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  
2  

本研究之目的為架構出一個顧客與供應商共同演化、設計及相互影響的服務

機制，當顧客有設計需求的情況下，系統支援並協助顧客完成整體服務及獲得設

計構圖，並且顧客參與其中，同時得到高度的滿足感與成就感的價值。在本章中，

將會對於相關文獻進行探討與整理，而本研究是以設計服務(Intelligent Service 

Design)為背景，以共同演化演算法為基礎，主要是求得在設計過程的「創意」

概念及價值。故在第一節中，將會詳述創意設計之理論，以及其相關的應用領域；

而在第二節，則探討在設計過程中，思考方法的理論；在第三節中將會針對本研

究核心部分所用之方法，即協同式共同演化基因演算法，及互動式基因演算法，

做整體詳細的回顧及探討；最後於第四節中，詳述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的整

體概念及相關理論。 

第1節  創意設計 

目前在各行各業及日常生活中，創意設計似乎成為大家所追求的新目標，尤

其是在大型企業裡，更是強調創意設計的文化，而什麼是創意，如何邁向有創意

的設計？依序有其詳細的定義與說明。 

1.1 設計 

「設計」(Design)，源於古老的拉丁文「Designare」，意思是構想、計畫。

由於隨著時代以及思想的變遷，含意也隨之不同。設計意指有目標和計劃的創作

行為、大部份為商業性質、少部份為藝術性質；設計是開物成務、經世致用之學，

它是一切事務的創造性方法，是結合科學與藝術的創造行為[4]。設計是以具體

的實物安排來解決人類所面臨的問題，它是一種有目的的創造行為，也就是說，

設計是在有條件的限制下，利用形體材料，企圖增值及解決問題的創造性過程或

行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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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計的本質 

設計的本質是一種創造，創造即在建構新經驗，它的意義是在找出尚不為人

知的答案。創造大約可分為二種：目的性與非目的性，以科學檢驗標準視之，非

目的性之創造無法檢驗及解說，它是偶然與非理性的，一般之藝術創作多屬此類

[21]。設計的本質是「最佳化的過程」，也可以是一連串的「決策步驟」，每個

人對設計其實都會有不同的態度或看法，因人而異。而且設計最好不要有準則，

那容易造成侷限，設計最好的準則就是「沒有準則」。 

納基Laszlo Moholy Nagy主張「設計並不只是表面的裝飾而已，其是指具有

某種用途、目的，並統合了社會性、經濟性、技術性、藝術性、心理性及生理性

等諸要素，且在生產的軌道上，計畫或設計可能產生的製品技術」[4]。 

經濟學家Herbert Simon也主張，既然「滿足」(Satisficing)這個字是「滿意」 

(Satisfying)與「足夠」(Sufficing)兩個字的組合，從設計問題的角度來說，就是

「好或令人滿意，而非最適解答」。同樣也認為，「決策者想要在想像的簡化世

界中，選擇最適或夠好的決策，來滿足一個較接近實際複雜狀況的世界。」[27]，

說明了現實世界的設計是一定在限制中完成，對人為製作事物的設計，相對於自

然界的設計，更是必然在科學與經濟學法則下進行。 

設計是提昇人類生活價值的創造活動，亦關聯到藝術、科學、心理學、社會

學、經濟學等，所以無論任何型態的設計都必須以文化性、時代性、創造性、機

能性、審美性、經濟性及社會性等積極目的為設計原則。[4] 

(2)設計的流程與目的 

設計的過程是一種藉由思考來解決問題的歷程，同時也需要解決問題的工

具、方法。「設計」在早期常被使用為解決問題的方法，結果就是要改善或美化

人們的生活，而設計目的在創造出適合人類使用的各種事物[5][12]。所以為得到

最好的解決問題結果，設計的流程就會非常嚴謹。設計流程可以展現設計者和設

計需求者或是產品的顧客間的互動關係，在商業化的設計中，顧客需求主導了設

計的走向，所以設計者只能說是創意的提供者，完美的設計案需要設計者與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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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者的密切結合才會成功。總括而言，設計具有清楚的目標計畫，是一種思考過

程或步驟，且必須利用輔助物將原始構想轉換表達出來，是用以改善生活及美化

生活的創造活動。「人」、「產品」、「功能」、「環境」四者是相互關聯、互

為因果的。「人」、「產品」與「功能」是圍繞在「環境」內之設計要件，環境

作用於人，其設計要素為「感覺」(Perception)，功能影響環境為「機能」(Function)，

產品對環境之間接影響則稱為「美學」(Aesthetics)，四者環環相扣，進而產生互

動的關係。[4] 

