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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是設計出一決策模式，當人們有多重需求時，能給予適當之

服務建議，在本章中，將會對相關文獻做一探討與整理。由於本研究是以垃圾桶

決策模式做為基礎，故在第一節中，將會詳述垃圾桶模式之理論，以及其相關的

應用領域；而在二、三節中，將會針對本研究核心部分所用之方法，即增強式學

習以及 BDI 代理人，做一詳細回顧與探討。 

第一節 垃圾桶決策模式 

在傳統的組織行為中認為，組織的決策是理性的，然組織的實際決策環境，

會受到組織內、外部各種情境因素的影響而被打斷或改變，進而對組織的決策過

程或選擇行為產生干擾，造成某種程度的模糊性，因此無法進行理性決策。有學

者(Cohen, March & Olsen， 1972)將此種情形稱之為組織中的“無政府狀態

(organized anarchy)”，並有三項特性： 

1. 模糊的偏好 (problematic preferences) 

或可稱之為目標模糊。無政府狀態的組織當面臨決策時，其情境很難

找出有某些特定的偏好(例如只以成本來考量問題)來滿足選擇理論；反而

是有許多變動的，且難以定義的偏好存在，因此造成解決問題時目標模糊

不清，故解決各問題的優先順序也是不清楚，甚至是不固定的。 

2. 不明的決策技術(unclear technology) 

在組織中，雖然管理者常自己有一套解決問題的方法，但其員工卻無

法了解其方法為何，甚至是管理者本身也無法說出自己是用何種技術來解

決問題。一般而言，組織在解決問題時，會只使用最簡單的試誤法，方法

錯誤才換另一種方式；或是依過去有相類似的經驗；或是管理者自己獨裁

的判斷。 

3. 流動的參與者(fluid participation) 

參與者即為組織中的所有人。組織中的人事常有變動，不會所有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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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之下，人都是固定的；而人所能貢獻的努力(effort)也會隨著問題本身

的領域及參與者本身的認知不同而改變，甚至是隨時間流逝而變動。 

由於無政府狀態的組織有上述三項特性，使得組織中的決策情況是非理性且

變動的。 

有學者提出了垃圾桶模式(garbage can model)來解釋並解決無政府狀態的組

織之決策過程，在其理論中，包含了四大要素，如下所示： 

1. 問題(problem) 

人不管在組織內或組織外，所有關心的事皆為問題。 

2. 參與者(participant) 

組織中的所有人皆為參與者，他們可進入組織，亦可離開組織。 

3. 選擇機會(choice) 

    當組織被預期會產生某行為(此行為有可能為一決策)時，會有特殊事

件(occasions)的發生，而此特殊事件則有可能為選擇機會。選擇機會有可

能是會規律地發生，例如雇用員工；也有可能是為了某行為而宣告的特殊

事件，例如為合併而簽定某合約等。 

4. 解決方案(solution) 

解決方案為某個人的產物，也許被產生時並不知道其為解決方案，而

是當問題被清楚認知了，或是問題已被解決了，才知其為解決方案。 

垃圾桶模式決策理論即將選擇機會(choice opportunity)視為一個垃圾桶，垃

圾桶當中容納了許多已存在之問題與解決方案，而這些問題和解決方案有可能是

產生之初就被參與者給丟棄的，故稱為垃圾桶模式。參與者藉由參與選擇機會來

解決環境所產生之各種問題，而決策則是上述四要素幾近隨機碰撞而產生的結

果。 

在一般組織中，共有四個組織結構，皆有可能會影響決策程序，分述如下：  

1. 決策結構(decision structure) 

為參與者和選擇機會之間的關係，表示有哪些參與者可參與某選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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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及某參與者可參與哪些選擇機會。可以用二維陣列 D 來表示之，

若第 i 個參與者可以參與第 j 個選擇機會，則 Dij為 1，否則為 0。 

 無階級性決策(unsegmented decision) 

  此結構代表任何參與者均可參與任何選擇機會，如圖 2-1-1 所示。由

於只要是公民皆有權參與選舉投票，故公民為參與者，選舉活動為選擇機

會。 

 

 

 

 

圖 2-1-1  無階級性決策 

 階層性決策(hierarchical decision) 

此結構之參與者與選擇機會以階層方式排列，在陣列上方之參與者，

為較重要之參與者，可以參與較多的選擇機會，即較重要之選擇機會(陣

列左方)，只有較重要的參與者可參與，如圖 2-1-2 所示。在學校中，系務

會議為一般老師可參與，而院務會議為系主任才可參與，故老師與系主任

為參與者，而系務會議與院務會議為選擇機會。 

 

