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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獻探討 

2.1 個人化 

 

2.1.1 個人化的程度 

 

    由於網路的興起造成電子商務的發展，增加了行銷的管道。網站商家可以直接面對

顧客提供服務，因此行銷的區隔就更縮小為個人，能以一對一的方式進行行銷。網站商

家必需要抓緊個別使用者的特性，提供獨特的服務才能夠抓住顧客的心，進而增加獲

利。個人化就是指系統能夠觀察與判斷使用者的獨特需求而快速的反應(Dean,1998)。
網站要提供客戶獨特的服務就是要提供個人化的服務來給顧客，使顧客覺得有被重視，

享受到超值的服務。 

    個人化的程度包含有推薦的準確性、推薦的有用性。要測量準確性與有用性有兩項

考量的因素，第一個是意外的發現，若是系統可以推薦給使用者出乎奇意料之外的發

現，但是卻又是對其有用的發現，那麼系統將會是有用的並且準確的。第二個就是個人

化，系統能提供使用者個人化的資訊也就是針對不同使用者提供不同的資訊。 

 

    Schafer 等人(2000)將個人化分成三類，以區分個人化的概念運用在網站上程度上

的差異，藉此我們可以檢視網站提供的個人化服務是到達哪一個程度，以下是三個程度

的分類: 

 

1. 非個人化(Non-Personalized):系統提供不同的使用者相同的服務，例如熱門的音

樂、電影、服飾、新聞資訊等。 

 

2. 非永久性個人化(Ephemeral Personalization):系統依照使用者的意願，選擇其需

要的資訊提供其個人化的產品或資訊。 

 

3. 持久性個人化(Persistent Personalization):自動提供顧客個人化的服務，根據顧

客的需求提供差異性的產品或服務。 

 

2.1.2 個人化的程序 

 

    Adomavicius 與 Tuzhilin(2001)提出建立個人化有以下的幾個步驟，包括收集顧客

資料、建立顧客輪廓、相似度比對、傳遞與呈現個人化資訊、測量顧客回應，由上而下

進行且最後顧客回應回饋到各個步驟，如下圖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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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個人化步驟 

 
2.1.3 個人化資訊的取得 

 

個人化網站的資訊如何獲得?Allen 等人(1998)提出以下幾種網站個人化資訊獲得方法: 

 

1. 線上註冊（online profile／registration）：透過線上註冊工具，要求使用者輸入

個人資料，網站便可藉此類資料提供個人化服務。 

 

2. 顧客資料庫（customer database）：所有顧客的相關資料都儲存在資料庫中；例

如：電話、地址、職級、查詢記錄、線上交易、興趣等，用於顧客個別資料的

存取，以此作為資訊個人化之基礎。 

 

3. Cookies：Cookies指的是以文字檔型態儲存於使用者電腦中的資訊，透過這些資

訊網站業者可以進行網頁客製化，提供個人化的網頁服務。cookies的運作，是

以連結網站的電腦IP為資訊擷取對象，而非使用者個人；使用者造訪某特定網

站時，cookies通常可藉由IP和密碼辨認使用者身份。 

 

4. 顧客回饋資訊（customer feedback）：透過使用者對系統進行回饋可以收集使

用者的喜好，與使用者互動以更加了解使用者或修正系統對使用者輪廓的認

知。例如，收集顧客滿意度調查、線上意見表、線上問卷等顧客回饋資訊，均

可作為個人化服務的依據。  

 

5. 互動追蹤（interaction tracking）：當使用者與網站互動時，互動由網路伺服器

記錄下來，並進行資訊的個人化程序，使用者再次造訪時，網站便可根據使用

收集顧客資料 

建立顧客輪廓 

相似度比對 

傳遞與呈現個人化資訊 

測量顧客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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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追蹤資訊，從而提供個人化服務。  

 

2.2 推薦系統  

 

2.2.1 推薦系統簡介 

 