 (3)室內設計 

本研究是以室內設計(E-interior design)為背景，故室內設計的定義與涵蓋範

圍為：建築物內部的設計，或是以室內空間為標的物的設計。從發展的角度來看，

室內設計一方面承襲了「裝飾美化」的工藝大成，一方面走出「室內」的範圍，

走向室外的小規模的、精緻的裝修美化工程。 

室內設計的發展流程為一個設計專案從開始到完成，包括了顧客本身、室內

設計師、施工人員，最理想的做法是使顧客與各個專家充分合作，而室內設計師

的任務是確認顧客對於室內設計的需求，提供規劃和設計流程的專業建議，計劃

前所要確認的元素大約有下列各項： 

(i) 業主資料 

(ii) 機能目的 

(iii) 設備需求 

(iv) 空間需求 

(v) 基地與方向 

(vi) 成本估價與預算 

前端確認工作完成後，即開始進行空間分配、建材選擇、衛浴設備、照明設

備、家具選擇、家飾選擇等數個部分的規劃。在消費者自我意識抬頭的時代，一

件成功的室內設計案，尤其要能夠滿足顧客的基本需求，例如：空間使用靈活度、

清潔保養難易度、符合使用者的風格喜好、保障使用者的隱私空間、讓使用者產

 15



生安全感，這些是室內設計師的工作內容[9]。 

室內設計在當今適應科技與需求的演變以及走出「室內」的範圍也有以「空

間設計」來稱呼室內設計的趨向，也有以結合建築設計與室內設計而統稱空間設

計的說法。就處理的內容而言，主要有裝修的風格(式樣)、室內建材、家具(活動

與固定)、藝術品及擺飾陳設、織品陳設、燈光照明室內物理環境等。設計師必

須具備高度藝術修養並掌握現代科技與材料、工藝知識，具備處理實際問題的經

驗，才能將設計案協調度掌握好，專業能力需包含營建、建材、視覺美感、色彩、

造型、物理環境、工藝等相關知識，以及空間設計、燈光設計、陳列設計、家具

設計都屬於成為設計師所要具備的基本能力[16]。從空間性質為室內設計作分

類，大約可分為三大類：居住環境室內設計、限定公共空間室內設計和非限定公

共室內設計，不同類別在設計內容和要求方面各有其不同的需求要件。 

室內設計已逐漸以朝向系統化方向發展，包含(1)整體的室內設計專案管理

流程，將反覆且瑣碎的溝通、確認過程系統化管理，從一開始的溝通、材料的挑

選到最後的施工步驟，完工等，演進為一連串的系統化步驟[6][13]；(2)室內設計

整體研究架構，包含顧客端與設計師端及相關室內設計的研究形成一套完整的研

究架構[9]；(3)室內設計專家系統，將室內設計的相關資訊及個案等形成專家系

統給予顧客建議，是偏向以設計師為主的提供顧客建議[6]；(4)設計意象，目前

所做過的相關研究，大概涵蓋色彩或工業產品上認知的差異，本研究的研究背景

在於室內設計的空間意象，目前探討空間意象設計的研究大都採用問卷或為訪談

方式[1][19][23][24]。 

1.2 創意(Creativity)與創新(Innovation) 

在許多文獻中，對於創意(Creativity)與創新(Innovation)經常混淆，Hall[41]定

義兩者如下： 

 Creativity：產生新而且有用的構想 

 Innovation：由 creativity 之產出構想更進一步創造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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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比較近似於「創思」、「創意」或「發想(Innovate)」的過程，屬