 

 

 

 

圖 2-1-2  階層性決策 

 專業性決策(specialized decision) 

在此結構下，只有特殊之參與者可參與某特殊的選擇機會，而特殊的

選擇機會也只允計某參與者可參與。故一個參與者只能參與一個選擇機



 13

會，而一個選擇機會只允許一個參與者來參與，如圖 2-1-3 所示。以智慧

財產局為例，在審理不同領域之專利案件時，需由不同領域之專家來評

斷，故專家為參與者，而專利案件為選擇機會。 

 

 

 

 

 

圖 2-1-3  專業性決策 

2. 管道結構(access structure)  

為問題與選擇機會的關係，表示某問題可進入哪些選擇機會。可以用

二維陣列 A 來表示之，若第 i 個問題可進入第 j 個選擇機會，則 Aij為 1，

否則為 0。 

 無階級性管道(unsegmented access) 

    此結構代表任何問題均可進入任何選擇機會，如圖 2-1-4 所示。任何

的挑選負責人問題，皆可由選舉活動來解決，故挑選負責人為問題，選舉

活動為選擇機會。 

 

 

 

 

圖 2-1-4  無階級性管道 

 階層性管道(hierarchical access) 

此結構之問題與選擇機會以階層方式排列，在陣列上方之問題，為較

重要之問題，可以進入較多的選擇機會，即較重要之選擇機會(陣列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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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只有較重要的問題可進入，如圖 2-1-5 所示。在一般公司組織中，若

是人事方面問題，不同部門等級之會議均可討論，但若是併購方面的問

題，則必須是高層會議才能討論。 

 

 

 

 

 

圖 2-1-5  階層性管道 

 專業性管道(specialized access) 

在此結構下，只有特殊之問題可進入某特殊的選擇機會，而特殊的選

擇機會也只允計某特殊問題可進入。故一個問題只能進入一個選擇機會，

而一個選擇機會只允許二個問題進入，如圖 2-1-6 所示。在法律案件處理

上，在判定是否有民事罪責時，只能在民事法庭上審理，故判定是否有民

事罪狀為問題，而民事法庭為選擇機會。 

 

 

 

 

 

 

 

 

圖 2-1-6  專業性管道 

3. 淨能量負荷(net energy load) 

    垃圾桶模式的運作，必須有能量(energy)，其為參與者所能提供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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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力大小。而淨能量負荷，是組織解決所有問題所需的總能量，與組織可

得能量的差額，依其值之大小，又可分為三類，輕能量負荷(light load)、

中能量負荷(moderate load)以及重能量負荷(heavy load)，若能量負荷愈

輕，表示組織有足夠的可得能量來解決問題。 

4. 能量分配(energy distribution) 

    在組織中的參與者，不可能每個人對問題都貢獻相同的能量，可分為

三個種類。 

 重要決策者-較少能量(important people-less energy) 

若組織中的參與者有階級之分，則愈高階者，其所貢獻的能量就愈少。 

 相同能量(equal energy) 

組織中的所有人，其貢獻之能量均相等。 

 重要決策者-較多能量(important people-more energy) 

若組織中的參與者有階級之分，則愈高階者，其所貢獻的能量就愈多。 

垃圾桶模式的運作過程，可以四個資訊串流 (stream)及三個假設理論

(assumption)來說明之。每個資訊串流為一個變數，且為一時間函式 f(t)，表示此

變數會隨時間 t 的流逝而改變。四個資訊串流如下所示： 

1. 選擇機會串流 

    垃圾桶中有多個選擇機會，每個選擇機會各包括：此選擇機會可完成

決策之時間點；以及一決策結構，列出所有可參與此選擇機會的人，而每

個時間點從中擇一參與。 

2. 問題串流 

    每個問題皆包括：此問題被注意到之時間點；一管道結構，列可進入

之選擇機會，在每個時間點擇一進入；另外也包括解決這個問題之必要能

量(required energy)。 

3. 解決方案串流之速率 

  為解決方案進入垃圾桶之速率，會影響參與者之能量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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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參與者的能量串流 

    垃圾桶中有數位參與者，每位參與者有各自的可貢獻能量之總量，會

隨時間而改變。 

為了使上述所有變數能運作，產生了以下三假設理論： 

1. 能量分配假設(energy allocation assumption) 

