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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2  

2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於設計出一個可解決目前數位內容產品問題的創作平

台，此平台的設計將以服務科學為其理論架構，透過各種知識的結合達成服務創

新，共創使用者價值。在服務科學的理論基礎下，將以一實際的服務流程作為應

用範圍，利用夥伴配對的方式為數位內容創作者找尋創意夥伴，以創作出獨自一

人無法激盪成型的作品。因此在文獻探討的部份，將分別就幾個部份介紹：首先

第一節將對數位內容產品作基本介紹，並探討其所面臨的問題，和現行解決方

案；第二節將針對本研究中舉出之服務流程內容做介紹，闡述模糊規則基因演算

法之應用；第三節回顧電子市集相關文獻，以瞭解目前將產品以網路平台交換之

各種協商機制的應用。最後，第四節將針對服務科學的理論架構加以探討，以期

對服務科學的應用層面有更進一步之瞭解。 

 

第第第第1節節節節     數位內容數位內容數位內容數位內容與語意網路與語意網路與語意網路與語意網路 

由於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改變了傳統公司間的商業競爭方式，企業必須以

網路為基礎找尋新的商機，因此電子商務營運模式便應運而生，包括網路出版

者、線上購物、網路銀行及線上保險經理人等，傳統的行業都逐漸走向網路化、

虛擬化。在這許許多多網路新事業中，以販售數位產品為主要業務者逐漸蓬勃發

展，成為獲利最多的一項產業—即數位內容產業。根據經濟部的定義，數位內容

係指將圖像、文字、影像、語音等運用資訊科技加以數位化，並整合運用之產品

及服務，主要分為八大區隔：數位遊戲、電腦動畫、數位學習、數位影音應用、

行動內容、網路服務、內容軟體、數位出版典藏 [4]。台灣在 2002 年 5 月即通過

「加強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並將數位內容產業納入「兩兆雙星」的重

點推動產業之一，根據經濟部 AISP 情報顧問的統計顯示，全球數位內容產業將

會持續成長，預估在 2005 年產值將由 2001 年之 610 億美元，成長至 2005 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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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5 億美元 [2]，每年的成長率屢創新高，如下 表 2.1 所示。 

表 2.1 全球數位內容產值 

主要區隔主要區隔主要區隔主要區隔    2001200120012001    2002200220022002    2003200320032003    2004200420042004    2005200520052005    2001200120012001----2005 CAGR2005 CAGR2005 CAGR2005 CAGR    

動畫內容動畫內容動畫內容動畫內容 

成長率    
29 

32 

10.3% 

36 

12.5% 

40.2 

11.7% 

44.8 

11.4% 
11.50% 

遊戲內容遊戲內容遊戲內容遊戲內容 

成長率    
21.2 

25 

17.9% 

30.8 

23.2% 

36.3 

17.9% 

43.6 

20.1% 
19.80% 

教育內容教育內容教育內容教育內容 

成長率    
6 

9.7 

61.7% 

14.9% 

53.6% 

23.1 

55.0% 

35.5 

53.7% 
56.00% 

行動內容行動內容行動內容行動內容 

成長率    
2.5 

4.2 

68.0% 

7.6 

81.0% 

15.4 

102.6% 

31.7 

105.8% 
88.70% 

線上音樂線上音樂線上音樂線上音樂 

成長率    
2 

3.2 

60.0% 

3.9 

21.9% 

4.2 

7.7% 

5.8 

38.1% 
30.50% 

數位出版數位出版數位出版數位出版 

成長率    
0.3 

0.8 

166.7% 

1.6 

100.0% 

2.6 

62.5% 

3.9 

50.0% 
89.90% 

數位影視數位影視數位影視數位影視 

成長率    
0.002 

0.008 

300.0% 

0.01 

25.0% 

0.1 

100.0% 

0.2 

100.0% 
216.20% 

整體整體整體整體 

成長率    
61 

74.0 

22.8% 

94.8 

26.6% 

121.9 

28.6% 

165.5 

35.8% 
28.30% 

資料來源：APEC、資策會 MIC 整理 (單位：十億美元) 

