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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於設計出一個能夠讓多個代理人進行腦力激盪會議的

機制，而這過程中，將牽涉到知識的分享與代理人的學習、決策模式。因此，在

文獻探討部份，首先將於第一節介紹本研究之核心精神，腦力激盪法以及其相關

研究；其次，於第二節、第三節將針對本研究所採用之方法、概念，即知識本體

論(Ontology)與增強式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做一詳細回顧與探討。 

 

第一節 腦力激盪法 (Brainstorming) 

腦力激盪法(Brainstorming)是著名的協助人們進行創造性思考的工具之一，

它是在 1938 年左右，由當時擔任美國廣告代理商 BBDO 公司副總裁的 Alex. 

Osborn所提出。(林隆儀譯,1984)腦力激盪法可定義為：「一群人在短時間內，獲

得大量構想的方法」，簡而言之，腦力激盪法即是幾個人集合在一起，圍繞著問

題，自由奔放地互相提出意見或構想的會議形式之一種。 

    在腦力激盪會議進行的過程中，延遲判斷(Deferment of Judgment)為會議之

核心原則，即因為 Brainstorming 會議的目的在於產生創新的想法與意見，至於

去評估哪一個意見較好則應該在另一個以評估構想為主要目的的會議來進行。因

此，(Osborn,1953)將延遲判斷列入腦力激盪會議進行時所應遵守的四大原則之

一，用以對應傳統會議進行時所過度強調的合理性思考。腦力激盪會議四大原則

分述如下： 

1．絕不批評(Criticism is ruled out)： 

絕不批評指在進行 brainstorming的會議過程中，任何人都必需將評估構想好

與壞的想法暫時擱在一旁，無論是自己的構思或是別人想法，都不能對其有

任何的批評。 

2．自由奔放(Freewheeling is welcomed)： 

自由奔放是指拋開所有思想上的障礙與限制，讓自己去夢想或狂思，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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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不管好是壞，也不論是高明或是愚蠢，都應該被接受且記錄下來。 

3．數量要多(Quantity is wanted)： 

由於要求不准批評，構想品質之好壞也已經被置於一旁，與會人員將盡可能

的提出大量的構想，而構想的數量愈多，產生有用創意的機率也就愈大。 

4．互相交流(Combination and improvement are sought)： 

除了盡可能貢獻自己的意見外，與會人員也可以對別人的構想提出改良建

議，或是將已經提出的想法加以重排、倒置或組合成新的構想。 

     

一個成功的腦力激盪會議除了在會議進行時要遵守上述之四大原則外，

Osborn 也另外提出了幾個關於管理會議進行(Managing Groups)與會前準備

(Preparing for a productive session)的注意事項，茲分述如下： 

 Managing Groups 

1．Facilitator： 

腦力激盪會議進行時應具備一位類似會議主席之角色，該角色必須負責控

制會議進行的過程，並堅守四大原則。當會議進入沈默時，能提供一些刺

激性的問題引發思想激盪，並能提供與會者在進行 Brainstorming 時所應

注意之事項與建議，因此，Facilitator 本身應對腦力激盪法有一定程度之

了解。 

   2．Participants：  

腦力激盪會議的成員建議是在 5-10 個人，與會者應為與本次會議所要解

決之問題有某一程度上之關係。會議之進行時間應維持在 30-40分鐘。 

   3．Recorder： 

每次腦力激盪會議進行時最好也應具備一位會議記錄，其負責事前資料之

蒐集與會議過程之記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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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paring for a productive session 

1．Individual Ideation Time： 

腦力激盪法主要應用於群體會議上，而群體會議之目的主要在於彌補個人

構思時的不足。因此，Osborn認為在進行群體 Brainstorming之前，應該

有一段時間讓每位與會人員先獨自針對此次會議主題進行思考，並產生自

己的意見後，再開始進行團體腦力激盪會議。 

2．The Problem： 

 在進行腦力激盪會議前，每位與會人員應對此次會議之主題及欲達成之目

標有明確的了解，其具體之作法如可在會議邀請函上簡述提問者本身對此

次會議主題之看法，並附上會議主題之相關背景資料。 

3．Orientation： 

若腦力激盪會議之與會者為未受過 Brainstorming 相關訓練之人，則

Facilitator應於會前利用 30分鐘左右進行一些會議流程之指導，如四大原

則之提示等。 

 