由於網際網路的發展，人們感受到很大的便利性，透過網際網路快速、24 小時運作

的特性，不管是在資訊的擷取、商品的購買或是資訊的交換上，都比以往沒有網際網路

的時候更加的便利。隨著資訊基礎建設成熟，電子商務也就蓬勃的發展，對商家跟消費

者而言都產生了新的消費模式。消費者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行資訊擷取與購買

商品的行為，縮短了商家與消費者的距離。但是，資訊過載造成消費者面對眾多的資訊

或商品無所適從，而且網站上缺乏店員，對於顧客的特性與興趣並不了解，無法像實體

商店一般提供客戶商品介紹、推銷、問題的解答等個人化(Personalization)的服務。

企業希望能提供個人化的技術讓顧客更為滿意，因此提供個人化服務的技術也就顯的日

益重要。 

 

為了解決個人化的問題，推薦系統是其中一個被提出的解決方法，能有效保留用

戶、防止用戶流失，提高電子商務系統的銷售。 

 

推薦系統的定義有許多種解釋。Schafer 等人(2000)表示透過推薦系統紀錄使用者

對產品的偏好知識來引導使用者，這些知識可能是專家知識或是從消費者行為中挖掘出

來的知識。McDonald(2003)認為推薦系統所應用的推薦方式可以分為內容過濾、協同式

過濾與連結導向: 

 

1.內容過濾:內容過濾式的推薦藉由分析使用者的特性建立使用者的 Profile，然後測量

所給予內容或商品與使用者的 Profile 的相似度，最後推薦具有高相似度的內容或商

品給使用者。內容過濾式推薦最大的挑戰是辨識物品或資訊的特性，與建立符合使用

者特性的 Profile。分析的技術包含貝氏機率法則與基因演算法等。 

 

2.協同式過濾:協同式過濾不同於內容過濾會考慮其他使用者的偏好，藉由同群體的使

用者的評價來進行推薦。這個方法主要是先辨識與使用者相似的同群體(Nearest 

Neighbors)，然後根據同群體的偏好去預測未知的使用者偏好。協同式過濾透過同群

組曾經購買或觀看過的資訊之評分高低來推薦給同一群組的使用者。 

 

3.連結導向系統:連結導向系統是以圖論演算法(Graph-Theoretic Algorithm)找尋最多

人參照的連結。 

   



 14

    協同式推薦可說是推薦系統的前身，1992 年首先由 Goldberg(1992)提出，應用於

電子郵件分類系統 TAPESTRY 上，該系統的主要目的是在過濾電子郵件，後來延伸到所

有的電子文件。使用者可以透過查詢語法建立查詢，經由不同的查詢過濾出自己有興趣

的郵件。此系統仍然需要使用者自己建立查詢語法，而非系統主動進行推薦。 

 

    1994 年 Resnick 發展 GroupLens 為使用假名的協同式過濾系統，系統中最先採用

neighborhood-based 的演算法，以 Pearson 相關係數計算每個使用者的相似度，以尋找

適合的群組，然後對使用者可能感興趣的新聞進行推薦，此時系統已經可以主動進行推

薦。 

 

    1995 年 Ringo(Shardanand 等人 ,1995)與 Bellcore Video Recommender(Hill 等

人,1995) 提供使用者一個排序過的商品清單，使得此技術變成推薦系統發展至今的核心

工作之ㄧ，推薦系統發展的更成熟，並廣泛的應用在各式各樣的商業系統上。 

 

協同式推薦的步驟如下: 

 

1.建構一個使用者的 Profile:通常包括使用者對資訊或物品的評價，透過評價的等級來

加以評分而取得的資料。 

 

2.比較使用者與其他使用者的 Profile:比較使用者與系統中所有使用者的 Profile 並

計算相適度。 

 

3.建構最近鄰居的群組:找出 N個最相近使用者的群組來當作推薦的基礎。 

 

