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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人類的慾望無窮，無論是生理或心理方面，均有所需求。在著名的需求層級

理論 (Maslow, 1968)中即指出，人有多種不同性質的需求，分別為生理

(physiological)需求、安全(safety)需求、愛與隷屬(love and belongingness)需求、

尊重(esteem)需求以及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需求。在 ERG 理論(Alderfer, 

1969)之中更指出，人有存在(existence)需求、關係(relatedness)需求以及成長

(growth)需求，並且在同一時間內，會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需求存在，且需求之

間並無特定之順序，甚至是因人而異。 

    人類為了滿足需求，便會去尋找解決之道。少數人從中視得商機，於是提供

了相對應的服務，來滿足人們各式各樣的需求。人有吃的需求，於是有四處林立

的飯館來提供不同型式的餐飲服務；人有學習的需求，於是有各級政府機關或私

人機構，建立多處學習場所來提供教育的服務。各種商業模式中，服務業即占了

極大的比例，而其種類更是包羅萬象。 

    二十世紀中，電腦發明，隨著第一代、第二代，到如今的個人電腦，使得電

腦可以代替人類，來做複雜的運算處理；到二十世紀末，網際網路這個跨時代的

發明，更是為人類社會帶來多元代的改變，影響了人類的生活型態、人與人間的

互動模式以及不同於以往的思維方式，也使得「服務」本身產生極大的變化。 

    傳統的服務過程，大多需要提供服務者與被服務者實際參與，但自從電腦和

網路興起之後，產生了極大的變化，也創造了更多的商機。以拍賣為例，傳統的

拍賣方式，參與者必須到指定場所，才能觀看拍賣品、出價，完成整個拍賣過程；

但現在知名的 eBay、Yahoo 奇犘等，均提供了線上拍賣的服務，讓參與者只要

坐在電腦前，即可享受拍賣的樂趣。不僅僅是提供服務者與被服務者之間的互動

方式改變，新與科技也產生多種嶄新服務，如隨選視訊(VOD, video on demand)、

線上遊戲(online game)、搜尋引擊(search engine)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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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年來，無線技術的快速進步以及行動裝置的不斷改良，使得行動商務成

為當紅產業。在此一有利環境之下，原先運用網際網路來提供的各種服務，更能

打破網路纜線及電腦的地域上限制，利用行動商務的逐漸普及，拓展到任何時

間、任何地點；此外，普及運算(pervasive computing)亦是當下的熱門話題，普及

運算不只是使用一般行動裝置，其範疇更是可以應用至家電設備，希望能將高科

技產品融入到一般人的生活週遭。往後數年，當行動商務與普及運算愈趨於成

熟，再搭配上為因應人類需求而生的各式各樣服務應用，人們將無論在何時何

地，均能享受到服務無所不在的高品質生活。 

 

第二節 研究動機 

    自從高科技產品及應用服務問市之後，仍不斷地推陳出新，持續投入大量人

力和物力，未來人類的生活將會是充滿 e 化的環境，享受更高品質的生活。人們

不需刻意去改生活方式來習慣高科技產品和服務，而是設計者會設計出符合各年

齡層和各族群的產品及服務。例如某些手機業者所提出的特別方案，以低價且功

能較少但易使用的手機來主打年紀稍長的族群；最近甚至有專為幼童和年輕父母

而設計的「寶貝機」，手機外型小巧可愛，功能專為兒童來設計，還可以讓家長

掌握幼年子女的一舉一動。因此，每個人只要有需求時，即可利用身邊隨手可見

的事物，輕鬆享受有適合的服務。試想一個情境，當你和家人一同出遊時，無論

是行走至任一個景點，都可利用手機來取得當地資訊，而車上也配備有全球衛星

定位系統(GPS, global position system)，可確保不會有迷路之虞，享有高品質的旅

遊行程。 

    在未來，人們會愈來愈習慣充滿 e 化服務的生活，但服務提供者所提供之服

務，多半屬於被動式，要使用者得知或認識某項服務後，才能進而去使用。當人

們要選擇使用何種服務來滿自身的需求時，有些問題也隨之而生。 

1. 服務種類過多，難以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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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滿足人類需求，提供者不斷提出更多更好的服務，但這對使用者

