2,uv 

, ... , Vn,uv ) 

表示使用者的價值觀，是由 n 個 Vi,uv 為組成元素的

n維向量。 

如表7所示，在此模型中N即為使用者可能考量之價值觀總數，因此會有N個價值觀

V1 … , Vn存在，使用者的需求將以使用者價值向量UV來表示，使用者價值向量UV中有

對於每個價值觀的重視程度V1,uv , ... , Vn,uv，Vi,uv與使用者重視該價值觀之程度成正比關

係，意即重視程度Vi,uv 愈大代表該使用者愈重視該價值觀Vi。 

二、

                                                

找出當下情境之使用者價值向量UVn+1 

假定CVt為於某時點t之情境資訊所組成的向量2，在使用者互動歷史紀錄知識庫

(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中，每個CVt將對應至一條使用者價值向量UVt，待

系統運作若干時間後，CV1 , CV2 , ... , CVn將會有n個對應的UV1 , UV2 , ... , UVn，如表8

所示。當在CVn+1已知的狀況下，首先計算CVn+1與互動歷史紀錄知識庫中CV1 , CV2 , ... , 

 
2 情境資訊之向量CVt之詳細說明請參閱第參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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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n之距離後，接著藉由KNN(k-Nearest Neighbor)的方法，挑選出與CVn+1最接近的k個

CVt，再將其對應之k個UVt加以平均，所求得之UVn+1，即為在當下之情境CVn+1之使用

者價值向量UVn+1。 

表 8、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範例 

情境向量 

CV 
時間 所在房間 溫度 在家中人員 脈搏狀況 

對應UV 

(健康,時間,金錢)

情境1 (1,0,0) (1,0,0) 20 (1,1,1,0,0) 0 (3,0,1) 

情境2 (0,1,0) (0,1,0) 28 (1,0,0,0,0) 1 (0,1,2) 

情境3  (0,0,1) (0,0,1) 18 (1,0,0,0,0) 0 未知 

 

 計算CVn+1與互動歷史紀錄知識庫中CV1 , CV2 , ... , CVn之距離及正規化 

雖然在第二節中已經將情境向量所包含各式不同型態的變數全部轉換為可運算的

數字，在計算向量之間的距離時，由於各項變數所使用的度量方法不同，因此必須依據

不同的變數型態，分別使用不同方式將他們轉化成相同度量的距離並正規化後，再將CV

中每個變數的距離進行加權平均(Teknomo,2005)，結果即為二向量之間的距離。對於不

同變數型態計算距離的方式如下： 

(1) 二元變數處理方式 

如表9所示，Hamming distance (Teknomo, 2005)可用來計算包含一或多個二元變

數所組成物件之間的距離，本範例中的二元變數「脈搏狀況」即適合用此方法

計算。表10即為計算後的結果，由於二元變數本身僅包含一組元變數，因此透

過Hamming distance計算出來的值一定是 0 或 1，因此不須再做正規化之動

作。 

表 9、Hamming distance計算方式 

rqdi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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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和j：分別是一個包含多個二元變數的物件，且二元變數的個數相同。 

 dij：表示Hamming distance，為物件 i 和j 的距離，二物件相對應位置下的不同

二元變數個數即為其距離。 

 q：表示 i 中具有變數值為1且 j 的對應位置變數值為0，此種情況的個數。 

 r：表示 i中具有變數值為0且 j 的對應位置變數值為1，此種情況的個數。 

表 10、二元變數「脈搏狀況」距離矩陣範例 

  0 1 0 

 脈搏狀況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0  情境1 0 1 0 

1 情境2 1 0 1 

0 情境3 0 1 0 

(2) 單值類別變數處理方式 

情境向量CV中已經將單值類別變數轉換為多個二元變數，因此亦可使用

Hamming distance來計算距離，本範例中之單值類別變數為「時間」和「所在

房間」。表12為透過Hamming distance計算所得「時間」的距離矩陣，採用表11

中之Simple matching distance (Teknomo, 2005)將表12正規化，除以時間類別種

類個數3，得表13為正規化後之單值類別變數「時間」距離矩陣。表14則為透

過Hamming distance計算所得「所在房間」的距離矩陣，採用Simple matching 

distance將表14正規化，除以房間種類個數3，得表15為正規化後之單值類別變

數「所在房間」距離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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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Simple matching distance計算方式 

t
rqdij

+
=  

 i 和j：分別是一個包含多個二元變數的物件，且二元變數的個數相同。 

 dij：表示Simple matching distance，為物件 i 和j 的距離。 

－ p：表示二個物件皆為1的狀況次數。 

－ q：表示 i 中具有變數值為1且 j 的對應位置變數值為0，此種情況的個數。 

－ r：表示 i中具有變數值為0且 j 的對應位置變數值為1，此種情況的個數。 

－ s：表示二個物件皆為0的狀況次數。 

－ t = p+q+r+s：所有變數個數的總數。 

 

表 12、單值類別變數「時間」距離矩陣範例 

  (1, 0, 0) (0, 1, 0) (0, 0, 1) 

 時間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1, 0, 0) 情境1 0 2 2 

(0, 1, 0) 情境2 2 0 2 

(0, 0, 1) 情境3 2 2 0 

表 13、正規化後之單值類別變數「時間」距離矩陣範例 

  (1, 0, 0) (0, 1, 0) (0, 0, 1) 

 所在房間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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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情境1 0 2/3 2/3 

(0, 1, 0) 情境2 2/3 0 2/3 

(0, 0, 1) 情境3 2/3 2/3 0 

表 14、單值類別變數「所在房間」距離矩陣範例 

  (1, 0, 0) (0, 1, 0) (0, 0, 1) 

 所在房間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1, 0, 0) 情境1 0 2 2 

(0, 1, 0) 情境2 2 0 2 

(0, 0, 1) 情境3 2 2 0 

表 15、正規化後單值類別變數「所在房間」距離矩陣範例 

  (1, 0, 0) (0, 1, 0) (0, 0, 1) 

 所在房間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1, 0, 0) 情境1 0 2/3 2/3 

(0, 1, 0) 情境2 2/3 0 2/3 

(0, 0, 1) 情境3 2/3 2/3 0 

(3) 多值類別變數的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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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向量CV中亦已將單值類別變數轉換為多個二元變數，本範例中之單值類