4.使用最近鄰居的群組去進行推薦:加權最近鄰居群組的 Profile 來對於新的物件的評

價做預測以推薦給使用者。 

 

    內容導向的推薦系統需要將欲推薦給使用者的資訊或物品分類。經過擷取關鍵字來

代表文章或是擷取屬性代表物品以達到分類的目的。而系統也擁有描述使用者興趣的

Profile，將 Profile 中的興趣項目與分類的資訊或物品做比對(Match)，相似度高者就

是使用者可能感興趣的資訊或物品。應用此作法的設計的系統有 SIFT、InfoScope 與

TREO。 

 

    Schafer等人(1999)則依照推薦的介面、推薦的技術、尋找推薦的方法來進行分類。

以下對各名詞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推薦介面可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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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瀏覽(Browing):透過網頁要求(Request)來進行搜尋推薦，因此可以保持推薦的品

質，且快速的連結到推薦的物品。 

2.相似物件(Similar Item):透過使用者購買的產品來推薦使用者遺忘或是沒注意到的

相關產品。 

3.E-mail:直接透過電子郵件來進行使用者有興趣的物品之推薦。 

4.文字評價(Text Comment):依照其他顧客對產品的文字評價好壞來推薦產品給使用者。 

5.平均評價(Average Rating): 依照其他顧客對產品的平均給分高低來推薦產品給使用

者。 

6. Top-N:將使用者最有興趣的前N項物品列表。 

7. 順序搜尋結果(Ordered  Search Result):比Top-N更寬鬆，允許使用者繼續去觀看

和他們興趣高度相關的物品。 

 

推薦技術則有： 

 

1.非個人化推薦:基於其他使用者的評價給予推薦，因此每個人的推薦結果都相同。 

2. 屬性基礎(Attribute-Based):依照產品的句法屬性推薦給顧客。 

3. Item-to-Item Correlation:基於顧客可能喜歡的產品群來進行推薦，類似於內容推

薦。 

4. People-to-People Correlation:基於該使用者與其他顧客的相關性進行推薦，就是

合作式推薦。 

 

尋找推薦的方法可為： 

 

1.Organic Navigation(組織的瀏覽):以物品資訊頁的方式呈現，使用者只要接受推薦

即可，可能包含額外的物品、評鑑、文字評價等。 

2.Request Recommendation List(要求推薦列表):使用者利用工具基於先前的喜好來存

取推薦， 

3.Selection Options(選擇項):透過預設的選項為基礎，實際的與系統互動來獲得推薦。 

4.Keyword/Freeform(關鍵字):最多的互動，透過一組文字形式的關鍵字來獲得推薦。 

 

2.2.2 推薦方法的優缺點與混合式推薦系統 

 

    協同式推薦系統雖然是目前普遍成功的技術之ㄧ，但仍然存在著兩個主要問題: 

 

1. Sparsity Problem:如果需要評比的商品太多則會造成資料矩陣過於稀疏，使得共同

被評比的資料相形之下過少，造成計算出來的相似度沒有代表性。欲提高資料矩陣

密度的方法就是讓使用者做更多的評比，但是這並不符合使用者習慣且可能造成使

用者的負擔而使的系統不實用。因此這個問題是推薦系統目前普遍面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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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d-Start Problem:協同式推薦系統為使用者進行推薦時，透過該使用者的評比資

料或是其他屬性找尋合適的群組。但是對一個使用者而言則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使

用者該開始使用系統所以並無相關的使用者資料，引此系統根本無法推薦使用者任

何資訊或產品。 

 

內容推薦系統根據使用者本身的Profile與建立好的資訊或物品屬性作配對，可以彌

補協同式推薦地缺點，但其仍有以下三個缺點: 

 

1. 由於內容推薦是內容導向的，因此如果要推薦文件或是其他類型的資訊，例如影

片、圖檔等都是可以必須被機器解讀，或是經由人工的方式分析其內容，才能建立

其屬性。對於某些難以靠機器判斷的資源，便需要複雜的處理程序。 

 