正因為數位內容的持續的發展，更必須對數位內容產業之內涵有足夠的瞭

解，以因應可能面臨的問題。 

 

若要將數位產品加以分類，可從三個方向作區別：傳播方式(delivery mode)、

可試用性(trialability)及粒度(Granularity)，傳播方式指產品的傳遞方式是透過網路

下載，亦或是需要透過互動而得到；可試用性意指此數位產品能否被試用，譬如

一首歌曲能夠被試聽，或者一套軟體被試用；粒度則是以數位產品可被深入瞭解

的程度而定，譬如某項數位產品的內容極為單純，則其粒度則低，越複雜特殊的

功能或內容，則粒度就會越高，若以此三者將數位產品分類可分成三類 [10]： 

1. 工具或設施(Tools and utility)：當可試用性高、而顆粒度為低時，這種數位產

品主要是以解決某些特定目標為用途，譬如防毒軟體、或是試算表、簡報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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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等，可以開放某些功能被試用，然而其內容深度並不高，很多同質性的產

品在市面上流通。 

2. 以內容為基礎的數位產品(Content-Based Digital Products)：這種數位產品主

要的價值在所提供資訊的內容，例如電子書或者數位音樂、影片等，其可試

用性比較低，但由於資訊內容的異質性，使其粒度較高，能提供特殊的產品。 

3. 線上服務(Online Services)：此種數位產品介於前述兩者之間，使用第一種的

工具為基礎，並附加第二種的數位內容於其上，以達成更高的價值。譬如網

路電話服務，是使用相關技術的軟體，並提供網路語音媒介服務兩者而成，

故兼具適用性及粒度，且線上服務是唯一在傳播方式上為互動式者，也就是

使用者與供應者必須進行互動以提供服務，例如線上保險代理人等。 

分類的方式如 圖 2.1 所示： 

 

圖 2.1 數位產品分類法 

本研究中所探討之數位內容產品交換，由於針對創作產品為主，故屬於以內

容為基礎的數位產品，因此後面將更深入瞭解此類產品的特徵與內容。 

以內容為基礎之數位產品，其目的即在於資訊內容之傳遞與累積，換言之，

是透過資訊科技轉化、重組、並儲存內容，並將之流通及應用，透過不斷的累積

應用與傳播，以達到知識加值的目標。吳思華教授提出知識社會建構的三項機

制：知識創造、知識流通以及知識加值 [1]，其中在知識加值的部份，其主張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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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各樣的數位化資訊能激發更多元的知識應用，這其中涉及創意發想、互相激盪