來說，卻造成了相當程度的困擾。同一種類的服務，不會只有一個提供者，

而各個提供者所提出的服務又不盡然相同，造成難以下手的情況。 

2. 無法在短時間內找到適合的服務 

    人們為了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服務，一是從所知的服務中一一去嚐

試，一是找尋其他資訊，以取得服務。無論是在何種情況，皆要花不少時

間和人力，而人的需求有時是臨時的，在緊急的情況之下，怎麼可能再花

時間去投入。 

3. 找到的服務不見得真正符合自身需求 

    雖然順利取得了服務，但有可能因為不願再花時間去嚐試其他相類似

的服務，或是根本不知道還有其他的服務，結果反而沒使用到真正符合自

己需求的服務；此外，由於人有多重需求，造成在選擇時產生迷惑，不知

該先滿足何種需求。 

    上述的決定服務情境，極類似於組織決策過程中的無政府狀態(organized 

anarchy)，具有三個特性：模糊的偏好(problematic preferences)、不明的技術(unclear 

technology)、流動的參與者(fluid participation)。針對無政府狀態的模糊決策情

境，學者(Cohen, March & Olsen， 1972)提出了垃圾桶模式(garbage can model)來

解決此問題。此種以非理性觀點來解釋組決策過程的模式，之後被用來解釋美國

聯邦政府以及教育方面的決策過程。 

    垃圾桶模式雖可解決無政府狀態的決策過程，但至今多是應用在教育及政治

領域上的決策環境，而本研究之決策情境是應用於社會環境，是希望能找出滿足

人們多重需求的應用服務，因此垃圾桶模式產生了下列的問題和挑戦。 

1. 不適用於個人 

    在過去的研究中，垃圾桶模式是被應用於政治和教育領域中，而且是

以整個組織的決策過程來分析，屬巨觀(macro view)角度。由於是巨觀去

看組織，因此組織中的個人特質易被忽略。而在本研究的社會環境中，為



 4

了要找出符合使用者需求之服務，故每位使用者之特質是重要的影響要

素，不可被忽略。 

    使用者的特質，包括了個人的興趣偏好，以及過去的使用經驗等。由

於每個人的特質不同，而其特質對決策過有極大影響力，故不可以原先垃

圾桶模式之巨觀角度來看待，必須改以微觀(micro view)的角度放到每一

個體身上。 

2. 對能量(energy)的定義不完整 

    在垃圾桶模式決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子，就是能量(energy)，為參

與決策者對選擇機會、問題的注意力大小，且會隨著時間的流逝而變動。

然而在做決策的過程中，個體對問題所付出的不只是注意力，不同個體所

能付出的又不同。 

    在本研究之問題環境中，個體間所能付出的差異性更大，對使用者本

身而言，可付出的有時間、金錢，或者是使用服務所需之相關軟、硬體設

備等；對同樣有參與決策過程的其他人而言，例如使用者之親友，付出的

則是其過去使用經驗或對使用者之認知和了解等。因此，能量之定義，不

足以用注意力大小來摡括之。此外，並非所有能量均會隨時間的流逝而變

動，某些能量的變動期間長，以決策所需花費的時間區段來看，可視為無

變動。 

    儘管未來人們將會處在充滿 e 化服務的環境當中，但是嶄新的生活型態，相

對地也帶來新的問題和挑戰，而採用現存之垃圾桶模式來幫助決策，明顯仍有不

足之處。針對此一現象，本研究期望設計出一套服務決策機制，整合現今的各式

各樣服務，當人們有多重需求產生時，即能運用此一機制，提供適合每位使用者

的服務建議，並且做到相當程度的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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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在不久的將來，創新科技的應用服務對象不只是原本就對高科技產物熟知的

