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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系統架構 

    本章節將分二部分，第一節為 MNR 系統實作的架構，描述系統包含的模組

及其主要功能；第二節為描述系統的詳細運作流程，以及系統畫面的說明。 

第一節 組成元件與功能 

    圖 5-1-1 為 MNR 系統的運作架構圖，在前端為使用者與遠端的參與者，後

端則是多個服務提供者。若在老人居家照護的情境中，前端就是老人本身及其親

朋好友，後端則是負責提供居家照護服務的廠商。圖中白色方框就是本研究的

MNR 決策代理人，此一系統為建置在 J2SE 的平台之上，由多個功能模組所組

成，以下一一加以說明： 

1. UI Module 

    由於本系統必須藉由得知使用者的反應，來學習使用者的偏好。使用者

反應包括了決策時間和使用服務時間，其中決策時間是利用介面的呈現來得

知。當決策程序完成後，UI Module 即產生一介面，呈現本系統的決策建議，

讓使用者決定是否要接受。 

2. Profile Module 

    在本研究的決策過程中會考量到資源量的足夠與否，資源包括了使用者

本身的內部資源以及使用者親朋好友的外部資源。不同的使用者，其所擁有

的內外資源均不同，在本系統中 Profile Module 即記載了使用者的資源、使

用者的親朋好友是誰、其親朋好友分別擁有的資源等。 

3. Task-Chosen Module 

    Task-Chosen Module、AH-Learning Module、BDI Module 為本系統的核

心架構，三者的功能皆為決策運作的一部分。Task-Chosen 為專責處理使用

者的多重需求，會自多重需求中選擇出在當下可得的資源量中，可以被滿足

的單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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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H-Learning Module 

    此模組中有一 AH-Learning 演算法，藉由此演算法的運作，系統可選擇

出最能符合使用者當下需求、偏好的服務類別，並且會根據使用者的反應，

對決策法則進行修正。 

5. BDI Module 

    此一模組採用 BDI 架構，在 Intension Model 的部分是知識庫(knowledge 

base)，記載了MNR系統運作情境下所需具備之知識。當AH-Learning Module

決定出服務類別後，此模組即會依服務類別和使用者偏好，來決定出服務描

述，亦會依照使用者的反應來修改決策的法則。 

 

 

圖 5-1-1  MNR 系統運作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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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系統流程與畫面 

    本研究之目的，是希望當使用者有多重需求產生時，MNR 決策代理人能依

照使用者的偏好，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之下，提供適當的服務建議給使用者。圖

5-2-1 為本研究提出的 MNR 決策代理人之系統運作流程，以 UML 中的順序圖來

表示之。以下即以條例方式來對流程加以說明： 

1. 當使用者有多重需求產生時，則會啟動 MNR 系統，此時不僅是使用者的多

重需求會傳遞給 MNR 系統，同時所有可能參與決策過程的角色(外部參與

者)也會傳送給 MNR 系統。 

2. 在 MNR 系統中，首先由 Task-Chosen Module 來處理使用者的多重需求，此

時會先亂數選擇出單一需求，並傳送給 AH-Learning Module。 

3. AH-Learning Module 會根據接收到的需求，使用 AH-Learning 演算法來選擇

出服務類別，並回傳給 Task-Chosen Module。 

4. Task-Chosen Module 收到服務類別後，會將服務類別和角色傳送至 User 

Profile Module 查詢現在可得的資源量。 

5. User Profile Module 回傳現在可得的資源量。 

6. 若可得資源量無法大於或等於最低的服務類別資源限制時，則重覆 3.，選擇

另一服務類別；若連續三次找出的服務類別皆無法滿足資源限制，表示當下

的資源無法滿足被選擇的需求，故重覆 2.，選擇出另一需求；若可得資源量

為大於或等於資源限制，則 AH-Learning Module 會將服務類別傳送給 BDI 

Module。 

7. BDI Module 會依照接收到的服務類別，採用 BDI 架構來決定出服務描述。 

8. BDI Module 結束決策程序後，會啟動 UI Module。 

9. BDI Module 將服務類別和服務描述傳遞給 UI Module。 

10. UI Module 產生一介面，將決定出的服務建議呈現給使用者。 

11. 當使用者做出決定時，即會將其反應回送給 UI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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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UI Module接收到使用者的反應後，會分別將使用者反應傳送給AH-Learning 