的過程，以促使內容與內容間能迸發出更多的創意產品，因此如何達到資訊內容

的傳播與累積，促成創意迸發，便成為以內容為基礎之數位產品所需面對的問題。 

過去在對內容產品所做的研究當中，大多以資訊的傳播為重點，其中以內容

的搜尋為研究重點，希望以各種方式使內容能傳播到適合的使用者手上。以數位

音樂為例，音樂內容提供者在意識到內容傳播必須被改善的問題後，便訂定了各

種定義數位音樂資訊的標籤，其中以 ID3 為目前廣泛使用的一種標籤方式，包括

歌手、專輯、曲名、曲風等各種相關資訊 [32]，這些資訊使使用者在搜尋時能夠

透過更多的資訊找到所需的歌曲，例如 CDDB資料庫即彙整了所有音樂專輯。 

然而僅僅使用標籤能獲得的資訊仍嫌不足，內容的傳播需要更強而有力的方

式，尤其當延伸到知識的加值時，就必須要有足夠迸發創意的傳播能力，因此，

利用更深入內容概念的語意網路為內容產品定義，即成為新的解決之道，語意網

路能為內容產品提供完整的定義，尤其在電腦搜尋時，能自動替使用者作配對，

可以加速內容產品的傳播。 

「語意網路是用來對目前網路上各種資訊完整定義的延伸內容，可以讓電腦

與人都能夠透過語意網路共同協作 [20]。」利用語意網路定義內容有幾項優點： 

1. 減少資訊的含糊性：許多內容的定義可能較為模糊，或者產生語意不清混淆

的情況，例如提起大三元，可能被認為是籃球比賽上表現優秀而稱作大三

元，也可能被認為是麻將遊戲中的大三元，像這種同一名詞卻有截然不同的

意義的情況下，僅僅定義關鍵字或標籤是不足的，因此透過語意網路可減少

資訊的模稜兩可，增進搜尋時的準確度。 

2. 增進資訊整合性：由於網路上的資訊都是由四面八方而來，並沒有一個統一

的介面及呈現方式，因此即使獲得了某些內容產品，亦不容易交流與創造價

值，透過語意網路將這些資訊以共通的方式作整合，加速資訊交流分享。 

3. 增加搜尋可用項目：由於語意網路不僅僅定義單純的屬性，更甚之能對內容

產品之關係做出比對與定義，因此能將搜尋的觸角擴大，利用更有意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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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找尋所需的內容，增加資訊內容碰撞的可能。 

透過語意網路的應用，可使得內容的定義與搜尋更有意義，加速內容加值。 

 

語意網路是以 XML語言為基礎的標準語言，在不同的用途下，有不同規模

的語言可供使用，包括 RDF與 OWL等 [9]。其架構如 圖 2.2 所示。RDF(Resource 

Definition Framework)是以定義網路上的資源為其初始目標，利用 RDF將網路上

的文件定義之後，轉化為可供處理的資料及資訊，增加網路上資源的可用性。而

OWL(Web Ontology Language)則是更進一步，將物件與物件之間的關係予以定

義，使得更多元化的應用能得以發展。 

 

圖 2.2 語意網路架構圖 

本研究中由於偏重在內容產品的定義上，因此主要以 RDF語言為語意定義

基礎。RDF模式可以用來定義某一項陳述，每一項陳述定義都可分成三個部份：

主詞(Subject)、述語(Predicate)、受詞(Object)，每一項資源都以一個統一資源識

別元(URI)表示，並以一個三元組(triples)為 RDF作表示，例如 圖 2.3 即為一簡單

範例，可表示某一員工編號 85740 其年齡為 27 歲，透過主詞、述語、以及受詞

的應用，可表達現實生活中一切資源的定義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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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RDF triple陳述定義範例 

 

將語意網路應用在數位內容的定義上的研究已經略有發展，新加坡便有一研

究計畫，將語意網路應用在教育資源上，建置了一個數位資源探索平台，稱之為

DCX(Digital Content Exchange)平台，利用此平台取代舊有的搜尋引擎，使教育

資源的流通更加便利 [20]。DCX採用 RDF等語言，並彙整各方面知識，結合網

路服務及 RSS 功能，讓資訊分享更容易。DCX平台的基礎架構如下 圖 2.4 所示： 

 

圖 2.4 DCX平台實作架構 

DCX計畫中所欲解決的問題有以下幾點： 

1. 資源可得性：由於網路上的資源搜尋向來以搜尋引擎為主要管道，然而若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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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引擎所使用的機器人未能得到某資源的索引，則此資源將不能在網路上被