別變數為「在家中人員」。表16為透過Hamming distance計算所得「在家中人員」

的距離矩陣。採用Simple matching distance將表16正規化，除以在家中人員類

別種類個數5，得表17為正規化後之單值類別變數「在家中人員」距離矩陣。 

表 16、多值類別變數「在家中人員」距離矩陣範例 

  (1, 1,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在家中人員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1, 1, 1, 0, 0) 情境1 0 2 2 

(1, 0, 0, 0, 0) 情境2 2 0 0 

(1, 0, 0, 0, 0) 情境3 2 0 0 

 

表 17、正規化後多值類別變數「在家中人員」距離矩陣範例 

  (1, 1, 1,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在家中人員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1, 1, 1, 0, 0) 情境1 0 2/5 2/5 

(1, 0, 0, 0, 0) 情境2 2/5 0 0 

(1, 0, 0, 0, 0) 情境3 2/5 0 0 

(4) 數值變數處理方式 

如表18所示，City block distance (Jiawei and Micheline, 2001)以二數值相減後取

絕對值的方式計算二個數值變數之間的距離，本範例中之數值變數為「溫度」。

表19為透過City block distance計算所得變數「溫度」的距離矩陣，將表19正規

化，因為矩陣中最大的距離為 10，因此我們將矩陣中的每個數值都除以該最

大距離，得表20為正規化後之單值類別變數「在家中人員」距離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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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City block distance計算方式 

∑
=

−=
x

k
jkikij xxd

1
||   

 i 和j：分別是一個包含多個數值變數的物件，且數值變數的個數相同。 

 xik和xjk：分別表示在 i 和 j 中，所對應的第k個變數值。 

 dij：表示二物件i和j的距離，以City block distance計算，物件內的兩兩一組的絕

對差距，即為City block distance。 

 k：表示物件中包含的變數個數。 

 

表 19、數值變數「溫度」距離矩陣範例 

  20 28 18 

 溫度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20  情境1 0 8 2 

28 情境2 8 0 10 

18 情境3 2 10 0 

表 20、正規化後數值變數「溫度」距離矩陣範例 

  20 28 18 

 溫度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20  情境1 0 0.8 0.2 

28 情境2 0.8 0 1 

18 情境3 0.2 1 0 

 計算向量距離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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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已經完成各項變數的距離矩陣，接下來，我們只要將各變數距離矩陣加權

平均後，所得即為向量距離矩陣。在本範例中，我們讓各個變數有相同權重，將它們加

總後除以5 (即CV中之變數個數)，產生最後的情境向量距離矩陣如表21所示。 

表 21、情境向量距離矩陣範例 

距離(d)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情境1 0 0.96 0.64 

情境2 0.96 0 0.8 

情境3 0.64 0.8 0 

 以KNN方法，計算出當下使用者價值向量UVn+1 

藉由KNN(k-Nearest Neighbor)的方法，如表22，挑選出與CVn+1最接近的k個CVt，再

將其對應之k個UVt加以平均，所求得之UVn+1，即為在當下之情境CVn+1之使用者價值向

量UVn+1。在本範例中假設k=1及當下情境向量CVn+1為情境3，在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已知情境1、情境2與其對應的UV，根據表21，距離(情境3,情境1) = 0.64，

距離(情境3,情境2) = 0.8；相以度 θ(情境3,情境1) = 1 - 0.64 = 0.36，θ(情境3,情境2) = 1 - 

0.8 = 0.2，因為k=1，所以選擇與CVn+1最接近的情境1所對應的UV(3,0,1)為UV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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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KNN Algorithm 

 

上述KNN之範例中假設所找到的k個相似情境皆有相同之權重，並以簡單加權平均

的方式計算UV n+1。但此權重值可根據不同的應用領域而彈性變化，例如若欲應用於預

測家中老人的價值觀，一般來說在相似的k個情境之下，Recency是一個重要的考量因

素，意即發生時間愈近的情境其權重應愈高，反之，發生時間愈遠的情境則其權重應愈

低。依此表22中之Wi之可依據高斯分配(Gaussian Distribution)來決定不同時間發生之情

境其對應的權重高低，如表23及圖10所示。 

Algorithm: k-nearest neighbor. The k-nearest neighbor algorithm for UVn+1. 
Input: The k number of neighbors and a map containing n CV-UV mapping. 
Output: A UVn+1 that is the average of k UV of k-nearest CV 
Variable: 

K, number of neighbors 
θ, Similarity factor 
IHKB, interaction history knowedge contains CV-UV mapping 
M, an empty map 
CVn+1, a current context vector 
UV n+1, a current user value vector 

Method:
 
(1) foreach tuple in IHKB 
(2)  θ  1 - Distance ( CVn+1 , tuple.CV ) 

Distance將會從向量距離矩陣中回傳

二情境向量之間的距離值 d。 

10 ≤≤ d  

(3)  M.Add ( θ , tuple.UV ) 
(4) next 
(5) Sort M by descendingθ 

(6) UV n+1  ∑
=

k

i
ii UVW

1
*  

(7) return UV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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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以情境發生時間為參數之高斯分配計算方式 

∑
=

k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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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TGW

1
)(

)(
   

2
2

2
)(

2
1)( σ

πσ

TTnow

eTG  

−
−

=

 Wi：為情境i於KNN中進行加權平均之權重值，0≦Wi≦1。 

 Ti：代表情境i發生之時間。 

 Tnow：代表當下情境發生之時間。 

 k：表22中KNN中之k值。 

 σ:為高斯分配之標準差，預設為1。 

 G(Ti)：為情境i與當下情境之距離為參數所算出之權重值。 

G
 ( 

T
i )

 

 

圖 10、σ=1之高斯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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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Team Module 
Team Module的主要目的在於能夠找出最符合使用者價值觀之代理人團隊(agent 

team)。因此，Team Module內採用衝突解析演算法(Conflict Resolution Algorithm)將分析

User Value Vector、Agents Value Graph與Norm Vector，找出最適代理人團隊。 

 

圖 11、Team Module架構 

Team Module架構如圖11所示，此模組需要三個Input，包含規範向量(Norm Vector ; 