    雖然 Osborn 提出了上述多項腦力激盪會議進行之指導方針，但在腦力激盪

會議的進行過程中，仍可能遭遇到以下阻礙創意構想產生之障礙(Scott,1998)： 

1．Evaluation Apprehension： 

評價的憂慮，與會人員害怕自己所提出之構想被其它人批評或譏笑 

2．Uniformity Pressure： 

當與會人員中有人想嘗試主導或建立一個構想衍生模式(Pattern of Idea 

Generation)時，便可能會阻礙創意構思的產生。 

3．Social Loafing： 

指個人在團體中工作時所付出的努力比單獨工作時要少。此一狀況易發生

於當與會人員覺得自己的構想與付出對會議而言非為必要時，便會降低參

與會議的熱忱。 



 12

4．Production Blocking： 

指與會人員心中想到的構想較實際提出的多。此一狀況易發生於當與會人

員對某一個主題產生創意構想時，而其它與會人員此時正在發言，因此，

就必須等待下次發言的機會。但當會議主題移轉至其它方向時，該與會人

員可能又產生其它新的創意構想，導致之前的構想來不及被記錄下來即被

遺忘了。 

 

腦力激盪(Brainstorming)一概念過去在國內主要為創意性思考教學(Creative 

Thinking Teaching)(詹瓊華,2003;黃淑惠,2002;施乃華,2001))以及群體支援系統下

之電子腦力激盪(Electronic Brainstorming, EBS) (蒲怡靜,2003;劉佳麟,2003;陳天

亮,1993)等研究領域所採用，以下分別對其作一簡單介紹： 

 創意性思考教學(施乃華,2001) 

創造性思考教學是指教師運用啟發或增進創造思考之原理原則、教學策略及

教學模式，培養學生創造思考能力或創造性傾向的教學，腦力激盪法為創造

性思考教學常採用的一種教學策略方法。在該研究中，主要是透過整合歷年

來國內博、碩士論文中之創造性思考教學研究，以探討創造性思考教學成

效，其研究之主要結論如下： 

1．創造性思考教學對創造性思考能力之影響較創造性傾向、學業成就、學

習態度大。 

2．創造性思考教學對創造性思考能力中之精密力、精進力及開放性正面影

響最大。 

3．創造性思考教學之成效在幼兒階段最高、大專階段次之、國小階段再次

之、高中職階段最低。 

4．除南部區域外，中部與北部兩教學區域之「創造性思考教學」學習成效

皆優於一般傳統教學。 

 



 13

 電子腦力激盪(蒲怡靜,2003) 

電子腦力激盪是利用群體決策支援系統(Group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GDSS)來支援傳統腦力激盪的一項技術。其具有下列之優點： 

    1．平行發言(Parallel Entry of Ideas)： 

       會議成員可以同時間進行討論，所有的成員可以立即發表自己的意見而

不會影響或打斷他人的發言，對每位成員而言，發表構想的機會是平等

的，因此也減少了生產障礙。 

    2．匿名性(Anonymity)： 

       會議成員再發表意見時不必署名，因此，會議成員不必擔心發言會受 

到其他成員的批評，並可激發討論的參與感，刺激會議成員保有或支 

持原有的偏好。 

    3．新奇性(Novelty)： 

       電子腦力激盪對多數人而言，仍屬新興的群體技術，因此可引起會議 

成員的興趣及好奇心，也因為會議成員能夠知道他人的想法，幫助他 

們更有效率的處理自己的意見。 

    4．群體大小(Size)： 

       相較於傳統腦力激盪會議的最佳人數限制為 5～12 人，電子腦力激盪 

會議理論上並不受到會議人數的限制。 

    5．接近性(Proximity)： 

       分散各地的會議成員仍可透過電腦工作站、軟體及數據機，同時加入會

議討論過程。 

     6．記憶性(Memory)： 

       即使所有成員沒有辦法在同一時間開會，會議成員也可透過電子腦力激

盪的自動儲存會議訊息機制來了解整個會議情形，此外，記憶性亦可減

低對於新資訊遺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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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軟體/工具(Software/Tools)： 