2. 內容導向推薦系統無法推薦已知事務之外的情況。因為它靠文件的屬性及使用者

Profile中對興趣的描述來產生推薦資料，因此推薦的內容便侷限在這個領域，可

能對於使用者獲取資訊的來源有太過狹隘的影響。 

3. 若是同時有兩邊具備類似關鍵字的文件，但其中一篇比另一篇言之有物，內容推薦

系統也無法判斷孰優孰劣，因此無法保證推薦的品質。 

 

使用兩種或兩種以上推薦方法的系統就稱為混合式的推薦系統。推薦系統的方法並

不是互斥的，可以交互運用內容推薦與合作推薦的方法。內容推薦的優點在於準確度比

協同式推薦高且解決稀少性(Sparsity)與擴充性(Scalability)的問題，因為它使用的

是Item-Based的方法，但是仍有許多缺點。協同式推薦則彌補了內容式推薦的缺點，但

是卻造成了精確度的降低，而且也有稀少性與擴充性的問題。稀少性就是協同式推薦無

法在使用者剛使用系統或是尚未有人對該物品進行評價時提供推薦。擴充性就是在使用

者與產品持續擴充下系統效率的問題。另外兩者都有同義詞的問題，系統無法判定相同

同義詞的關係將會造成系統無法找出潛在的需求，這部分可能要透過Ontology的建制才

能解決。因此有效的配合使用多種推薦方式才能使推薦的效果提高，有一些論文已經在

做這方面的研究，例如徐明哲(1993)、莊士民(2003)。 

 

    因此，混合式的推薦系統可以截長補短彌補各種推薦技術的缺點，這種推薦系統的

研究主要分為兩大類。第一類主要是將兩種以上推薦方法的結果混合在一起。例如

ProfBuilder(Wasfi,1999)與 Personal Tango(Claypool 等人,1999)。第二類則是將兩種

以上的推薦方法整合在一起產生一組推薦結果，如 Fab(Balabanovic 等人,1997)與

RAAP(Delgado 等人,1998)。 

 

 

2.2.3  使用者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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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是指與使用者意見相關或是企圖強調使用者的某些特性。Hanani(2001)認

為所有資訊過濾的系統都是為了要描繪出使用者並且將其需求以 Profile 的形式表現。

因此 Profile 的好壞也成為決定資訊過濾績效的指摽之ㄧ。許多學者都相信建立一個正

確的 Profile 是關鍵的因素，是否能表達出與使用者相關的 Profile 將是系統成功的重

要一環。 

 

推薦系統收集的資訊又可分為 Explicit Input 與 Implicit Input 兩種，Explicit 

Input 是指透過使用者明顯表達而建置的模式，例如使用者輸入的會員資訊與使用者評

分等。Implicit Input 則是指系統收集使用者的行為而抽取出的模式，例如瀏覽的時

間、Click、摘要的閱讀、全文閱讀、影印的文章、下載的文章、 E-mail 文章等使用

過程中產生的資訊，藉由觀察使用者的行為推論使用者可能的喜好。近來，Terveen 等

人透過隱性的資訊來推論使用者的偏好的研究也繼續發展(Good 等人,1999)。有學者甚

至提出除了收集使用者的喜好之外還要了解其喜好的原因，這樣才能完全的勾勒出使用

者真正的喜好。 

 

Explicit Input 常常讓使用者覺得不方便，在使用一個推薦系統時需要繁瑣的訓

練。Implicit Input 雖然解決的上述的問題，但是也可能會增加誤判的可能性。實際上，

兩種方式交互運用是比較可行的，而系統多在初期採用顯性模式以期能建立較為正確的

使用者模型，再採取隱性模式收集使用者資料配合資料探勘或是機器學習來預測使用者

的喜好，以減輕使用者的負擔。 

 