取得，這使得資源無法被廣為流傳，對知識的分享無疑是一大問題。 

2. 資源的類型：過往由於網路頻寬等因素的限制，網路上的資源以文字為主，

然而隨著時間的演進，頻寬與技術不斷改善，促使資源的種類趨向多媒體發

展，包括語音、影片、甚至是互動式動畫等，都使得網路資源急速膨脹，然

而搜尋引擎卻沒有長足的進步，對於非文字的資源搜尋上仍然有困難，因此

找出一個能對多媒體資源一樣適用的方式，也是一個需要改善的原因。 

3. 客製化搜尋：目前的搜尋引擎大多以關鍵字搜尋為主，然而以關鍵字搜尋無

法獲得因人而異的結果，這對於內容產品這種被歸類於粒度大的數位產品造

成許多困難，粒度大代表內容產品其概念是極為複雜的，不能夠透過簡單的

關鍵字就能探索到，尤其應用在以知識為主體的數位產品上，譬如數位學習

的教材，則更需要能夠為每個人提供更客製化的搜尋。 

從這些問題可以發現，前述使用語意網路所帶來的優點，能恰恰滿足解決這

些問題的條件，利用語意網路對數位內容作改善，將可解決目前面臨的問題。這

些問題不僅僅在數位教材編輯上會發生，在其他數位音樂、各種數位內容產品都

可能有同樣的問題，因此可應用語意網路於數位內容相關產業以改善現況。 

 

第第第第2節節節節     模糊規則基因演算法模糊規則基因演算法模糊規則基因演算法模糊規則基因演算法 

模糊基因演算法是本研究中應用於改善配對模式的方法，其主要功用在於在

建立模糊規則後，透過基因演算法對規則做出最佳化，使規則能夠因應資料的增

加不斷改善，提供更精確的分類規則。模糊規則基因演算法分為兩個部份，第一

個部份是初始模糊規則的建立，第二部份是基因演算法的進行過程。 

模糊集合理論的提出，主要目標便是讓電腦也能處理模糊的概念，將使用者

的心理量轉換為物理量，經過運算處理後，再轉回心理量告知使用者。傳統的集

合論中使用絕對的二元值來陳述邏輯，例如是與否、真與假，男與女等，然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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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大多數的事物存在許多不確定性與不清晰的狀態，沒有辦法使用絕

對的二元值去描述，因此模糊集合論突破了二元值的表示方法，利用介於 0 與 1

之間的數值表達對各個狀態的隸屬程度，稱之為隸屬度(membership)，利用隸屬

度表達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 [11]。 圖 2.5 為以溫度這個概念為例之明確集

合與模糊集合比較；在明確集合當中，若將 28 度設為明確的二元判斷點，則高

於 28 度即完全歸屬於溫度高的集合，低於 28 度完全歸屬溫度低之集合，然而在

模糊規則下，由於狀態可以用隸屬度描述，因此可以定義為：29 度時，33%隸屬

於溫度高之集合，66%隸屬於溫度中之集合，0%隸屬於溫度低之集合，如此一

來，即可將溫度這個概念以模糊集合表示之，以符合人類的思維模式 [13]。 

 

圖 2.5 溫度的明確集合與模糊集合之比較 

模糊集合使用隸屬度表示，隸屬度是以隸屬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計算，一

般常用的有四種標準隸屬函數 [3]：Z-type、，Λ-type(lambda)，Π-type(pi)和 S-type，

如下 圖 2.6 所示。標準隸屬函數為簡單線性函數，能滿足一般系統需求 [29]。 

 

圖 2.6 標準歸屬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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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邏輯論中，由於採用明確集合論，因此對於事實的判斷不是真即是