NV)、 量 及 ，

量 由第三節中之

程度分布 相當於使用者期望透過衝突解析演算法所找出之代理人團隊對價值觀的注意

力分布。然而代理人團隊對價值觀的注意力分布之決定除了依據使用者的價值觀之外，

尚需考量現實世界的資源限制與系統中代理人的價值觀交換原則 。

在解釋為何需要將資源限制與代理人價值觀交原則之前，必需要先解釋以下三個重

要的概念：

(1) Agents Value Graph(AVG) 

行為的元素，而每位代理人的AVG代表

該代理人的價值觀，也就是價值之間交換的原則。如圖 所示，

使用者價值向 (User Value Vector;UV) Agent Value Graph (AVG) 其中使用者價

值向 UV 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所產生，代表了使用者對價值觀的重視

，

AVG  

 

我們已經知道價值為一個能夠驅動交換

12 AVG為一有向

使用者 代理人

衝突解析演算法

User Value Vector

Team Module
(Conflict Resolution Algorithm) 

Agents Value Graph 

Agent Team

可用資源 

Norm V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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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directed graph)，圖中的節點(vertex)代表價值觀，邊(edge)代表願意付出的代

價與期望獲得之價值。此圖中，說明了該代理人的價值觀為願意付出金錢與時

間的代價，並期望獲得健康之價值。 

 

圖12、Agent Value Graph 

更明確之定義如表24所示，每位代理人(Ai)所關心的價值集觀合(AVi)為所有價值

觀(Vi, … , Vn)之子集合，而價值之間的交換關係以邊集合(AEi)表示之，邊集合(AEi)

由一個以上的邊edge(AVi, AVj)所組成，最後，每個代理人之價值觀交換原則

(AVGi)則是以價值集合(AVi)及邊集合(AEi)所組成。為了簡化複雜度，本研究中

假設每個AVGi中僅能有二個價值觀，意即AVi集合中價值觀數量需等於2。 

健康 金錢

時間

表 24、Agent Value Graph (AVG) 模型 

Ai 系統中第 i 個代理人。 

AVGi (AVi , AEi) 表示Ai 價值觀交換原則的有向圖 (directed graph)，

AVi代表AVGi中之節點(vertex)集合，AEi代表AVGi中

之邊(edge)集合。 

AVi 表示Ai 關注的價值觀集合，是所有價值觀 {V1, … , 

Vn} 的不重複子集合，且AVi集合中價值觀數量≧2。 

(本研究目前假設AVi集合中價值觀數量=2) 

AEi 表Ai 所關注價值觀之間交換關係，由一個以上的邊

edge(Vj, Vk) 組成，1≤ j , k ≤n，j≠k。 

 

(2) 規範(N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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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是在進行價值觀交換時不可或缺的觀念，其代表的是交換過程中，使用者

願意對該價值觀付出的底限，如資源耗費之限制。舉例來說，即使某人最不重

視時間價值觀，然而時間卻是有限的資源，因此必須在交換的過程中指出對於

時間付出的上限為何，即為規範，以確保一合理的價值觀交換演算結果。本研

究第貳章第二節中圖7所展示的價值分類體系中是由人類所可能考量的構面

中，並試圖從中找出各構面中主要的價值觀，然而本研究在觀察日常生活價值

交換的過程中，發現若從人類個體採取某一行為所造成的價值交換角度檢視，

可以將價值區分為滿足型價值與資源型價值二種類型，若以此檢視價值之間交

換關係，則所有的價值交換關係可以被歸為四類，如圖13所示。舉例來說，運

動員在便利商品買飲料是以金錢價值換取解渴價值，屬於第○1 型的價值交換關

係；臨時取消與朋友的聚會是以朋友價值換取時間價值，屬於第○2 型的價值交

換關係；取消與朋友的聚會改而參加家庭聚會是以朋友價值換取家庭價值，屬

於第○3 型的價值交換關係；選擇搭公車達某地而非計程車是以時間價值換取金

錢價值，屬於第○4 型的價值交換關係。 

 

圖 13、價值類型與四種價值交換關係 

圖13中第○1 型價值交換的意涵是願意付出某些資源以換取服務所能提供的滿足

價值；第○型價值交換意涵是願意付出某些資源以換取服務所能提供的資源型

○1 以資源型價值換取滿足型價值

○2 以滿足型價值換取資源型價值

○3 以滿足型價值換取滿足型價值

○4 以資源型價值換取資源型價值

4

滿足型價值 資源型價值 

(時間 …) 、金錢家庭、朋友

○1

○2

○3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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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第○2 、○3 型價值交換意涵則是願意付出某些滿足型價值以換取資源型價

值或滿足型價值。本研究之目在於找出使用者當下的需求，因此即能進一步與

其它系統結合，提供符合需求之服務給使用者，根據上述各項價值觀的意涵中

可以發現，本研究可以合理地處理第○1 ○4 型價值交換，因為系統中可以知道使

用者擁有多少時間、多少金錢等資源型價值；但是本研究卻不能合理地處理第○2

○3 型價值交換，因為系統無法知道使用者目前有多少滿足型價值可供交換，其

原因在於使用者通常在獲得服務後才會取得滿足型價值，但本研究在處理價值

交換之目的正是希望能找出使用者當下的需求，進一步與其它系統結合，提供

符合需求之服務給使用者。因此在衝突解析演算法中我們只能處理○1 ○4 型價值

交換，本研究將以規範向量NV代表使用者對價值交換限制之向量更精確地說規

範向量NV，所規範的對象是資源型價值，向量中的數值代表在交換過程中使用

者願意對該資源型價值付出的底限。向量NV形式類似於使用者向量UV，使用者

將對各個價值訂定一付出底限值，唯一不同之處是規範向量中Vi,nv之值為一不大

於零之負數，即代表使用者對該價值付出之底限。 

由上敘述中可知，NV是一個根據現實狀況對資源型價值設限的規範向量，資源

型價值付出上限由系統自動決定，非資源型之價值因不列入交換對象將設為

0 ，那麼向量中資源型價值的Vi,nv之底限值該如何給定是一個需要處理的問題，

舉例來說若金錢價值付出的底限是NT300元，那V金錢,nv的值應如何設定才合理?