Module 和 BDI Module，使其能修改內部決策程序。 

    當 1.至 12.完成，MNR 系統即完成一回合之決策，當使用者又有多重需求產

生時，流程會自 1.重新開始。MNR 系統即藉由多次回合的流程循環，學習到使

用者的偏好，才能決定出適當的服務建議。 

 

 
圖 5-2-1  MNR 系統順序圖 

 

    本系統的畫面可分為兩大類，一為呈現決策的過程；一為呈現服務資訊給使

用者的介面： 

一、決策過程 

1. 系統初始畫面 

    圖 5-2-2 的初始畫面，由於尚未啟動決策程序程序，故畫面上的所有資

源皆為空白，當按下「start」按鈕，就開始了本系統的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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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2  系統初始畫面 

 

2. 決策完成畫面 

    當模擬完成後，呈現的畫面如圖 5-2-3 所示，畫面中會呈現出各階段的

決策資源。在 Input 部分會呈現此回合的多重需求以及遠端參與者的編號；

MNR agent 部分則是呈現出被選擇到的需求、決定出的服務分類、可得資源

量是否足夠以及決定出的服務描述；User’s response 則是呈現使用者在決策

時所花費的時間，以及使用服務所花費的時間。由圖 5-2-3 中所呈現出的資

訊可得知，在此一回合中，老人產生了 family 和 creativeLife 二種需求，並

且有三位外部參與者(11,12,16)可參與此次的決策過程，經由 MNR 系統的運

作後，最後決定滿足 family 的需求，並提供服務類別為 takingCommunity 的

服務建議，當下可得的資源量亦可滿足 takingCommunity 的最低資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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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也 決 定 出 相 對 應 的 服 務 描 述 。 由 於 選 擇 的 服 務 分 類 為

takingCommunity，屬社群(community)性質，故在服務的描述上，其範圍

(scope)較為廣泛，故 reachability 為 area，而非 local，但又因範圍廣泛，必

須考慮使用者是否能負擔，故 hetergeneity 為 costMatched；服務的來源(source)

則是要考量使用者的與他人的關係，故為 socialNetword 之下的

relationshipProximity；而提供給老人的服務型態(type)應較重視人與人的關

係，故為 community 之下的 relationship。當 MNR 決策代理人將此一服務建

議提供給使用者後，得到使用者的相關回應，分別是決策時間為 8(單位為

秒)，而真正使用服務的時間為 35(單位為分)。 

 

 

 

 

 

 

 

 

 

 

 

 

 

 

圖 5-2-3  系統執行完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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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務資訊  

    對使用者而言，並不會看到上述的二種畫面。本系統在決策程序完成時，

會提供另一畫面呈現給使用者，如圖 5-2-4 所示。在圖 5-2-4 中，會呈現給使

用者服務建議的相關資訊，包括了服務名稱以及此服務的簡短描述。使用者在

得知服務建議資訊後，即可透過「accept」和「reject」按鈕來選擇接受或拒

絕服務建議。 

 

 

 

 

 

 

 

 

 

圖 5-2-4   使用者(老人)所見系統畫面 

 

第三節  iCare 整合應用平台 

    本研究所提出的決策模式，於前後端皆各有一假設模組，前端模組負責找出

使用者需求和參與的角色，後端模組則依據決策出的服務類和描述，來找出最終

服務，MNR 模式若與前後端模組整合後，則為一完整的應用平台。在 e-Care 的

領域中，iCare 即為一正在發展中的整合應用平台，此平台是以老人為使用對象，

提供智慧型的居家照護，其架構如圖 5-3-1 所示，圖中以虛線註記之部分(Garbage 

Can Model)即為本研究所提出之 MNR 決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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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iCare Building Blocks 