於腦部思考及心理層面，產出為無形的創新構想、點子或辦法，如果沒有進一步

執行，是沒有辦法產出價值的；Innovation則是「創造」或「創新」，是將創意

產出之構想以技術、工具等進一步實現、具體化，表現整體進而產生價值。所以

由創意產生構想，再由構想產生價值。 

美國創意教育基金會(Creative Education Foundation) 定義創意為「人的一種

特質，能夠讓他們在各種情況下產生新穎的方法，一般反應在新的和改善問題的

解答上。」強調創意在於解決問題答案的實用性[29]，所以好的創意必須是具有

實用目的、對人們有具體貢獻的才稱的上是好的創意。 

創意是設計的思想內涵和靈魂，是具有感染力和說服力的要素。設計是藝術

與工學的結論，同時生理學、心理學、社會學與商學等有密切的關係，設計有一

定的目的、方法和程序，而創意是設計的原動力[15]。設計專業就是將人們的創

意活力化、具體化、造形化，並用於日常生活。楊裕富[17]將創意分為：理性與

感性兩部分。 

 創意的理性：注重創意內容的實用性與生產的經濟性，是運用可計算、

可推理的方式來進行。 

 創意的感性：注重創意內容的感受度與消費的接受性，是運用人的情境

設想、想像、聯想的方式來進行。 

OECD[31]認為創新(Innovation)是與不同技能的參與者持續不斷的互動過程

所產生，透過組織的運作進行解決問題的流程，以滿足市場的需求或機會，進而

產生出價值。所以總括來說，創新(Innovation)就是在設計的過程中，激發出創意，

並產生價值。在服務科學中，除了服務的組合元素、流程等改善或徹底的革新外，

特別強調價值與價值創新，所以創新(Innovation)，就是創意(Innovate)＋價值

(Value)。在設計的過程中，得到創意的靈感，設計後的成果，帶給人們價值、帶

給企業利潤，這樣的設計成果，才容易歷久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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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創意的來源 

賴聲川[22]認為創意是與生俱來的，是經由思考而來，每個人天生都具有思

考能力，也具有產生創意的泉源。創意的泉源來自於個人特質，受到生活環境及

環繞於人的周圍各項因素的影響。人的處世態度讓創意思考的結果變的多樣化，

因為人並非只具有單一的處世性格，且會有心情的起伏和視覺、聽覺、觸覺、味

覺、嗅覺等感官的影響；還有許多的外在因素，個人財富、城鄉差距、工作環境

等。當這些天生具有及後天影響的特性交織在一起時，那產生的特質就千百種，

產生的創意也會不同。 

(2)創意的特質與能力 

創意的特質就是將個人創造力思考的結果具體化，而且創意的產生是無好壞

之分，只有適不適用的程度高低。創意是一種前所未見的聯想或概念，並察覺別

人所未見之玄機，能抓住其中的蹊蹺，衍化出一種較適合、較智慧的解決方案

[10]。設計的目的是為了尋找解答，而結合創意的設計，則是要找出與眾不同的

解答。在知識經濟時代之下，商品與服務的價值在於創意，過去創意只是一個附

加價值，但面對全球化的競爭下，企業皆致力於壓低原物料及勞動力成本來降低

成本，所以當創意成為企業的獲利來源，成為核心競爭力時，企業爭相投資創意

研發的能力。 

 創意設計能力將創造力與設計力兩種能力聚合在一起，兩種能力具有的共同

特質就是思考與觀察。創意能力取決於個人特質的IQ、EQ、SQ等，而設計的能

力取決於經驗、使用工具、技術等關係。因此創意設計能力的培養將取決於個人

的生活。 

(3)創意金字塔 

早期認為設計過程中，創意的本身是直覺的、不可說的、黑箱的，許多學者

試圖將創意的過程運用系統化的方法呈現出來[16]。而世界將從「資訊時代」轉

向所謂「概念時代」，創意也將成為新時代中最重要的工具，是人類最嚮往的一

種能力。了解創意的來源、過程，培養創意的能力，將創造力分解為創意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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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設計的能力分解為設計的步驟，平時的訓練，要用敏銳的觀察力加上開闊的想

像力，相互結合，才能到達創意之路。 

賴聲川[22]藉由自身創造的經驗與過程，架構出一個創意金字塔，將創造的

來源、過程與結果系統化的呈現出來，如圖 2.1。將創意工程分為「構想」與「執

行」兩個面向。目的在於了解「激發創意本身的欲望，以及欲望被激發之後，如

何找到途徑讓欲望成形」的過程。簡單的來說，就是「創」與「作」，也就是「智

慧」與「方法」。 

創意是一連串發現的過程，發現問題、發現解答、發現其背後的欲望，發現

創意的神祕工程。賴聲川[22]認為創意的原始能量不是被培養出來的一個特質，

而是等待被發覺的本能，等待被揭露的能量。人們應該培養自我創意的習慣，並

且不斷的進化。 

 
圖 2.1 創意金字塔 

資料來源：賴聲川的創意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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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 