每位參與者的能量，在每單位時間下，只能貢獻給一個選擇機會，如

圖 2-1-7 所示。每次所貢獻對像之選擇機會，是從此參與者可參與之選擇

機會中去選擇最適當者。 

 

 

 

 

 

圖 2-1-7  能量分配示意圖 

2. 問題分配假設(problem allocation assumption) 

每一個問題，在每單位時間下，只會進入(access)一個選擇機會，如

圖 2-1-8 所示。每次問題能進入的選擇機會，是從此問題可進入的多個選

擇機會中，選擇最適當者。 

 

 

 

 

 

圖 2-1-8  問題分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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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能量總和假設(energy additivity assumption) 

每個選擇機會需要的有效能量(effective energy)，為此進入此選擇機會

的所有問題之必要能量(required energy)總合。而每個選擇機會可得之有效

能量，為所有參與此選擇機的參與者，其所貢獻之能量總合，如圖 2-1-9

所示。當選擇機會可得之有效能量，大於或等於總必要能量時，一個決策

就產生了，在圖 2-1-9 中，只有第三個選擇機會的可得有效能量(=5)，是

大於總必要能量(=3)。 

 

 

 

 

 

圖 2-1-9  能量總和示意圖 

    提出垃圾桶模式之學者，認為大學的組織在做決策時，是無政府狀態。因此，

就以大學為應用例子，使用電腦來模擬垃圾桶模之決策過程。從其模擬結果可得

知，垃圾桶模式之決策過程，會受到組織結構(決策結構、管道結構、淨能量負

荷、能量分配)之影響。而根據模擬之結果，可分為三種決策類型： 

1. resolution 

當系統(垃圾桶模式)運作一段時間後，決策順利地產生。 

2. flight 

    當系統運作一段時間後，沒有任何決策可產生。當問題離開選擇機會

後，決策才產生。 

3. oversight 

在問題被注意到前，可得的有效能量已足夠產生一新決策。 

    依垃圾桶決策模式所決定之解決方案，不見得是好的解決方案，但其替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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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混亂的情況下，提出了一套可用來做決策的模式。 

    在垃圾桶決策模式提出之後，陸續有學者投入後續之研究，垃圾桶模式已成

功應用在教育(Clark & David, 1980)、公眾事務(Sproull, Weiner & Wolf, 1978；

Lavitt & Nass, 1989)、政府政策(Kingdon, 1984； Kingdon, 1995)及軍事(Bromiley, 

1985)等領域，另外也有對原先之垃圾桶模提出簡化模式(Takahashi, 1993；

(Takahashi,1997)，稱為簡單垃圾桶模式(Single Garbage Can Model)。以下就幾個

較晚期之研究，做一簡單介紹。 

1. 職業管理(Romelaer & Huault, 2002) 

    在此研究中，是針對國際性的職位及轉職上的決策做分析。此研究認

為，傳統的管理方法，必須是此決策能透過程序及階級組織來加以控制

時，才能發揮作用，而國際職位及轉職決策則無法使用此方法。依據過去

垃圾模式的相關研究，可整理出 21 項垃圾桶決策模式的特性。在此研究

中，即針對此 21 項特性加以分析，訪談了幾位曾面臨此種情境的人，分

析訪談結果，證實國際職位及轉職決策同樣具備此 21 項特性，且使用垃

圾桶模式，比傳統模式更加有效。在此應用問題中，垃圾桶模式中四要素

之參與者即為受訪者；問題為是否要接受國際性的轉職；選擇機會為公司

分派職務；而解決方案則為接受或拒絕。 

2. 政府政策(Lipson, 2004) 

    當冷戰時期進入尾聲時，英國政府在維持和平的政策決策環境也發生

了很大的改變。這些轉變，是導因於國際權威分布的轉移，以及過去在冷

戰時期的安全威脅、規範及想法等。在此研究中，認為英國政府符合無政

府狀態組織的三大特性:模糊的偏好、不明確的技術、流動的參與者，因

此試著使用垃圾桶模式來解釋英國政府維持和平政策的改變。在此研究

中，垃圾桶模式中的四要素分述如下： 

 參與者 

    所有與維持和平有關之政府人員，例如安全委員會(Security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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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員。 