本研究認為若對系統中所有的資源型價值的衡量方式有統一的轉換標準，使系

統中對於可衡量的資源型價值有比較的基準，即為合理的設定值。如圖14中，

實際可用資源為180分鐘與300元，透過資源型價值轉換規則轉換後形成一條

(0,0,0,-6,-3)的規範向量NV，此規範向量NV將會使得衝突解析演算法的結果符合

使用者的現實狀況，進行幫助本系統找出合理的任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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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向量 NV 資源型價值轉換規則 實際可用資源

時間 

 

圖 14、資源型價值轉換規則用於規範向量 NV 

(3) 衝突(Conflict) 

基於社會交換(social exchange)的原理、使用者對價值觀的重視程度UV、代理人

價值觀交換原則AVG的探討後，本研究為衝突下了定義－若某位代理人根據其

價值觀進行價值交換時，以使用者「重視」之價值觀交換使用者「不重視」之

價值觀即為衝突。反之，以使用者最「不重視」之價值觀交換使用者最「重視」

之價值觀，即為最低衝突。 

由上敘述中可知有資源之限制，才不致於使挑選出的代理人團隊不符合現實狀況，

因此現實世界資源限制是決定代理人團隊對價值觀的注意力分布的重要影響因素之

一。另一方面，因為本研究之衝突解析演算法在系統內部處理價值交換時，必須依據所

選定之代理人之AVG進行價值交換，也就是說若系統中代理人之AVG沒有以「安全」交

換「金錢」的價值觀交換原則存在，則衝突解析演算法絕對不會以「安全」交換「金錢」

進行交換，因此系統每位代理人Ai所形成的代理人價值觀交換原則AVG集合，將會影響

透過衝突解析可能產生代理人團隊之空間。 

而系統中AVG的來源則是牽涉到設計上的考量，AVG可能的來源有二，其一，由系

統窮舉所有可能的價值觀交換原則AVG；其二，則是基於角色的價值觀交換原則AVG。

1單位 = 30分鐘 
180分鐘 

金錢 
300元 

1單位 = 100元 

健康屬於滿足型價值付出底限值為 0 

 41



分述如下: 

1. 系統窮舉價值觀交換原則AVG 

以一簡單例子說明，若系統所考量的價值觀總數為3個，包括健康、時間、金錢，

且在AVi集合中價值觀數量等於2的前提下，由系統窮舉之AVG為 共六種，如表

25所示，每一個AVG

3
2P

i 則會對應至一位代理人Ai。 

表 25、系統窮舉價值觀交換原則 AVG之範例 

 

AVG1 AVG4健康 時間 時間 金錢

AVG2 AVG5健康 金錢 金錢 健康

AVG3 AVG6時間 健康 金錢 時間

2. 基於角色的價值觀交換原則AVG 

相同地，若系統所考量的價值觀總數為3個，包括健康、時間、金錢，且在AVi集合

中價值觀數量等於2的前提下，，若以基於角色的方式決定AVG，則可能會有一至

六種AVG，依據實際應用領域中角色數量來決定。例如，若有兒子、女兒二個角色，

兒子認為用時間換取健康是合理的、女兒認為以金錢換取時間是合理的，則系統中

即會有二種AVG，分別對應至代理人兒子與女兒，如表26所示。 

表 26、基於角色的價值觀交換原則 AVG之範例 

 

 

以窮舉方式產生AVG並進行衝突解析的涵義是系統將會依照使用者價值觀UV與規

範向量NV，儘可能地找出最符合使用者期望之代理人團隊；然而，以基於角色的價值

觀交換原則AVG進行衝突解析的涵義的涵義則是系統除了會依照使用者價值觀UV與規

兒子 
AVG 

女兒

AVG
健康 時間 時間 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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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向量NV之外，還會考量兒子與女兒代理人之價值觀交換原則的前提下，找出最符合

使用者期望之代理人團隊。以角色為基礎的AVG進行衝突解析的優點是避免使用者有過

於偏頗而不合理的價值觀出現，例如以健康換取金錢。 

在使用者的價值觀、現實世界的資源限制、代理人的價值觀交換原則AVG皆到位

後，本研究將透過衝突解析演算法來決定適當的代理人，形成一代理人團隊，替使用者

注意適當的價值觀。 

一、衝突解析演算法(Conflict Resolution Algorithm) 

此演算法之目的在於找出與使用者價值觀最低衝突之代理人團隊，茲將切割為二部

分(1)準備階段(2)價值媒合與團隊向量階段，分述如下：  

(1) Phase I :準備階段 (Preliminary Stage) 

表 27、衝突解析演算法 Conflict Resolution Algorithm 第一部份 

 

Algorithm: Conflict Resolution Algorithm. Find agent team that produces least conflicts 
with UV. 

Input: UV, NV and n Agents { AVG1 , … , AVGn } 
Output: An agent Team Vector (TV) that produce the least conflicts with UV 
Variable: 

UV, user value vector 
UV_TMP, a copied user value vector 
Vh, the Vi that have the highest Vi,uv value in UV 
Vh,uv, the value of Vh in UV 
Vl, the Vi that have the lowest Vi,uv value in UV 
Vl,uv, the value of Vl in UV 
SAVG, a set contain N number of agents { AVG1 , … , AVGn } 
SAVG_TMP, an empty set for temporal use 
TV, team vector for an agent team 
SCTV, a set contain multiple TVs 
SCTV_TMP, an empty set for temporal use 
θ, Similarity factor 
NV, a norm value vector 

(2) Phase II :價值媒合與團隊向量階段 (Value Match & Team Vector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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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衝突解析演算法 Conflict Resolution Algorithm 第二部份 

 

  使用者價值向量UV中每個價值觀都有一個值，該值之高低代表了使用者對此

價值觀重視的程度，且該值與重視程度成正比關係；也就是說，該值愈高愈重視該價值

Method: 
 

(1) UV_TMP  CLONE(UV) 
(2) repeat 
(3)  Vh  select Vi that have highest Vi,uv value in UV_TMP 
(4)  Vh,uv  value of Vh in UV 
(5)  Vl  select Vi that Vi != Vh 

& have lowest Vi,uv value in UV 
& apply EXCHANGE using Vi will NOT violate NORM constraint 