       意見產生時必須受到評估，電子腦力激盪機制允許使用軟體工具來幫助

意見的排序與評估。 

    8．公平性(Equality)： 

       會議成員在會議過程中不受到組織或是其他成員的影響，沒有人可以左

右其他人的想法及立場。 

在該研究中，主要在探討電子腦力激盪系統運用於設計上創意值的研究，其

研究目的在藉著電腦科技及網路的便利性及多元性，將「創意思考」行為轉

換到網路上，讓網路介面變成一種工具，來協助設計師進行腦力激盪。 

 

上述之國內腦力激盪相關研究領域中，其中與本研究較為相關者乃屬電子腦

力激盪(Electronic Brainstorming)之研究。然而，由其相關研究之研究目的可發

現，電子腦力激盪之目的在於利用電腦科技來輔助腦力激盪會議之進行，實際上

從事構思激盪者還是與會人員。而本研究之研究目的乃在於利用智慧型代理人替

代與會人員出席腦力激盪會議，且實際上從事構思激盪者即為代理人(Agent)。

因此，本研究乃將資訊科技由次要輔助角色提昇為實際進行創意構思之主要角

色。 

 

第二節 知識本體論 (Ontology) 

Ontology一詞源自於哲學上的「本體論」。在哲學上，「本體論」是一套解釋

存在意義的理論，如「什麼是存在？」、「如何解釋為何存在？」、「如何分辨存在

的差異？」等問題(Guarino & Welty,2001)。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在資訊科技領

域，作為機器與人類之間溝通的方式，Ontology有以下不同的定義：  

 Ontology 係指針對特定領域所制定可分享概念化的正規且明確規格。

(Gruber,1993;Borst,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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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tology 是一群符號的集合，一群正規化定義的集合。(Farquhar,Fikes & 

Rice,1997)。  

 Ontology 用來定義共通詞彙給特定領域中需要分享資訊的研究者。(Noy & 

McGuinness ,2001)。  

根據(Gruber,1993;Borst,1997))對 Ontology 的定義，可發現 Ontology 具有以

下四層含義(劉昕鵬,2003)：  

1．概念模式(Conceptualization)： 

通過抽象出客觀世界中一些現象（Phenomenon）的相關概念而得到的模型，

其表示的含義獨立於具體的環境狀態。 

2. 明確（Explicit）： 

所使用的概念及使用這些概念的約束都有明確的定義。 

3. 正規化（Formal）： 

本體論格式是電腦可讀的。 

4. 共用（Share）： 

本體論中體現的是共同認可的知識，反映的是相關領域中公認的概念集，它 

所針對的是團體而不是個體。 

本體論是用來描述與定義各種知識的語言，以便達到知識分享共用的目的，

其能將知識領域中的辭彙清楚定義，並說明辭彙之間的關係。而本體論的目標是

捕獲相關的領域知識(Domain Know How)，提供對該領域知識的共同理解，確定

該領域內共同認可的辭彙，並從不同層次的形式化模式上給出這些辭彙(術語)和

辭彙之間相互關係的明確定義(鄭寶庭,2003)。 

 

第三節 增強式學習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增強式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RL)是一種將環境狀態(State)與代理人

行為(Action)做一對應的學習，以追求最大的環境回饋值(Reward)。它與傳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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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學習(Machine Learning)告知學習者應該採取何種行為的方式不同，增強式學習