 問題 

    國際間所發生的一些事件，例如波斯灣戰爭、盧安達的內戰、薩伊與

剛果的難民危機以及以色列與巴勒斯坦之間的衝突等。 

 選擇機會 

   例如戈巴契夫政體之態度，由於其傾向於和平，因此造成蘇維埃政府

之瓦解；或是人民之民族或國家意識。 

 解決方案 

    可能的解決方案有採取協商會談，或是訂定某些計畫，使內亂國家能

安定等。 

 

第二節 增強式學習 

    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及學習式機器(machine learning)的研究領域

中，傳統的方法是向具有足夠知識的老師學習，或是自一具有建模完整(complete 

model)的環境推論(reasoning)而來。增強式學習同樣是用於人工智慧和學習式機

器上，但和上述之傳統相較，增強式學習是著重於自互動中學習(Sutton & Barto, 

1998)。 

    增強式學習是一代理人(agent)處於一環境之中，而此環境會有不同的 state，

為因應環境 state 之變化，代理人會根據環境給予之某些信號而做出相對之

action。增強式學習之定義，具有兩項特徵(Glorennec, 2000)，一為此代理人會和

環境之間有互動，代理人加上環境即為一動態系統；一為代理人為依據環境給予

之信號(為 reward 或 punishment)，來修改其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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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1  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amework 

    增強式學習之一般化架構如圖 2-2-1 所示，而其一般化過程如下： 

1. 在時間點 t 之下，代理人處於環境中的 state ts 之下。 

2. 代理人在此狀態 ts 之下，選擇一可能之 action ta 。 

3. 執行 ta ，自環境中得到一 reward 1+tr ，以及下一時間點 t+1 之狀態 1+ts 。 

4. 1+← tt  

5. 回到第二步驟 

    增強式學習與其他學習方式的明顯不同點，就是增強式學習在 exploration

和 exploitation 之間面臨了兩難的狀況(Sutton & Barto, 1998；Kaelbling,1996)。由

於增強式學習的代理人為了要得到最大的 reward，代理人必須要從過去已嚐試過

並能得到有效 reward 之 action 中，去找尋有最大 reward 者；但是代理人也必須

在過去未試過的 action 中去探險。因此，代理人必須 exploit 已知之部分，還必

須 explore 未知之部分。此兩難在於，在執行增強式學習時，若同時兼顧二者，

會導致學習成效不佳或失敗。 

    增強式學習的代理人追求之目標，為使自環境得來之 reward 最大。較常見

之方法，是選擇一 action ta ，使得 expected discounted return 值為最大，expected 

discounted return 如下列方程式所示： 

...}{ 3
2

21 +++ +++ ttt rrrE γγ  

在方程中，γ為一 discount-rate 參數，且 10 ≤≤ γ ，類似財務中之利率；r 則為不

同時間點之下所得之 re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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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了尋求最大的 reward，增強式學習必須去改善代理人的決策 policy。Policy

是 state 與 action 之間的對應(mapping)，或是 action 被執行之機率分配。當起始

之 state 為 ts ，且使用一 policy 為 π時，其所得之 expected discounted return 稱為

在 state ts 時使用 policy π 之 value。在 policy π 之下，對應(mapping)所有 state

及其 value 之方程式，稱為 policy π的 state-value 方程式： 

}...{)( 3
2

21 ssrrrEsV tttt =+++= +++ γγπ
π  

    若有二 policy π與 π´，若對所有的 state 來說，只有當 )()( ' sVsV ππ ≥  

時，則 policy π比 policy π´較好或相同。若 policy π比其他所有 policy 都要來得

好，則 π為 optimal policy。增強式學習的代理人，即是要找出 optimal policy，

以得到最大之 reward 值。 

    增強式學習的演算法有許多種，代理人使用不同的演算法，在與環境互動

時，可即時改變 policy。在多種演算法中，tabular 1-step Q-learning(Watkins,1992)