    Needs Identification 負責發掘(discovery)使用者需求以及決定參與的角色；

Case Based Reasoning、Brainstorming 與本研究之 MNR 模式皆屬於中間的決策模

組，MNR 模式是處理多重需求，而另二種模式則是單一需求，其中 Case Based 

Reasoning 是處理較一般化的單一需求情況，Brainstorming 為處理較創新的單一

需求情況；SOA Service Provision 負責從眾多的服務提供者中，找出符合 Case 

Based Reasoning、Brainstorming、Garbage Can Model 決策結果的服務；Adaptive 

EDA 是由使用者事先訂閱(subscribe)服務，接著會依照使用者的價值觀，自動篩

選及主動提供即時事件服務；Collaborative Design & Pricing 則是藉由合作互動中

決定出適當需提供之配套式的服務(Bundled Services)，並收取適當合理價格。以

下用一情境做為例子，來了解 MNR 模式在 iCare 平台是如何應用。 

    李爺爺為一退休軍人，獨自居住在郊區的社區中，子女有時會回來探望，李

爺爺平時都過著規律且一成不變的生活，早起後外出運動，下午則四處散步或找

朋友聊天，晚餐過後即入睡。若李爺爺使用 iCare 整合平台，李爺爺將可過著多

采多姿的生活。李爺爺早上準備出門運動時，發現鑰匙不見了，此時平台會提醒

告知鑰匙可能的攞放位置；李爺爺運動返家後，此時事前訂閱的運動服務會提供

社區中相關的運動資訊；中午吃過飯後，李爺爺突然想起很久沒看到女兒，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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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兒的照片回憶著，此時平台會聯絡李爺爺的女兒，讓她打電話給李爺爺，告訴

李爺爺晚上可以過去探望；原本李爺爺打算晚飯過後要去朋友家拜訪，但女兒此

時要來拜訪，不知道該如何是好，於是 iCare 平台提供了遠距聊天的服務，讓李

爺爺在女兒的陪伴下，可以透過網路與朋友聊天。 

    在上述情境的結尾，李爺爺想要去和朋友聊天，又想在家中等待女兒前來，

於是有了 social connection 與 family 的雙重需求，此時 MNR 決策模式在接到

Needs Identification 所發掘出來的多重需求，根據當下可得的資源量以及李爺爺

的個人偏好，決定出適合李爺爺的服務類別和描述，由於李爺爺的女兒要前來探

望，所以李爺爺的時間不足以到朋友家拜訪，而李爺爺本身是屬於樂於和朋友交

際的活潑個性，較偏好 takingCommunity 類別的服務，因此 MNR 決策出當下資

源 量 足 夠 的 takingCommunity 和 服 務 描 述 (scope reachability area ；

scope heterogeneity ； source social network relationship proximity ；

type community relationship)，最後交由 SOA Service Provision 找出相對應的遠

距聊天服務來提供給李爺爺。 

    在此整合平台中，MNR 模式是屬於中間決策者的角色，負責處理多重需求

的情況。在此平台中，所有模組均視為是一種服務，建構成 SOA(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架構，把每個模組使用 IBM webshpere application server 發佈成 web 

service 之後，即可於任何電腦上透過網路來呼叫並使用 MNR 服務，而各模組皆

使用 XML beam API，因此模組之間可利用 XML 文件來進行溝通，包括前端傳

入的多重需求與角色，以及 MNR 服務所產出之服務類別與描述，所有的輸入與

輸出資訊均以 XML 文件傳送，藉由此方式與前後端模組進行縝密合作，提供老

人良好的智慧型居家照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