是透過試誤法(Trial-and-Error)來發現能帶來最大回饋值(Reward)的行為(Sutton & 

Barto ,1998)。 

增強式學習的基本架構如圖 2-3-1所示，該架構主要是由代理人(Agent)、環

境(Environment)以及其二者之間的互動所構成，其運作流程如下所述： 

 

1．在 t時間點下，代理人感應到目前的環境狀態(s t)。 

2．代理人根據其所具有之決策策略(Policy)選擇一行為(a t)執行之，並使環

境改變而進入下一時間點之環境狀態(s t+1)。 

    3．環境針對代理人所執行的行為(a t)產生一相對應之環境回饋(r t+1)，並傳回

給代理人。 

    4．代理人接收到環境所給的回饋(r t+1)後，將其做為此次決策所學習到的經

驗，此一經驗將會影響代理人下次的決策行為。 

 

 

 

 

 

 

由於增強式學習主要是透過環境所傳回的回饋值(Reward)，或稱增強訊號

(Reinforcement Signal)來進行學習，以累積代理人對外部環境的控制經驗。而在

這學習的過程中，代理人會憑著過去所累積的經驗來推估下一次的系統行為，這

種學習及預測的特性，使得增強式學習模式特別適用於處理動態問題、或非線性

的系統上(Sutton & Barto,1998;李魁元,2002)。 

圖 2-3-1、Reinforcement Learning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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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增強式學習乃是一種非監督式學習的方法(Unsupervised)，在其模式

中並沒有提供一定的輸入/輸出組合(input/output pairs)。相反的，增強式學習模式

會在代理人選擇完行為後，透過立即收到的環境回饋(Reward)與該行為所造成的

下一環境狀態來告訴代理人此次決策行為的好壞，但並不會告訴代理人哪一個行

為才能帶來長期最大效益(Kaelbling,Littman,& Moore,1996)。 

 

    增強式學習是以馬可夫決策程序(Markov Decision Process, MDP)為理論基

礎，在有限馬可夫決策過程下，可定義出一狀態 s之值函數(Value Function)，如

下列方程式所示，其用以評價狀態 s 的好壞。 

[ ]ππ ,)( 21 ssrrEsV ttt =++= ++ L  

    上式代表從 t時間點開始，若一直採用一固定之決策策略(Policy)，π，狀態

s之值函數會等於其隨到時間點的經過所得到的期望累積環境回饋。其中，Policy

是狀態(State)與行為(Action)之間的對應(Mapping)，而增強式學習的目的就是要

學習一最佳策略(Optimal Policy)， ∗π ，讓根據此一最佳策略所做的決策行為能帶

來最大的累積回饋值。下列方程式即為一種最佳策略的形式： 

),(maxarg)( asQs
a

∗∗ =π  

    上式表示 ∗π 會根據目前的狀態 s，從所有在狀態 s下可能被執行的行為中，

選擇一能帶來最大價值的行為做為狀態 s下之決策行為，而行為的挑選乃是透過

一行為選擇評價函數，或稱 Q 函數(Q-Function)，來決定之。其公式如下列所示： 

[ ]∑ ∗∗ +=
'

)'(),'(),'(),(
s

sVassRassPasQ  

上式中， ),'( assP 表示在狀態 s下，選擇行為 a後，會從狀態 s進行另一狀

態 s’之機率，稱為機率移轉函數(Transition Function)。 ),'( assR 表示在狀態 s下，

選擇行為 a並使狀態 s進行另一狀態 s’後，環境所給予的回饋值，稱為回饋函數

(Reward Function)或 Expected One-Step Reward Function。 )'(sV ∗ 則表示狀態 s’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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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函數，而∑
's
則表示考慮了執行 a後所有可能的結果狀態。Q Function即是由