設計是一種複雜的思考方式，而設計思考是整合科學、藝術、經濟與社會文

化等相關領域的一種思考模式。設計本身就是需要源源不絕的想像力，創造力，

重新思考事物間相互的關係，便是想像力的來源。而創意的思考模式應是將一些

不相關連的要素先分開再重組，以尋求新的解決之道，並注入新的生命，這是創

意訓練的開端[26]。 

利用創意的思考模式，將創意概念的來源，運用多樣化的方法與不同的規

則，不斷的重新組合，尋求創新的結果。創意既然來自不同事物的結合與重新思

考的想法，思考的方法成為相當重要的核心議題，近年來許多領域持續地探討設

計思考[22][32][57][34][45][56][63][67]，並無一個明確的定義，如下表 2.1所列。 

表 2.1 設計思考的意義 

學者 定義 

Victor 
Lombardi  

“設計思考是協同性(collaborative)、誘發性(abductive)、試驗性

(experimental)、個人的(personal)、整合性(integrative)和說明的(interpretive)”
Roger 
Martin 

“當設計帶來創新時，企業就更願意去學習。設計的哲學是試驗它、規範它、

改善它。設計者是從實做中學習。思考的風格，傳統的企業大都是歸納式

和演譯式，現在再加上誘發式的設計方法去推理並發現。” 
Tim 
Brown 

"在 IDEO 裡, 設計思考者必須不只是高度的協同還要具有移情作用的能

力，可以將做好的工藝作品呈現在世界上。” 
Niti  
Bhan 

“設計思考是一種開放性的反覆試驗去觀察世界，確認行為的模式，產生想

法，得到回饋，重複這個過程，並繼續尋找。” 
Dan  
Saffer 

“假如用一個簡短的話來描述設計思考的話，就是以顧客或使用者為中心，

找尋選擇方案，構成觀念和產生雛型，解決問題，一個廣大的影響力和情

感。” 
David 
Burney 

“設計思考是一個專有名詞，在今日被用來定義成一個產生具變化性的思考

方式。”  
School of 
design at 
Stanford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是一個為世界帶來創意及新事物的催化劑，將跨

領域的人才結合起來，利用不同領域的思考藝術互相激盪，這樣共同合作

社群，可以創造出動態的關係，引導至突破點。” 
賴聲川 談到設計思考的概念是一連串創新的過程，訓練思考，並且被用於解決問

題。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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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分為思考性過程與視覺化過程，所謂的思考性過程，是指設計的目的、

背景、設計目標和效果之分析、研究並從中引導出正確的設計概念(Concept)；而

是視覺化過程，則是將設計好的概念透過圖像或文字，轉換成視覺性圖像訊息的

過程。[4] 

結合第一節中的創意文獻與上述的描述，本研究將設計思考定義為「以人為

中心，結合各種不同領域的人才，共同創造設計，合作解決問題。」設計思考是

創造的過程，想像力的進行，是一連串的過程：確認、分析、形成觀念、選擇、

執行、評估[26]，如圖 2.2。 

 

圖 2.2 設計思考的過程 

由於設計是依照規則或方法，將一連串的組合元素加以連結或融合。在設計

領域中，文學溝通與設計溝通基本上是不存在的，只能憑「直覺」或是市場調查

的資訊作為溝通的達成。本研究將設計思考的過程簡單定義為三部分： 

 概念原型(concept)：事物最原始基本的意義，作為溝通表達的符號，設

計的資源及創意的來源。 

 組合(assembly)：將這些龐大的資源經過挑選後，組合起來，形成不同

的形式、藝術及文化意涵。 

 規則(rule)：依照多元的設計理論及思考方法，不斷地進化出新的規則

去結合資源、組合概念，並同時產生創意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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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節  共同演化演算法 

3.1 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 GAs) 