年輕族群，更會往下擴展到幼年兒童，往上推廣至老年人口。要使用多元化的應

用服務，對青少年人口而言並非難事，但對不熟悉新事物的族群而言就不是一件

容易的事了，更別說是由使用者本身來決定適合的服務，可是這些族群仍然有需

求存在，不可忽視。因此，本研究期望設計出一套能主動提供使用者應用服務建

議的決策機制。 

    本研究所謂的主動，並非傳統的回應式(reactive)，針對不同個體的相同需

求，就回應相對的應用服務；而是要有相當程度的預應式(proactive)，在接收到

使用的需求之後，可以針對不同個體之特質，來做出不同的回應。因此，本研究

是以「人」做為出發點，且以不同個體為主，提供人們在社會環境中所產生需求

的應用服務建議。 

    一般而言，問題若是牽涉到人，會比原先要複雜許多，再加上納入人所處在

的社會環境一起做考量，更是增加了困難點。以下就本研究可能面臨到之問題與

挑戰，分述如下： 

1. 人同時會有多種需求，且需求之間無順序性可言 

    人在日常生活當中，總是會有許許多多的需求，這些需求並不是依照

順序而產生，很少一個需求被滿足了，下一個需求才接著出現；有可能是

前一個需求尚未被滿足，但下一個需求也許因為較容易滿足而先被解決。

因此，人在某一段時間內，不會只有單一需求，反而可能會同時存在著多

個需求，而且也不知道在這些需求當中，何者該先被滿足，也不清楚是否

有某一服務可同時滿足這些需求。 

    設想一個出國旅遊的情境，當你剛到機場正準備要踏返家旅程時，卻

發現因飛機機械故障而被迫取消原來航班，這時你不知是該先去查詢是否

有無其他航班可搭乘，還是先去查詢有無可投宿的旅店，這時你正面臨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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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難的決定，不知道該優先解決何者。 

2. 可使用的資源量非固定 

    要使用服務，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源來支持。資源可分為有形及無形：

有形的資源不只是使用者可承擔的金錢費用，還有使用服務時所需要用到

的設備，例如要有具備 3G 功能的手機；無形的資源，因為是在社會環境

之中，會包括了人與人間互動的能力，可使用的時間，以及人所具備的某

種知識或認知。 

    因為人生活的社會環境是開放式的，使用服務要用到的資源不見得皆

屬自己所有，有時會需要用到公共的資源，既然是公共的資源，也許現在

是無人使用，但下一秒就被另一人取得了。而人的知識和認知，雖然在短

時間內不會有所變動，但因為開放式的環境中，人是可來去自如的，例如

某個使用者想在網路社群找興趣相同者，但是不見得當下馬上就有符合要

求的對象出現，但也許等待一小段時間後就有興趣相同者上線。因此，資

源本身是會隨著時間而有所變，而人可使用的資源總量也會跟著變動。要

如何確實掌握變動中的資源，以及如何讓資源做最有效的運用，將會是一

大課題。 

3. 人會有自己的偏好和興趣 

    當人們在尋找滿足自身需求的解決方案時，所針對不只是需求本身而

已，還會考慮到自己的偏好及興趣。由於每個人的偏好及興趣都不同，因

此雖然有相同的需求存在，但是真正可以滿足需求的服務卻有可能不同。

除此之外，人的偏好及興趣雖然不易改變，但還是有可能多少會受到其他

因素的影響，例如生活的環境、年齡和同儕等，長時間下來仍然會有所變

化，因此能使用的服務也必須有所更動。 

4. 人所處的環境是開放式的 

    人類社會是由人與人間的互動所組成，而且不會只侷限在某一範圍

間，隨時會有新的參與者進入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而在滿足需求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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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不可能只靠創新科技產品和應用，有時只能做為和其他人互動的媒

介。因此，在滿足需求的過程中，會有其他的參與者牽涉其中。 

    未來社會走向高齡化是必然之趨勢，許多醫療照護產業正逐漸發展當中，未

來的高齡人口，將會受到 e 化服務的照顧。然而高齡人口對高科技服務不熟悉，

對自身的需求更是模糊不清，在這種情況之下，正需要有一良善機制，來提供高

齡人口適當的服務建議。 

    為了克服並解決人類在社會環境中享受應用服務所遭遇到的問題，本研究擬

設計出一具學習性的智慧代理人(intelligent agent)，並改良垃圾桶決策模式

(garbage can model)的方法，建構出一套能運用在社會環境中，依不同個體的個

別需求及喜好，替其決定出最適合的服務建議。 

 