本研究並不著重在 Profile 建構方法的改進，所以在使用者資料收集方面採用顯性

的資訊收集方式，利用使用者的居住縣市、職級等顯著的屬性將使用者做分類。由於本

研究使用的方式是協同式的推薦方式，所以也沒有對個人的 Profile 做 Match 的動作。

只有在高分評價沿用上，針對使用者個人評分過的高分行程做簡單的篩選比對動作 

 

2.2.4  多維度推薦系統與現存推薦系統比較 

 

根據 Schafer 等人(1999)對 Amazon.com、CDNOW、eBay 等網站推薦系統的整理，表

1 列出現有的推薦系統的比較。由表中可以明顯的看出過去系統多是單維度的推薦。但

是，現實世界中使用者往往需要多維度的推薦。例如，在行程安排上，使用者除了需要

推薦到什麼地方外，可能還需要推薦什麼時候去、跟什麼人去、帶什麼重要物品等資訊。

或是，推薦使用者購買產品時除了推薦使用者購買什麼產品之外，還要推薦到哪裡買品

質比較好，何時去買比較便宜等資訊。因此，可以想見多維度推薦有其必要性。另外，

現有的推薦系統，多為產品或資訊的單一層次的推薦。使用者在接受推薦時有時候需要

比較粗略的資訊，有時卻又希望能得到更詳細的資訊。例如，推薦使用者到墨西哥餐廳

用餐時，使用者可能想要更詳細的墨西哥餐廳資訊，推薦系統應該能更有智慧的提供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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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層的資訊。 

 

表格 1 現有推薦系統比較 

資料來源:修改自 Schafer 等人(1999)  
2.2.5 相似度測量方法 

 

    測量使用者間相似度的方法有許多種，主要包括以下三種方法(Sarwar,2001):餘弦

相似性、相關相似性以及修正餘弦相似性 

 

1. 餘弦相似性(Cosine): 使用者評分看作為N维項目空間上的向量，如果使用者

對項目沒有進行評分，則將使用者對該項目的評分設為0，使用者間的相似性

通過向量間的餘弦夾角度量。設使用者I與使用者J在N為項目空間上的評分分

為表示為向量，則使用者I與使用者J之間的相似性SIM(I,J)為：  

JI
JIJICOSJISIM ϖϖ
ϖϖρρ

*
.),(),( ==  

分子為兩個使用者評分向量的內積，分母為兩個使用者向量模的乘積 

 

2. 相關相似性(Correlation):假設使用者I與使用者J共同評分過的項目集合 IJI

企業/應用軟體 

 

推薦介面 推薦技術 尋找推薦方法 維度 

Amazon.com 推薦

系統包含： 

 

Eyes E-mail 屬性基礎 關鍵字 單維度 

Customer Comment 平均評價 

文字評價 

聚合式評價 

輸入:文字、評價 

組織的瀏覽 單維度 

CDNOW 推薦系統包

含： 

 

MY CDNOW Top N 列

表 

People-to-People

Correlation 

輸入:評價 

組織的瀏覽 單維度 

Album Advisor 相似物件 

Top N 列

表 

Item-to-Item 

Correlation 

輸入:購買資料 

組織瀏覽 

關建字 

單維度 

EBay 推薦系統包

含： 

 

Feedback Profile 平均評價 

文字評價 

聚合式評價 

輸入:文字、評價 

組織瀏覽 

 

單維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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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則使用者I與使用者J的相似性SIM(I,J)通過Pearson相關係數度量: 

 

∑∑
∑

−−

−−
=

∈∈

∈

JCJICICIIC

JCJICIIC

RRRR

RRRR
JISIM

IJIJ

IJ

.,

,,

()(

))((
),(  

CIR , 表示使用者I對項目C的評分， IR 與 JR 分別表示使用者I與使用者J對項目的平均評分 

 