基因演算法是一種啟發組合式(heuristic combinatorial)的最佳化搜尋方法，是

基於達爾文(Darwin)於 1859 年「物種原始」一書中，所提出的「物競天擇」理

論，亦即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則來演化所發展出來一套演算法則，其

基本精神在於模仿生物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自然演化過程，以求得問題最終

穩定且最佳的結果。基因演算法理論最初是由密西根大學John Holland (1975)所

提出，主要根據John Von Neumann所提出的自我複製自動機制理論而奠定了遺傳

演算法的基礎，是以模仿自然界中物競天擇的自然進化法則，其基本的精神為演

化和進化，藉由生物的快速演化，在廣大的求解空間中快速的找出滿意的解決方

案[43]。目前基因演算法已經廣泛地被應用於不同領域，如：物流分配、工程科

學應用、人工智慧等等。Goldberg[38]利用電腦程式來模擬自然界中演化的過程

以解決最佳化(Optimization)的問題。GA主要包含下列之運算過程：編碼、決定

初始族群、計算適應値、選擇與複製、交配、突變等過程[61]，如圖 2.3。 

(1) 基因演算法之運作 

個體所繁殖的子代經由複製(Reproduction)和交配(Crossover)等機制，來傳承

其親代(Parents)的特徵。但是在遺傳的過程中，也有可能產生與親代不同的變異

(variation)，也就是所謂的突變(Mutation)，此動作將導致新物種的產生。基因演

算法三個主要的運算子：複製/選擇(Selection)、交配及突變來產生新的下一代以

達到演化的目的，並且依據個體(Individual)之適應值(Fitness Value)的大小，來保

留適者淘汰劣者，即所謂「優勝劣敗，適者生存」以達到基因演算法的進化目的。

簡要地說，生態群體(Population)中的各類生物個體，必須為了生存(Survival)而互

相競爭(Tournament)。在競爭中過程中，失敗者被選擇(Selection)機制所淘汰，而

勝利者除了生存外，也增加繁殖子代的機會。遺傳演算法即是根據上述的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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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既定的問題求得最佳解，或是在不斷變遷的環境中調整系統使其能愈來愈逼近

最佳解。而在基因演算過程裡，個體所繁殖的子代可能會有和親代有所變異，而

產生新的物種。因此隨著每一世代(Generation)中，新生個體的繁殖與失敗個體

的淘汰，群體中的個體也隨之演化得愈來愈適應環境。 

隨機產生初
始族群(第

t=0代)

將參數解碼計算
適應函數值

是否滿足
終止條件

最佳參數解

複製(reproduction)

交配(Crossover)

突變(Mutation)

是

產生位元字
串(bit string)

參數編碼
(Coding)

定義適應函
數(fitness 
function)

產生第t+1代

否

 

圖 2.3 基因演算法流程 

 複製/選擇的機制 

複製是依據每一物種的適應程度來決定下一代中應被淘汰或複製且保留的

個數多寡的一種運算過程，即評估可選種族中選擇為親代之機率，若評估對象之

機率相差大(選擇壓，Selective pressure)，則較易選擇，若太少(too close或get tie)，

則會有不易選擇之對象出現。個體之選擇是靠“選擇函數＂的值來決定其作為親

代選擇之機率或次數，其較簡單之機率即為正規化之比率如下所列： 

∑
=

i

i

f
f

ratioSelection                          (1) 

fi：個體函數值 

∑ if ：個體函數值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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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選擇函數值來產生是指具較高值的字串有較多機會來產生下一代的子

代個體。常見的複製或選擇的方法有輪盤法、競爭選取法等。 

(a) 輪盤式選擇(roulette wheel selection) 

在每一代的演化過程中，首先依每個物種(字串)的適應函數值的大小來

分割輪盤的位置，適應函數值越大的話，則在輪盤上佔有的面積比例也越

大，每物種在輪盤上佔有的面積比例越大代表被挑選到交配池中的機率越

大，然後隨機選取輪盤的一點，其所對應的物種即被選入到交配池中。 

(b) 競爭式選擇(tournament selection) 

在每一代的演化過程中首先隨機地選取兩個或更多的物種(字串)，具有

最大適應函數值的物種即被選中送至交配池中。 

 交配 

主要可使子代經由親代雙方染色體的互換組合而成，子代繼承親代之染色體

(Chromosome)而形成新個體，染色體為一個體，其分類則可視為基因(gene)。可

透過針對親代之個體的基因選用方式之不同而形成不同之子代個體，常見的交換

方式有單點交配(one-point crossover)、兩點交配(two-point crossover)與均勻交配

(uniform crossover)等。 

(a) 單點交配(one-point crossover) 

單點交配的方式是以隨機的方式在所有可能的切點中任意選擇一個切

點，然後切點左邊的基因予以保留，而切點右邊的基因予以互換。 

(b) 兩點交配(two-point crossover) 

以隨機的方式選擇兩不同切點，然後將兩切點中間的基因予以互換，其

餘位於兩切點外的基因予以保留。 

(c) 均勻交配(uniform crossover) 