(6)  Vl,uv  value of Vl in UV 
(7)  for i = 1 to i = Vh,uv

(8)    SAVG_TMP  select AVGs that can offer Vh in SAVG 
(9)   SAVG_TMP  select AVGs that pay Vl in SAVG_TMP 
(10)   if continuing apply EXCHANGE using Vl will violate NORM then 
(11)    Vl  reselect other lowest Vi,uv value in UV 
(12)   end if 
(13)   foreach avg in SAVG_TMP 
(14)    if SCTV is φ  then 
(15)     tv  A new instance of TV 
(16)     tv  apply EXCHANGE using avg on tv 
(17)     SCTV_TMP.Add(tv) 
(18)    else 
(19)     foreach tv in SCTV 
(20)      tv  apply EXCHANGE using avg on tv 
(21)      SCTV_TMP.Add(tv) 
(22)     next 
(23)    end if 
(24)   next 
(25)   SCTV  SCTV_TMP // update SCTV 
(26)   --Vh,uv 

(27)  next 
(28) until all Vi,uv in UV_TMP are zero 
(29) return SCTV

EXCHANGE代表將對象TV向量中之Vh之

值加 1、Vl之值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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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反之亦然。因此本衝突解析演算法依照UV中對使用者對價值觀程度，配合規範向

量NV，以最低衝突的方式進行衝突解析，最終挑選出當下最能符合使用者價值觀的代

理人，形成最低衝突之代理人團隊。進行衝突解析的詳細步驟如下所述： 

1. 建立一初始代理人團隊向量TV，TV中每個元素值皆為0，元素個數為系統中所

考量之價值觀總數。 

2. 檢視UV中每個價值觀之值，每1單位即為該價值觀分配一代理人，直至分配完

代理人為止。 

3. 選定一個欲分配代理人之價值觀。 

4. 將第2步驟中選定的價值觀設定為「欲獲得之價值觀」。 

5. 選定一個若進行交換將不會違反NORM資源限制之前提下，使用者最不重視之

價值觀為「希望付出之價值觀」。 

6. 在系統中找出符合以「希望付出之價值觀」換取「欲獲得之價值觀」之代理人 

7. 將該代理人加入代理人團隊，並以該代理人之AVG進行交換，進行交換的方式

為在團隊向量TV中減少1單位之「希望付出之價值觀」，並增加1單位之「欲獲

得之價值觀」 

8. 回到第2步驟 

9. 找出代理人團隊與團隊向量TV 

透過衝突解析演算法找出符合使用者價值觀之代理人團(Agent Team)隊與該團隊之

向量TV，代表使用者對於交換行為的期望向量，也就是交換行為的指導方針(guideline of 

exchange)，爾後代理人團隊(agent team)將能夠據此於任務知識庫中找到最符合滿足使用

者期望之情境化任務。茲將代理人團隊與團隊向量TV分述如下： 

(1) 代理人團隊 

如前所述，為最符合使用者價值觀之代理人集合，團隊中每位代理人帶有其AVG

代表該代理人的價值觀，也就是該代理人所認同價值之間交換的原則。 

(2) 團隊向量TV 

當代理人團隊之成員依據本身AVG進行交換之後，綜合的結果就是所謂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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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量TV，而此TV即代表該團隊交換行為的指導方針(guideline of exchange)；換

言之，期望取得商品(commodity)後能獲得的價值，及願意付出的代價。舉一個

簡單的例子說明，若使用者考量的價值觀共有健康、時間、金錢3項，因此UV

即由(健康,時間,金錢)組成之三維向量。假定UV為(3,2,1)，代表使用者重視價值

觀依序為健康＞時間＞金錢，將該UV透過衝突解析演算法找出之最佳代理人團

隊後，其TV可能之形式之一為(1,1,-2)，其中正值為進行交換後將會獲得之價

值，負值為進行交換時願意付出之價值。由此例中，強調出UV為使用者對價值

觀的重視程度，而TV則為以最低衝突原則進行解析後所選出代理人團隊期望所

獲得/需付出之價值。由於TV代表代理人團隊進行交換行為時期望所獲得/需付

出之價值，而該代理人團隊又是在最符合使用者價值觀與實際資源限制下，所

選出之最佳之代理人團隊，因此可推論出TV即代表最符合當下使用者價值觀之

期望所獲得/需付出之價值，進而若依此TV為使用者進行交換行為，則最能滿足

使用者之需求。 

在此以實例說明，若來自使用者之UV ( 健康、時間、金錢 ) = ( 3, 2, 1 )，並假設使

用者可用的資源為60分鐘與300元，並採用圖14中之價值轉換規則，因此其規範向量NV 

( 0, -2, -3 )。AVG為窮舉健康、時間、金錢之集合，共六種，如表25所示。使用此演算

法找出的最佳團隊向量TV為（1, 1, -2），其步驟如下： 

1. 初始團隊向量 TV，元素值皆為 0，即 TV ( 0, 0, 0 ) 
2. 從 UV複製一份 UV_TMP 
3. 從UV_TMP中找出向量元素值最高的價值觀「健康」為Vh，值為 3 
4. 從UV中找出使用者價值向量最低的元素「金錢」為Vl，金錢的NORM值
為 -3，若交換後金錢的TV值將等於-3（大於等於NORM值-3），所以我們
用金錢換得健康，因此將TV中的健康加 3、金錢減 3後，得TV ( 3, 0, -3 ) 

5. 在上一步驟中健康的價值觀已交換完成，因此 UV_TMP中的健康價值觀
將減 3，使得目前的 UV_TMP為( 0, 2, 1 ) 

6. 由於 UV_TMP尚未變成(0,0,0)，因此繼續進行下一次價值觀交換 
7. 從UV_TMP中找出向量元素值最高的價值觀「時間」為Vh，值為 2 
8. 從UV中找出使用者價值向量最低的元素金錢，但若交換後金錢的TV值將
等於-5（小於NORM值-3，代表違反NORM之限制），因此重新選擇次低的
元素時間，但時間價值觀本身不可交換（Vh不可等於Vl），因此選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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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為Vl，在這裡我們以健康來換取時間，因此將TV中的時間加 2、健康
減 2後，得TV ( 1, 2, -3 )  

9. 在上一步驟中時間的價值觀已交換完成，因此 UV_TMP中的時間價值觀
將-2，使得目前的 UV_TMP為(0, 0, 1) 