執行完行為 a後，環境所有可能產生之不同結果狀態的價值，加上根據不同的結

果狀態環境所給予之回饋值，乘上不同結果狀態其發生的機率。如此，便能得到

在狀態 s下，根據最佳策略所選擇之行為 a，該行為所能帶來的價值。 

    有了最佳策略的概念後，即可對 value function 做進一步之延伸。在狀態 s

下，若所採用的是一最佳策略， ∗π ，則狀態 s之值函數定義如下： 

[ ]∑ ∗∗ +=
'

)'(),'(),'(max)(
sa

sVassRassPsV  

且 ),(max)( asQsV
a

∗∗ =  

    由上式之定義可知，在採用最佳策略的情況下，狀態 s的價值即會等於在該

狀態下所有可能執行的 action中，可帶來利益最大之 action其所帶來的價值，即

),(max asQ
a

∗ 。最後，將 ),(max)( asQsV
a

∗∗ = 代入 Q Function後即可將 Q Function

改寫為下式：  

∑ ⎥⎦
⎤

⎢⎣
⎡ += ∗∗

' '
)','(max),'(),'(),(

s a
asQassRassPasQ  

 

Q-Learning  

    (Dietterich,2000)在可能性規劃(Probabilistic Planning)的問題中，主要在利用

己知完整的MDP知識(機率移轉函數， ),'( assP ，及回饋函數， ),'( assR )去計算

出最佳的決策策略(Optimal Policy)， ∗π 。而在增強式學習的問題中，則是要在事

先沒有完整的 MDP 知識但具備可即時與 MDP 進行互動的能力之情況下，去計

算出最佳的決策策略。即在與MDP的互動過程中，增強式學習代理人能從環境

觀察到環境狀態 s，嘗試執行了一個選擇的行為 a，並觀察到執行完 a 後所造成

的結果狀態(Resulting State)s’，以及環境所給予之回饋 r。在經過多次與環境的互

動並累積上述的資訊後，增強式學習代理人便能形成機率移轉函數與回饋函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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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計式， ),'( assP
∧

及 ),'( assR
∧

，進而去推估出值函數與 Q Function。因此，增強

式學習中之一種方法即是透過不斷地與環境進行互動，去估計機率移轉函數與回

饋函數，再將其應用在一些非即時的動態規劃(Dynamic Programming)演算法上來

進行學習。 

    Q-Learning 則是一種不先去對
∧

P及
∧

R進行估計而直接去估計值函數 ∗V 及 Q

函數 ∗Q 的方法。Q-Learning Algorithm由Watkins所提出，其運作方式如下所示： 

1．假設 ),( asQt 表示為 t時間點下之最佳 Q 函數之估計式。 

2．在每一個時步(time step)t下，代理人觀察環境之狀態 s，根據某一探勘式策略

(Exploration Policy) xπ 選擇一決策行為 a，並觀察結果狀態 s’以及環境回饋 r。 

3．利用上述之資訊執行下式之 Q函數更新 

)]','(max[),()1(:),(
'

1 asQrasQasQ t

a

tt ++−=+ αα  

   其中參數α為一學習率(Learning Rate)，通常介於 0與 1之間。式子的右半邊

計算了前一個 Q函數 ),( asQt 的值與 ),( asQt 的新估計值之間的移動平均(Moving 

Average)。而 ),( asQt 的新估計值是由過去到目前為止所累積之經驗產生，如 r為

在目前時間點 t 所觀察到的環境回饋； )','(max
'

asQt

a
即為 )'(sV t ，代表 t 時間下

之狀態 s’之值函數，其則可透過過去累積之經驗所得知。理論証明，當學習率α

滿足一定條件1時， tQ 必收斂於 ∗Q (Tsitsiklis,1994)。 

由上述可知，Q-Learning是一種不斷地去學習並更新 Q Function的方法，而

Q Function即為代理人所累積的經驗。透過將執行完行為 a後環境所給予的回饋

r，以及結果狀態所能帶來的價值，做為此次選擇並執行 a 後所學習到的經驗，

再結合過去累積的經驗，去進行 Q 函數之更新，以做為下次狀態同為 s 時，進

行 action選擇之決策參考之用。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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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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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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