針對基因字串中的每一個基因，以機率為 0.5 的方式來決定其是否互

換。採用均勻交配前，會對每一基因隨機產生 0 或 1 的數，0 表示不用互換，

1 表示要互換，此 0、1 的字串稱為 Mask。 

 24



 突變 

突變是指交換後的字串，利用亂數選取字串中某些字元來作改變，例如在二

位元編碼中，將1換為0、0換為1。也就是子代染色體變化，而使其因與親代不同，

在遺傳演算法中，為了使搜尋空間更具多樣性及避免陷入局部最佳解，因而引入

了突變的觀念，在已交配後之個體中再行隨機變異。 

 

基因演算法的搜尋技術是以隨機搜尋為架構，但是基因演算法絕非僅是一種

單純的隨機搜尋方法；因為基因演算法保存了演化過程中重要的資訊，所以能展

現出比單純的隨機搜尋方式更好的求解能力。基因演算法的優點在於它是一種強

健且有效的搜尋技術，而且相較於其它演算法，基因演算法陷入局部最佳解的機

率較小；但基因演算法的缺點則在於計算時間較傳統演算法長，但此缺點已由於

電腦技術的進步而漸漸的被克服了。 

3.2 協同式共同演化基因演算演算法(Cooperative Co-evolutionary GA,CCGA) 

生態學中，兩個群體間的互動關係包括：(1)競食(competition)，雙方為各自

利益而相互爭奪同一資源；(2)共生(mutualism)，雙方基於考量之後的聚集，使雙

方各得其利，雖然雙方利益未必同質同量，但仍為雙方所共認之公平交換，又分

為僅對一方有利的片利共生，及對雙方有利的互利共生； (3) 共食

(commensalisms)，雙方並存在一種互相無損，但對其中一方卻有極大助益的關係

中；(4)寄生(parasitism)，指一個系統把自己寄託在另一個系統的身上、外部或內

部，藉著吸取寄主的資源以維持自己的生存；這種互動的關係，稱為「共同演化」

或「合作的演化」[36][40][44]。 

共同演化是一個生物學的過程，當群體中互動的個體互相彼此刺激，處於一

個持續進行適應的週期裡[47]，通常可以分成敵對的軍備競賽(predator-prey 

competition )和協同共生(symbiotic cooperation) 兩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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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對的軍備競賽，參與演化的雙方彼此是敵對、競爭、獵食者及被獵食者、

寄生蟲與寄主的關係。 

 協同共生，一個生態系統中雙方個體協同共生或是以寄主或是寄生蟲的關係

互利共生。  

 

Leigh van Valen提出紅后原則(The Red Queen Principle)的理論，這是來自於

『愛麗絲鏡中奇緣』(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1872)中，「紅后」拉著愛麗絲

的手在原野中奔跑，而且越跑越快。但是由於環境也跟著越跑越快，所以最後她

們依然還是停在原地。這說明了這種情況下，參與演化者都需要不斷地改變以對

抗環境或是對手的變化才不會被淘汰，因此不會發生演化停滯的現象。所以本研

究在演化的過程中，符合此原則，就是雙方必須持續不斷的相互刺激並進行共同

演化[54][55]。 

協同式共同演化基因演算法，是模擬生物間的競合作用(競爭與合作)，將大

問題分解為數個子問題，每一子問題的代表性個體間有競合互動而進行演化，而

達求解之方法。協同式共同演化基因演算法，其實與傳統的基因演算法並無不

同，唯一的不同在於將大問題分解為數個子問題，個別進行演化並且群體之間相

互影響，最終得到一個最佳解[51][52]。 

3.3 互動式基因演算法(Interactive Genetic algorithm, IGA) 

IGA的概念最先於 1991 年被提出[33]，當時應用於嫌犯臉譜之辨識，供目擊

證人指認嫌犯臉孔，並得到相當好的成果[39]。IGA的主要概念是希望在GA的基

礎下，以「人」扮演傳統GA適應函數的角色。除了以人的評估替代傳統GA中的

適應函數外，IGA和傳統GA並無不同。IGA兼具了GA的搜尋最佳解的能力和人

類在評估優劣的判斷力的優點，使得有些不容易發展出合適評估函數當作GA的

適應函數(人的主觀評估，例如，最像，最舒適，最恰當，最有吸引力等)的問題，

都可以應用IGA解決，也使得GA的應用領域得以更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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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演算法在設計屬性的組合決策上雖有不錯的表現，但在「設計」問題上