3. 修正的餘弦相似性(Adjusted Cosine):在餘弦相似性度量方法中沒有考慮到不

同用戶評分尺度的問題，修正餘弦相似性方法通過減去用戶評分的平均評分來

修正上述的缺陷，使用者I與使用者J共同評分過的項目集合用 IJI 表示， II 與 JI
分別表示使用者I與使用者J評分過的項目集合，則使用者I與使用者J的相似性

SIM(I,J)為: 

 

∑∑
∑

−−

−−
=

∈∈

∈

JCJICICIIC

JCJICIIC

RRRR

RRRR
JISIM

JI

IJ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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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 , 表示使用者I對項目C的評分， IR 與 JR 分別表示使用者I與使用者J對項目的平均評分 

 

2.3 個人化助理軟體 

 

Alan Turning 的 Turing Test 啟發了人工智慧的誕生，Negroponte 跟 Kayeu 將非

直接的 HCI(Human Computer Interaction)結合 Minsky 在智慧的想法而導致新的領

域—Interface Agent 的產生(Middleton ,2001)。 

 

Interface Agent 是一種智慧型、半自動化的系統，它能幫助使用者處理一種或數

種的電腦軟體應用。傳統上被視為一種助理軟體，它們觀察有關於使用者的行為、習慣、

喜好等知識，藉以幫助使用者完成某些任務(Kozierok 等人,2001)，並且藉由使用者回

饋來加以學習修正使其更有智慧。成功的 interface agent 並不會阻礙使用者的工作並

且會完成使用者交付的個人化的工作。人與 agent 合作的模式通常包括溝通、監督事件

與建置工作等。 

 

個人化的助理軟體是一種 Interface Agent，被應用在相當多的領域。例如工作的

管理、資訊跟郵件的組織、日曆排程等等。我們可以想像未來的助理軟體將有如個人秘

書一般，透過網路它可以幫你處理帳單、排定行程、自動下載資訊、購買產品等處理日

常生活的事務。顯而易見的，個人化助理軟體的成功與否在於它是否能夠有充足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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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個人化知識，提供使用者客制化的服務。 

 

我們要如何才能夠提供客制化的服務?有四種方式可以進行。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透

過使用者輸入的資料，透過使用者輸入的資料，系統可以學習使用者的設定來提供個人

化的環境。但是這並不是相當好的方式，因為使用者並不一定願意去花費時間在訓練軟

體上面，就算使用者願意訓練也不見得願意一直的 Update 這些知識。第二種就是軟體

自動經由使用者使用的過程中進行學習或模仿，將使用者的習慣，經驗轉換成規則來進

行個人化的服務。第三種是 agent 透過使用者利用一些基礎的 sample 來訓練或程式化。

最後一種是 agent 向其他有經驗的 agent 詢問以獲得一些建議來幫助使用者。 

 

過去行程排定的軟體多為讓使用者自行依照需求去排定行程，但是使用者發現時常

需要排定一再重複的行程，且在排定行程方面並沒有額外的資訊來輔助其排定出較以往

不同或是更好的行程。因此，有學者開始在排程訂定的過程中提供建議，透過以往使用

者排定的資料經由學習來加以建議，例如建議使用者排定會議時間的長短等等(Mitchell 
等人,1994)，或是經由學習來進行 Agent 之間的排程溝通(Jennings 等人,1995)。但並

未發現有學者針對使用者排定行程時提供額外的資訊方面進行研究，經由推薦系統的概

念，本研究冀望引進推薦系統的作法來提供使用者意想不到的資訊使行程排定軟體更有

智慧。 

 

2.4 分群介紹 

 

     資料分群主要是利用統計的方法將資料分成幾個相似的群體，透過演算法自動根

據資料的分布來找出相關的群組。透過分群可以使群組中的特色突顯出來，並與其他群

體區隔，亦即不同群體的特徵不同，再根據指定的條件在特定群體中搜尋運算。這種分

群方式不同於一般的分類方式是屬於一種非監督式的方法，最大的不同是在於分類必須

先到分類的依據，在依照定好的依據來進行分類。但是分群並不需要預先定義，因此分

群被使用在許多領域中使用包括推薦系統、資料探勘、人工智慧等。 

 