為最簡單增強式學習演算法中的一種。Q-learning 在每次的 state transition(自某一

state 轉移到下一 state，即 agent 執行了某 action，而得到另一新 state 的過程)，

會去更新 Q-learning 之 table。在此 table 中，對每對 state s 和 action a 之對應

(mapping)有個 entry ),( asQ 來表達之。當自 state ts 轉移至 1+ts 時，會執行一 action 

ta ，並得到一 reward 1+tr ，則此演算法會以下列之式子更新 table： 

)],(),(max[),(),( 11 tttttttt asQasQrasQasQ −++← ++ γα  

式子中之 α，為一學習速率，當 ∞←t 時， 0←α 。Q-learning 所採取之 policy

是 greedy policy，即選擇最大之 ),( asQ 。 

    在增強式學習之研究領域中，除了上述之 discounted return 之外，後有學者

(Schwart, 1993)提出其問題，並另提出一 average reward 之觀念。之後陸續有學者

投入 average reward 的研究中(Singh, 1994；Mahadevan, 1996)，並提出演算法，

例如 H-learning(Tadepalli & Ok, 1994)。 

    增強式學習之應用範圍相當廣泛，許多都以模擬之方式進行，例如推車之平



 22

衡(Barto, Sutton, & Anderson, 1983)、電梯(Crites & Barto, 1996)、能快速爬上山之

車子(Sutton , 1996)等；另外亦有將增強式學習應用在網路社群中(Isbell & Shelton, 

2001)。 

 

第三節 BDI 代理人 

    隨著人類社會不斷地進步，新興科技之應用環境也愈趨於複雜，在管理大範

圍之嵌入式軟體系統(embedded software system)也愈加有挑戰性。一般而言，軟

體系統之設計，希望能設計出一可靠(reliable)、可維護(maintainable)以及可擴充

的(extensible)系統(Kinny, Georgeff, Rao, 1996)，為因應此種需求，      現今在

設計應用系統上提出了代理人導向(agent-oriented)的觀念。 

    代理人(agent)為人工智慧領域中之專有名詞，代理人所處之環境為一會變化

且為不確定(uncertain)的世界，代理人可意識環境的改變並做出適當動作，其具

有可反應的(reactive)、自主的(autonomous)、內部自我激發(internally-motivated)

之特性存在。 

    代理人導向系統目前已有許多的成功應用例子，其中一個常見的代理人架構

為 BDI，使用 BDI 架構之代理人即稱為 BDI 代理人(BDI agent)。在 BDI 架構中，

將代理人視為具有某些人類心智上的態度-Beliefs、Desires、Intentions，可以完

整地表達其可感應之事件、可執行之動作、其所具備之知識、其所採用之目標以

及來源自 intention 之計畫。BDI 代理人有三個 model，分述如下： 

1. Belief model 

    描述此代理人所處環境的所有資訊，其所持有之內部狀態以及可執行

之動作。所有可能之 belief 或 properties，皆被一 belief set 來描述之。而

一個或多個的 belief states-instances of the belief set，會被定義且用來描述

成此代理人之初始狀態。 

2. Goal model(Desir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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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代理人可能採用之目標(goal)，以及可做反應的事件(event)。此

model 中包括了一 goal set，來詳細指明所有的 goal 及 event，以及一個或

多個的 goal states，其為用來描述代理人之初始狀態。 

3. Plan model 

    描述代理人可能用來執行以達到目標之計畫(plan)。其中包括一 plan 

set，來指明各別計畫之 properties 以及控制結構(control structure)。 

    要 model 一 BDI 架構之代理人，可分為二個步驟： 

1. Analyze the means of achieving the goals 

    針對每個目標(goal)，分析要如何各別達到，並將其分解，分成不同

之子目標(subgoal)及動作。接著分析子目標之順序，及在何種狀況之下，

要執行何種子目標，還有什麼樣的錯誤必須被處理，並對產生能達到各個

子目標之計畫。 

2. Build the beliefs of the system 

    分析所有控制活動或動作之狀況，並將之分解。再針對子目標之計

畫，分析其必要之 input 及 output 資料，並確定所有資料皆存在於 belief

中，或是存在於較早執行的計畫中。 

    在尋找餐廳之應用實例(Lin, Wiggen, Jo, 2003)中，是將 BDI 架構應用於行動

裝置上，當使用者想找餐廳時，可使用行動裝置做為輔助，來找尋在某範圍內適

合的餐廳。在 BDI 架構中，belief 為餐廳之資訊，包括位置、價格、型態等，以

及使用者之 profile，記錄使用的每次選擇結果；desire 則為找到符合使用興趣之

餐廳；intension 則是依使用者的所有興趣，分成多個子計畫。 

    在 BDI 代理人中的成功應用，還有由 Agent Oriented Software Pty. Ltd.(AOS)

所開發出之 JACK(Busetta, Ronnquist, Hodgson & Lucas, 1999)，其為一智慧代理

人，是利用 Java 技術所發展出之 multi-agent 系統，並採用 BDI 架構，可提供一

用於商業、工業及研究上的應用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