仍需要許多人為的主觀評估，將心理層面的感受表達出來，例如：好不好看？好

不好聽？等，因為這些主觀評估不容易加以量化成數學函數設計於決策系統中，

因此不易設計GA的適應函數。而互動式演化式計算(Interactive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IEC)就是將人類的偏好、直覺、情感、感性層面嵌入目標系統中，

克服人為主觀評估的問題，將特徵參數與心理層面的空間做相互的對應[48][62]。 

 

傳統 IGA 介入 GA 的演化手段僅只是，利用人的主觀評估替代 GA 適應函數

(fitness function)的客觀評估。現在新的 IGA 概念正逐漸形成，也就是除了依然

利用人的主觀評估替代 GA 適應函數外，還可以嚐試讓人介入 GA 演化的其他活

動，例如，初始族群的產生(initialization)、選擇(selection)，交配與突變(crossover 

and mutation or genetic operators)，染色體結構動態調整(chromosome structure 

variation)或參數設定( parameters setting)等等。 

IGA-based系統中由於使人的主觀評估代替GA適應函數(fitness function)的客

觀評估，會造成使用者的負擔，主要來自 3 個基本因素： 

(1) 解答空間未涵蓋使用者的滿意解 

過去 IGA 研究中，由於事先不知道適應函數，也就是無法知道目標空間為何，

因此設計染色體(也就是建構解答空間)時，多半是從專家的角度，透過專家對問

題及一般解答的了解，建構問題的解答空間。在這種不完整的解答空間之下，使

用者以 IGA 搜尋最佳解或滿意解時，可能由於解答不在所定義的解答空間內，

導致 IGA 系統可能無法讓使用者從解答空間中找到滿意的解答。 

 

(2) 解答空間中滿意解和非滿意解的比例懸殊 

GA 與 IGA 都被用以在巨大解答空間中尋找非常小量的最佳解或滿意解，也

就是說 GA 與 IGA 所處理問題的解答空間中，滿意解和非滿意解的數量比例是

非常懸殊的。在此種情形下，運用隨機方式產生的第一代染色體，絕大多數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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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是非滿意解。而 IGA 只運用很小的族群數(population size)及很少的演化代數

(generations)，想從幾乎沒有滿意解的第一代染色體中，演化出使用者滿意的解，

本質上是幾乎不可能的。因為演算法在搜尋過程中，不管怎麼努力，絕大多數的

時間都是碰上不好的解，很難遇上好的解。如果我們能介入產生初始族群，使得

初始族群擁有「較好的初值」，再透過 GA 的演化或其他人為介入 GA 演化的方

式，或許能更有效的，讓使用者更無負擔的找到滿意的解。 

 

(3) 直接給定適應值的程序繁複且效果不佳 

IGA 需要人主觀評估的真正用意不是幫染色體評分，而是希望讓好的染色體

有更多的機會被選擇進入基因池(Gene Pools)。所以傳統上給定適應值(fitness)的

評分程序，會因為評分的誤失導致太多不適合進入基因池的染色體被選入基因

池。 

目前 IGA 改善上述之缺點，在確保解答空間涵蓋使用者滿意解的前提下，發

展出一套可以讓使用者介入產生初始族群的策略及手段，讓使用者不再需要爲每

個染色體評分，直接讓使用者將他認為應該被選入基因池的染色體選入基因池，

使得 IGA 得以在非常小的族群數量(大約 10)，及在 20 代的演化之內，演化出使

用者滿意的解答。使從本質上更有助於改善 IGA 演化效率，進而減少 IGA 使用

者的負擔。 

第4節  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 

服務科學，全名服務科學管理與工程(SSME；Service Science,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是由IBM[60]所提出，主要目的在於將電腦科學、作業研究、

工業工程、企業策略、管理科學、社會與認知科學與法律科學整合，以發展出以

服務為導向經濟所需的技能，亦即服務科學是一們跨領域的科學。服務科學的觀

念是結合科學、管理及工程的一個學門，用以提升服務業創新、掌握獲利之跨領

域整合應用；目的在於增加顧客價值(custome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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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科學應用科學(Science)創造知識，運用管理(Management)改善服務流