10. 由於 UV_TMP尚未變成(0,0,0)，因此繼續進行下一價值觀交換 
11. 從UV_TMP中找出向量元素值最高的價值觀「金錢」為Vh，值為 1 
12. 從UV中找出使用者價值向量最低、不等於Vh且交換後不會違反NORM的
元素「時間」為Vl，在這裡我們以時間來換取金錢，因此將TV中的金錢加

1、時間減 1後，得TV(1, 1, -2) 
13. 在上一步驟中金錢的價值觀已交換完成，因此 UV_TMP中的金錢價值觀

將減 1，使得目前的 UV_TMP為(0, 0, 0) 
14. 由於 UV_TMP已變成(0,0,0)，終止條件己到，代表已經替所有價值觀進行

交換完畢 
15. 回傳團隊向量 TV(1, 1, -2) 

第五節 Mission Discovery Module 
Mission Discovery Module的主要目的在於使代理人團隊於任務知識庫(Mission 

Knowledge Base)中找到最合適的任務。 

本研究中任務知識庫為一任務之集合(Mission Set)，其中的每一個任務(Mission)意

涵上代表的是某種類型的服務所能提供與需付出之價值。若任務為M，則任務知識庫為

包含K個任務M1, … , Mk之集合。知識庫中每個任務M都有一對應的任務價值向量MV，

MV的元素與UV、TV相同，即V1 … , Vn形式之向量，n為使用者考量之價值觀總數，而

MV代表的是該任務所能提供與需付出之價值。舉例說明，若系統中所考量的價值觀為

(健康、時間、金錢)，且任務知識庫中有一個MV類型為「休閒運動」型，MV向量為

(1,-3,0)，代表「休閒運動」類型的服務將需要付出3單位的時間價值並可獲得1單位的健

康價值。如第參章第四節中所述，MV所包含的價值觀中可分為滿足型價值與資源型價

值二類，其中健康屬於滿足型價值，而滿足型價值的決定需要由設定此MV的領域專家

來決定；另外資源型價值的值亦需要透過與決定規範向量NV時相同的資源型價值轉規

則來進行轉換。如圖15中任務向量範例中，時間與金錢為屬於資源型價值，因此它們的

值將由資源型價值轉換規則來決定，圖中說明休閒運動實際需付出資源為90分鐘，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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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型價值轉換規則轉換，因此「休閒運動」MV中時間價值為-3、金錢價值為0。 

 

「休閒運動」
實際需付出資源 資源型價值轉換規則任務向量MV

時間 

 

圖 15、資源型價值轉換規則用於任務向量 MV 

在此讓我們再次回顧有關聯盟(coalition)的定義，聯盟是由一群決定要共同合作完成

任務的代理人組成，根據任務要求與代理人能力(capabilities)動態地找出最適合執行任務

的代理人群組。由此定義，我們可以知道其中隱含了任務給定的假設；本研究認為任務

給定與任務發掘的差別有二，第一，任務知識庫中任務必須可以隨時增加；第二，基於

有使用者互動歷史記錄的基礎上，系統在不需要使用者介入的狀況下即能自動建議合適

的任務給使用者，而且系統建議的任務範圍必須能包含所有的任務集合。由於本研究所

定義之任務知識庫中之任務MV為達成該任務所能提供與需付出之價值形式，使得所有

的任務具有共同的衡量構面，因此若我們在任務知識庫中增加一個任務後，即使在過去

的互動歷史紀錄中沒有與此任務相關的資訊，在下一次的任務發掘過程中，仍然能將此

一新增加的任務納入系統考量之範圍。在本研究中之向量共有五種，為避免混淆，在此

將CV、UV、NV、TV、MV之向量形式與意義整理如表29所示。從抽象的層面解釋，

TV代表使用者對於交換行為的期望所獲得與需付出之價值，MV代表某種類型的服務所

能提供與需付出之價值。在此模組中，我們可以將代理人團隊之團隊向量TV與任務知

1單位 = 30分鐘 
90分鐘 

金錢 
0元 

1單位 = 100元 

健康屬於滿足型價值，必需由設定此MV的領域專家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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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庫中之MVs進行相似度分析(similarity analysis)，如表30，藉此挑選出最符合使用者期

望之情境化任務。 

表 29、情境、使用者、團隊、規範、任務價值向量之比較 

向量 意義 向量形式 

情境向量CV 

由情境資訊框架之元素集

合而成 

E1 … , En 形式之向量，Ei為情

資訊框架中之葉元素(leaf 

elements)，n為所考量情境

資訊之總數 

使用者價值向量UV 
使用者對價值觀的重視程

度 

規範價值向量NV 
使用者對資源型價值之付

出限制 

團隊價值向量TV 

代理人團隊以最低衝突原

則進行交換後期望所獲得/

需付出之價值 

任務價值向量MV 
達成任務知識庫中該任務

所能提供與需付出之價值 

V1 … , Vn形式之向量，Vi為

使用者考量之價值觀，n為

所考量價值觀之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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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Cosine Similarity Function 

 

Algorithm: Sim. The cosine similarity algorithm for two vectors. 
Input: Two vectors of the same dimensions. 
Output: Similarity factor (-1…1) ,1 - perfect similarity ,-1 - no similarity 
Variable: 

V1, the first vector 
V2, the second vector 

Method: 
 V1 ● V2 
(1) return 

|V1| × |V2| 

第六節 Feedback Module 
任務發掘最終之目的是希望能為使用者找到最能滿足需求的商品，在商品於使用者

(user)與供應商(provider)之間交付的過程中，若使用者感受到需求無法真正被滿足或有

偏差之時，即突顯出回饋機制之重要性。Feedback Module的主要目的在於藉由使用者回

饋資訊來修正使用者向量UV，使得未來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在決定當下情境之使用