    分群方法 HAN、Kamber(2001)將其分成五種方法，分別為分割式分群

(Partitioned)、階層式分群(Hierarchical)、密度基礎分群(density-based)、網格式

分群(grid-based)與類神經網路分群(neural network)。分群的分類架構如下圖: 

 

1. 分割式演算法(Partitioned):將整個資料庫切成多個區段，然後依照規則調整區

段，使每一個區段內的資料相似度比區段外的相似度高。例如 K-Means、K-Medoid

等。例如 K-Means 就是將資料分割成 K群，依據一樣本資料到各群集重心的距離來

尋找最短距離的群集並將樣本資料歸於該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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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階層式分群(Hierarchical):一開始每個個體自成一群，尋找最近的兩個個體結合成

為一群，以此類推。持續進行到達成一個預設門檻值或是全部合成為一個群體時為

止。這種方法也可以反向運行。此方法會受到一開始找尋的起點影響與會受到極端

值的影響，因此通常會結合分割式演算法進行。 

 

3. 密度基礎分群(density-based):密度演算法利用計算密度的函數來計算某範圍內的

鄰近物件，如果物件的密度大於門檻值則歸於同一個群組。此方法可以避免極端值

的影響。分群的方法有 DBSCAN、OPTICS 等。 

 

4. 網格式分群(grid-based):先將物體空間切成一定數量的方格，套用網格系統，然後

以網格為單位處理資料，優點是可以節省資料處理時間，而時間改進要看切割的網

格數目多寡而定。分群的方法有 STING 等。 

 

5. 類神經網路分群(neural network):使用大量簡單的相連人工神經元來模仿生物神經

網路能力。人工神經元從外界環境或是其他人工神經元取得資訊，並加以非常簡單

的運算，並輸出到其他人工神經元或外在環境。分群的方法有自組織映射圖、自適

應共振理論。 

 

2.5 小結 

 

    在 2.1 節中針對個人化的文獻探討，利用其個人化的概念、步驟與方法。本研究將

提供一種持久性個人化的網站系統，自動的提供顧客個人化的服務，根據顧客的差異性

提供差異性的資訊。透過個人化的步驟，使用線上註冊與顧客資料庫來收集資訊，然後

鍵力顧客的輪廓，計算相似度，呈現差異化服務，最後測試顧客反應收集顧客回饋資料，

以此循環步驟達到個人化的目的。 

 

    2.2 節中探討推薦系統，透過推薦系統中的協同式推薦方法與內容式推薦方法的部

分概念，將推薦系統中計算相似度的方法加以修改以適用在多維度的推薦上。過去的推

薦系統文獻多著墨在推薦的精確度、Profile 的建構、混合方式的使用與推薦系統缺點

的改進等，因此本研究在多維度的分群與推薦是與過去研究最大的不同之處。2.4 節中

探討分群演算法是為了發展多維度分群與推薦的演算法，參考過去分群的作法來尋求是

否過去已經有多維度的演算法套用，或是尋找改進現有推薦系統分群演算法的靈感。 

 

    2.3 節中探討助理軟體尤其是應用在行事曆排程中過去的發展，過去助理軟體應用

在行事曆的發展是以機器學習等方式，透過演算法來達到排程的自動化，例如使用者間

行程時間的敲定、會議時間的長短等自動化排程，在新資訊的提供上缺乏。因此近來就

有文獻對於提供資訊方面透過 Web Services 來根據使用者本身的喜好自動提供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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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著眼在除了能提供資訊外，還希望能藉由推薦概念的引入，利用同一群使用者

的喜好來達到更好的推薦效果。所以本研究首先將推薦系統應用在行事曆排程上，提供

更有智慧的助理軟體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