程，創造價值，並透過工程(Engineering)提升效率及創造利潤，研究的面向是人

(people)、科技(IT)、企業(Business)與策略(Strategy)，由於人的意識與慾望重塑

行為模式總無法按人們預見的方式進行，所以服務的提供，必須將目前商業發展

的趨勢與消費者的需求加以結合，並且整合電腦科學與工程，強化服務品質，滿

足顧客需求，進而提升顧客滿意，所以服務科學利用整合性科學開發出新的服

務、創造出滿足顧客的需求，以及令顧客感動或難忘的服務，服務科學重視創新，

特別強調價值創新，利用資訊科技為基礎(IT)在顧客需求、企業價值、服務流程

以及人與組織中創新，這樣的好處可以轉化成數據上的生產力的改善，如利潤增

加、成本降低等[60]，如圖 2.4。 

 

圖 2.4 服務科學創新價值   

資料來源：IBM(2004) 

服務科學研究服務系統 (service systems)的發展及設計， 特別在於瞭解及衡

量服務的生產力、品質、執行、延續及創新，並使流程變得更具可預測性，所以

研究領域包括整合電腦體系(computer system)、語言學與社會體系(linguistic and 

social system)以及經濟體系(economic system)等，並涵蓋消費者行為模式、服務

市場需求、服務產品設計及商業經營模式等層面。服務是企業運用核心能力來創

造利益，服務科學(service science)應建立在服務的邏輯(logic of service)，而不是

 29



建立在無實體商品的邏輯(logic of intangible goods)上；服務科學是價值的創造、

使用，網絡關係的建立，資源的整合。 

服務科學中以服務的組合要素(service component)，服務的流程(service 

process)及服務的價值(service value)三個觀點來描述整體研究之架構，如圖 2.5，

設計思考、設計原型、設計概念皆為服務的組合要素，挑選出符合的要素，隨時

可以運用不同的設計方法、思考理論加以組合成為新的服務流程，創造出新的服

務的價值。 

 

圖 2.5 服務創新組成流程圖 

本研究以室內設計(E-interior design)為背景，運用服務科學的架構與方法，結

合創意設計及設計思考的想法，提出一個以資訊科技為基礎，e化服務設計的機

制。目前數位生活、數位化概念的興起，引起各領域的廣泛討論與研究，在設計

領域中，e化的概念也慢慢的進入。面對全球化、國際化的衝擊，提升國家競爭

力，經濟必須快速轉型。而新世紀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原動力就是文化創意，透

過文化創意與產品及服務結合，從提升美學層次著手，將文化與美學融入以符合

消費者的需求，增大附加價值，充分發揮「審美經濟」的影響力，提升美學層次

必須靠「設計」來實踐[20]，而設計的過程必須細心照顧到顧客的需求，關心顧

客視覺、聽學、嗅覺、觸覺、味覺的觀感，綜合顧客的感官系統，提供整體性的

美感服務，才能提升高度的顧客經驗、創造真正的顧客價值。 

e化在設計所產生的改變為「設計概念化」與成果實行等，也就是將設計理

念呈現與設計成果執行。在室內設計產業中，以數位化的方式將空間概念化需要

轉換(transformation)的步驟。設計者的想法往往提供的是一種設計發展的起因

(cause)與動力(motive)，但是過程中所需的是一種機制，讓設計能夠產生運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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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35]。 

由於設計原型或概念性模型對於設計之發展具關鍵性作用，可以運用數位化

工具取代傳統工具完成或以交替方式完成設計。而設計風格隨著方法與工具而演

進，這樣的設計條件下，設計逐漸不被侷限於設計者基本表現或技術能力，只要

熟悉工具即能隨時應用，所以設計者集中精力在於構思創造上。運用資訊科技，

架構出一個資訊整合平台，參與者可即時地提供資訊或進行設計，並且快速的呈

現設計原型、立即性的抽換及修改設計概念的組合元件，以節省時間成本，並達

到設計創新的目的。。 

本研究進一步將設計理論與方法、設計者、設計環境與工具加以結合並運

用，發展出設計服務 e 化的機制，進一步開發 e 化服務的設計概念與方法。E 化

設計服務，具有元件與系統的概念，運用系統化設計的方法，將想法自由地產生

新的意念、解答、猜測；並且記錄每一個設計資訊，以便將解決方案與顧客的需

求相關聯。設計服務包含分析、綜合、與評估的主要活動，設計者可以運用設計

策略，交互使用不同設計方法，增加設計發展中創意思考的發展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