第四節 研究目的與預期貢獻 

    近幾年來，許多業者提供了更多樣更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服務，而其主打客戶

群也愈來愈廣泛，隨著高科技產品的普及化，以及資訊網路的實體建設日趨完

備，服務無所不在的 e 化生活，將不是夢想。 

    為了迎接 e 化生活的到來，有許多即將會面臨到的問題和挑戰，必須要事先

思考該如何應對之，才能預真正享受未來的高品質生活。基於此一想法，故本研

究將以人類的社會環境做為應用環境，提出一套能提供符合需求的服務建議之決

策機制，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1. 將現有之應用服務加以整合，把服務做功能上的分類，並使用語意網路

(semantic web)技術中的本體知識(ontology)，來統一地對各個服務做描

述；經過此一步驟之後，更能了解各別服務的特性和內容，有助於提供

適當之服務建議。 

2. 藉由智慧代理人(intelligent agent)的概念，來使每位使用者皆擁有自己的

代理人，幫助其做服務上的決策，並且可以負責和其他使用者做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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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和外界的連繫者。 

3. 取得使用者的需求之後，以預應式(proactive)的方法，依垃圾桶決策模式

(garbage can model)，來處理使用者的多個需求，主動給予適當的服務建

議。 

4. 在決策的過程中，將使用者以往的使用經驗和結果做為考量，並記錄之，

從中獲取不同個體的偏好及興趣，達到因人而異的目標。 

5. 因資源是有限且會隨時間而變動，在決策時必需能夠使用最少的資源，

而達到最大的效用，以免資源浪費。 

    數位 e 化生活，是人類社會的必經之路，業界及政府無論是在軟體或硬體設

施方面，皆朝此一目標邁進。相信本研究提出之應用服務決策機制，會在不久的

將來獲得重視。本研究之貢獻預期有以下幾點： 

1. 使人類享受更高品質的生活 

    由於能夠在使用者有任何需求產生時，主動給予服務建議，讓使用者

可以減少自己找尋的人力和物力，並且使用更多以往所不知的高品質服

務，因此可以輕鬆享受 e 化生活。 

2. 促進創新科技應用服務的產生與改進 

    藉由在決策過程中，加入使用者的偏好及興趣做為考量，且會參考過

去使用經驗；而主動式的提供服務建議，提高使用者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

接觸機會。因此業者會願意投入人力物資，來做品質上的持續改進，並提

供更多創新服務。 

3. 促進資源的使用率 

    由於在決策時，希望能夠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最大的使用效率，並將資

源的變動情況也歸入考量範圍中。在公共社會環境中，多餘的資源可轉而

給他人使用，提高使用率，在資源有限的限制之下，做充分的利用。 

    本研究期望能藉由此一多進服務決策機制的提出，能對現今創新科技的發展

有所貢獻，進而促使全面 e 化生活的來臨，使人們能真正享受高科技所帶來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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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及樂趣。 

 

第五節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 1-5-1 所示，分為四個部分來進行。第一階段為背

景、動機、目的和預期貢獻之介紹，藉以帶出本研究欲提出之決策機制；第二階

段則是提出與本研究相關之垃圾桶決策模式(garbage can model)、增強式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和 BDI anget 的文獻探討；第三階段是對多進服務決策機

制的架構及方法做詳細介紹和說明；第四階段則是進行實驗設計、模擬實驗的結

論；第五階段為結論及未來研究方向的提出。 

 

 

 

 

 

 

 

 

 

 

 

 

 

 

 

圖 1-5-1  研究流程 

第壹章  緒論 
研究背景、動機、目的與預期貢獻

第貳章  文獻探討 
garbage can model、 

reinforcement learning、 
BDI agent 

第參章  研究方法 
決策機制之架構與方法 

第肆章  實驗設計與結論 

第伍章  系統架構 

第陸章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