者價值向量時能夠根據經驗改進，進而使發掘之任務能更符合需求。Feeckback Module

的主要步驟有三： 

(1) 接收使用者提供之回饋資訊 

以一簡單例子說明，若考量之價值觀元素有三包括安全、時間、金錢，假設使

用者之UV ( 家庭、時間、金錢 ) = ( 3, 2, 1 )，透過任務發掘機制發現使用者有

家庭方面的需求，因此系統此時可與其它提供能真正提供服系統結合，告知該

系統提供與家庭需求相關的服務給使用者，假設最後使用者接收到觀看家庭紀

錄影片(Homemovie)的服務，使用者接納建議並觀賞後，可能的狀況有二，使用

者認為此影片的確能滿足需求，或者使用者認為此影片尚未真正滿足需求，並

提供回饋建議給系統。此回饋建議即為以使用者感受為基礎，使用者希望未來

的商品，能夠更重視或更不重視那些價值元素，如圖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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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使用者回饋資訊範例 

(2) 由回饋資訊計算出應如何修正UV n+1 

由(1)中所得之回饋資訊，得知對於每個價值元素在未來應該更重視、不變或更

不重視，以變數FBi,uv表示，FBi,uv=1代表更重視、FBi,uv=0代表不變、FBi,uv=-1

則代表更不重視。修正的方式為，對需要更重視的價值觀增加γ；對需要更不

重視的價值觀減少γ；其餘不變。γ為可調整之參數，γ愈大價值觀調整幅度

愈大，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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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更新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 

將CV n+1與修正後的UV’
 n+1共同儲存於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中成為

使用者互動之歷史資訊，作為未來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推導UVn+2之基礎
3。 

本研究認為個人的價值觀可能會隨著情境的改變而改變，而且在相似的情境之下會

呈現相似的價值觀，因此基於本節之回饋機制，能逐步地將使用者實際地需求反映到使

用者向量UV之上，並且改修正後的UV與當時的情境相關聯。因此在未來預測使用者價

值向量UV時，隨著Interaction History Knowledge Base資訊量的增加，所預測UV的誤差

                                                 
3 Value Distribution Module如何利用CV與UV之對映資訊預測使用者當下之價值觀之說明於第參章第三

節。 

我希望未來的商品能更重視「家庭」 
我希望未來的商品能更不重視「金錢」 

( 家庭、時間、金錢 ) 

更重視 

不變 

更不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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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愈來愈小，使系統推導出更為穩定之UV。 

第七節 情境範例 
本研究所提之「任務發掘」的重心在於找出能夠滿足使用者需求的任務，爾後才能

達成任務滿足需求。在本節中將與一個實際生活的情境，並利用本章所敘述的任務發掘

流程，為此情境範例做一詳細的介紹，以期能更清楚地闡述任務發掘的意義。 

一、

二、

情境範例描述 

假設有有位老人甲居住在iCare智慧型家庭的環境當中，此智慧型家庭中整合了本研

究之任務發掘平台，此平台之目的是能夠主動偵測出老人甲的需求，藉此可以進而在適

當的時機主動地為老人建議一些合適的活動。在範例中我們假設已經有與老人甲過去的

互動歷史紀錄知識庫，與二個不同的情境A、B，且在此二情境中老人甲可用的時間資

源為180分鐘、金錢資源為300元，透過任務發掘平台分析後，將能夠找出當於情境A、

B之時，老人甲當下的需求為何。 

互動歷史紀錄知識庫 

表 31、情境範例之互動歷史紀錄知識庫(情境 1- 6) 

情境向量 

CV 
時間 

所在

房間 
溫度 在家中人員 

對應UV 

(家庭,健康,朋友,

時間,金錢) 

情境1 
晚上 

(0,0,1) 

客廳 

(1,0,0) 
26 

老人, 兒子, 女兒 

(1,1,1) 
(5,4,3,1,3) 

情境2 
晚上 

(0,0,1) 

客廳 

(1,0,0) 
24 

老人, 兒子, 女兒 

(1,1,1) 
(5,4,1,1,3) 

情境3  上午 臥房 23 
老人 

(1,0,0) 
(3,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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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0,1,0) 

情境4 
上午 

(1,0,0) 

臥房 

(0,1,0) 
22 

老人, 兒子 
(1,0,1) 

(5,5,2,2,1) 

情境5  
下午 

(0,1,0) 

廚房 

(0,0,1) 
6 

老人, 兒子 
(1,0,1) 

(5,4,3,1,5) 

情境6 
下午 

(0,1,0) 

廚房 

(0,0,1) 
11 

老人 
(1,0,0) 

(3,2,1,1,5) 

三、使用者價值觀 

當老人在二種不同情境A、B時，如表32所示，將會產生不同的價值觀向量，本範例

中將根據過去的互動歷史紀錄知識庫，將透過KNN來計算，並假設k值為2，推測老人甲

的價值觀向量UV。 

表 32、情境 A、B 

情境向量CV 時間 
所在 

房間 
溫度 在家中人員 

對應UV 

(家庭,健康,朋友, 

時間,金錢) 

情境A 
晚上 

(0,0,1) 

客廳 

(1,0,0)
25度

老人、兒子、女兒

(1,1,1) 
未知 

情境B 
上午 

(1,0,0) 

臥房 

(0,1,0)
23度

老人、兒子、女兒

(1,1,1) 
未知 

完成各變數的距離矩陣後，我們計算出如表33之向量距離矩陣，可看出情境A與知

識庫現有其它情境的距離，由於範例中假設 k=2，因此將找出2個與情境A距離最近的情

境(分別為情境1與情境2)並將其對應的UV平均，故情境A對應的UV為(5,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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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情境 A與情境 1-6之距離矩陣 

距離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情境 4 情境 5 情境 6 情境 A 

情境1 0 0.025 0.538 0.467 0.667 0.688 0.013 

情境2 0.025 0 0.513 0.442 0.642 0.663 0.013 

情境3 0.538 0.513 0 0.096 0.629 0.484 0.525 

情境 4 0.467 0.442 0.096 0 0.534 0.554 0.454 

情境 5 0.667 0.642 0.629 0.534 0 0.146 0.654 

情境 6 0.688 0.663 0.484 0.554 0.146 0 0.675 

情境 A 0.013 0.013 0.525 0.454 0.654 0.675 0 

 

與情境A的步驟相同，表34為情境B與情境1-6之向量距離矩陣，由於範例中假設 

k=2，因此將找出2個與情境B距離最近的情境(分別為情境3與情境4)並將其對應的UV平

均，故得情境B對應的UV為(4,5,3,2,1)。 

表 34、情境 B與情境 1-6之距離矩陣 

距離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情境 4 情境 5 情境 6 情境 B 

情境1 0.000 0.025 0.538 0.467 0.667 0.688 0.371 

情境2 0.025 0.000 0.513 0.442 0.642 0.663 0.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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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3 0.538 0.513 0.000 0.096 0.629 0.484 0.167 

情境 4 0.467 0.442 0.096 0.000 0.534 0.554 0.096 

情境 5 0.667 0.642 0.629 0.534 0.000 0.146 0.629 

情境 6 0.688 0.663 0.484 0.554 0.146 0.000 0.650 

情境 B 0.371 0.346 0.167 0.096 0.629 0.650 0.000 

本範例中所考量的價值觀依序為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老人甲處於種情

境A、B時，會有不同價值觀向量UV，經過上述步驟計算之結果整理於表35。如情境範

例描述中所言，假設於情境A、B時老人甲實際可用時間資源為180分鐘、金錢資源為300

元，因此系統可依資源型價值轉換規則(1單位時間30分鐘、1單位金錢100元)自動計算出

規範向量NV為(0,0,0,-6,-3)。 

 

表 35、情境範例之使用者價值觀 

情境A 
UV（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5, 4, 2, 1, 3) 
NV（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0,0,0,-6,-3) 

老人甲於晚上時，和兒子、女兒都在客廳，從以前的互動

歷史資訊推斷出老人甲目前的價值向量如右圖所示，家庭

價值觀最為重要。 

情境B 
UV（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4, 5, 3, 2, 1) 
NORM（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0,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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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甲一早起床，外面有不錯的天氣，興起外出活動筋骨

的念頭，他希望能保持良好的體魄，從以前的互動歷史資

訊推斷出老人甲目前的價值向量如右圖所示，健康價值觀

有最高的重要性。 

四、任務知識庫(Mission Knowledge Base) 

假設在智慧型任務發掘平台上述的二種情境下任務知識庫皆有相同的任務集合如

表36所示，並根據這些任務的特性定義其任務價值向量MV(達成該任務所能提供與需付

出之價值)。 

表 36、情境範例之任務知識庫 

任務一：家庭室內活動 

MV（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2, 0, 0, -1, 0) 

任務描述：留在家裡進行家庭室內活動，不須額外消費，

只花費30分鐘時間進行家庭室內活動，來獲得家庭面的心

靈滿足。  

任務二：體能性運動 

MV（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0, 3, 0, -2, 0) 

任務描述：獨自於住家附近進行體能性運動，約需1小時，

經濟實惠。 
 

任務三：消費性休閒運動 

MV（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0, 3, 3, -3, -2) 

任務描述：邀約朋友們一起進行消費性休閒運動，聯絡情

感、增進心理與生理健康，需要付出約1個半小時及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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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價。  

五、選擇最佳情境化任務 

(1) 系統提供給於情境A的老人甲之建議為「家庭室內活動」 

依據於情境A的老人甲之價值觀向量UV與規範向量NV，使用衝突解析演算法以

最低衝突之方式，找出於情境A的老人甲之團隊向量TV為(0,0,0,-6,-3)，如表37

所示。 

表 37、情境 A的老人甲之團隊向量與任務相以度分析 

與任務一之相似度0.8964214570007952 

與任務二之相似度0.4818120558297158 

與任務三之相似度0.6000192009216492 

系統得知老人甲之團隊向量後，將之與任務知識庫之任務價值向量進行相似度

分析，計算結果顯示「家庭室內活動」的相似度最高，意即由該任務所提供與

需付出之價值最符合老人甲的期望，因此系統將建議此任務為最適合老人甲之

情境化任務。 

(2) 系統提供給於情境B的老人甲之建議為「體能性運動」 

依據於情境B的老人甲之價值觀向量UV與規範向量NV，使用衝突解析演算法以

最低衝突之方式，找出情境B的老人甲之團隊向量TV為(1,5,1,-5,-2)，如表38所

示。 

表 38、情境 B的老人甲之團隊向量與任務相以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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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任務一之相似度0.4183300132670378 

與任務二之相似度0.9265616458263766 

與任務三之相似度0.7968430154106838 

系統得知老人甲之團隊向量後，將之與任務知識庫之任務價值向量進行相似度

分析，計算結果顯示「體能性運動」的相似度最高，意即由該任務所提供與需

付出之價值最符合老人甲的期望，因此系統將建議此任務為最適合老人丙之情

境化任務。 

(3) 若情境B的老人甲的金錢可用資源發生變化，系統提供之建議亦隨之調整 

為了簡化情境的複雜度，上述情境中皆假設老人愈重視的價值觀，願意付出的

愈少；反之，愈不重視的價值觀，願意付出的愈多。然而如本章第三節中所述，

時間、金錢等資源形式之價值，須受實際狀況之限制。若情境B的老人甲之金錢

可用資源由300元調升至500元，因此規範向量NV（家庭,健康,朋友,時間,金錢）

將由(0, 0, 0, -6, -3)變更為(0, 0, 0, -6, -5)，將願意付出之金錢價值調升後(-3調整

為-5)，系統是否為因此變更建議呢？依據老人由調整後之規範向量NV，再次使

用衝突解析演算法找出老人甲之團隊向量TV變為(3,5,1,-5,-4)，如表39所示。 

表 39、情境 B的老人甲 NV調整後之團隊向量與任務相以度分析 

 

 

與任務一之相似度0.5642880936468347 

與任務二之相似度0.7953559537197222 

與任務三之相似度0.843077310942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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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NV調整前系統建議的任務二「體能性運動」，其相似度由0.9265616458263766

下降至0.7953559537197222；任務三「消費性休閒運動」的相似度由0.7968430154106838

上升至0.8430773109429055。結果顯示「消費性休閒運動」的相似度最高，意即系統將

建議此任務為最適合老人甲之情境化任務。其原因在於「消費性休閒運動」與「體能性

運動」相較，前者需要付出較高之金錢價值，而此例中老人甲有較多的金錢價值可供運

用，因此系統建議「消費性休閒運動」為最佳之情境化任務。藉此，我們可觀察出此務

發掘過程的確能考量使用者的需求，有效地能提供使用者最合適之建議。本章最後附上

圖17為本研究實作之任務發掘系統平台之畫面供參考。 

 

圖17、任務發掘系統平台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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