假，然而在模糊集合的輔助下，以模糊邏輯為基礎的推論方式得以被實現，對於

事物的判斷能夠在對與錯、真與假之間，讓推論的結果如同人的思考模式一般，

能夠對推論的內容有所存疑，因此模糊推論(inference)利用隸屬函數，更能表達

實際的推論模式。模糊推論的表示法為： 

IF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 A, THEN 外套外套外套外套 = B 

狀態狀態狀態狀態：：：： 溫度溫度溫度溫度 = 高高高高 

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外套外套外套外套 = 脫掉脫掉脫掉脫掉 

其中 A、B為模糊集合，IF的部份稱之為前件部，THEN的部份則為後件部。推

論的模式為「在什麼狀態下，會產生什麼結果」，如上述為若狀態為溫度是高的，

結果就會是將外套脫掉。像這樣的 IF-THEN 規則被廣泛的使用，然而通常推論

規則都是比較複雜的，前件部的項次可能不只一項，因此碰到事實需要推論時，

便需要專屬於模糊推論的規則結合方法，四種常見的合成運算方法有： 

最大最大最大最大-最小合成最小合成最小合成最小合成（（（（max-min operation）：）：）：）： 

( ) ( ) ( )( )max min , ,B A A B
x

y x x yµ µ µ′ ′ →
 =    

最大乘積合成最大乘積合成最大乘積合成最大乘積合成（（（（Max product operation）：）：）：）： 

( ) ( )max ,B A A B
x

x x yµ µ µ′ ′ → =  �
 

最大邊界積合成最大邊界積合成最大邊界積合成最大邊界積合成（（（（Max bounded product operation）：）：）：）： 

( ) ( ) ( )max ,B A A B
x

y x x yµ µ µ′ ′ → =  �
 

最大激烈積合成最大激烈積合成最大激烈積合成最大激烈積合成（（（（Max drastic product operation）：）：）：）： 

( ) ( ) ( )max ,ˆB A A B
x

y x x yµ µ µ′ ′ → =  �
 

一般最常採用的是 Mamdani 所提出的 Max-Min 方法，其內容為： 

1. 對前件部各項次之隸屬函數取邏輯積(Min.)作為前件部之適合度 

2. 將此適合度與後件部之項次作邏輯積(Min.)運算，作為規則結論程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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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後，對整個規則庫作邏輯和(Max)，即為整個模糊推論之結果 

 

模糊規則推論法應用在事實的推論極為普遍，然而規則雖然能藉著分析資料

而產生，但是產出規則之品質卻可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出現問題，此時便需要一

個最佳化方法對推論規則不斷調整改善，因此基因演算法便被應用在模糊規則的

最佳化過程中。簡單的基因演算法有一些基本的元件 [22]： 

二元編碼的母群體—一開始作為子代挑選集合之初始母群體 

控制變數—基因演算法結束之設定條件 

適應函數—辨別產生子代優劣之函數，即適應力越佳者，存活機會越高 

基因演化作業—交配(crossover)與突變(mutation)的過程 

選擇(selection)機制—從母群體中選擇進行基因演算之父代的機制 

二元編碼機制—將目前問題編碼為二元字串的機制 

將這些元件組合起來，便能成為基因演算法之過程，其演算法如下 表 2.2 所示： 

表 2.2 簡單基因演算法 

Simple Genetic Algorithm(){ 

 Initialize population; 

 Evaluate population; 

 While termination criterion not reached{ 

  Select solutions for next population; 

  Perform crossover and mutation; 

  Evaluate population; 

 } 

} 

 

透過適應函數的使用，能夠汰弱留強，將演化過程中真正符合目標之子代保留下

來，然而正因為適應函數的重要，因此如何找出符合問題目標之適應函數便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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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探討的問題。若將基因演算法的最佳化模式套用在模糊規則推論當中，則其適

應函數將以三種方式呈現 [28]： 

1. 覆蓋度：一筆規則的前件部可以涵蓋的資料比率 

2. 精確度：一筆規則在前件部滿足的資料下，後件部亦滿足的比率 

3. 貢獻度：一筆規則在總體規則中，實際以資料推論數為評鑑之貢獻比率 

應用以上幾點之組合，能夠將最適於生存之模糊規則以基因演算法保留下來，達

到最佳化的效果。適應函數之詳細使用方法在第三章中會進一步闡明。 

 

第第第第3節節節節     電子市集電子市集電子市集電子市集 

由於網路的發達，使得電子化交易平台得以蓬勃發展，電子市集便是在這樣

的機緣下成為取代傳統市集的新交易平台。電子市集的目標在促成供需雙方的協

商機制完成交易，其中協商過程的重要要素有三項 [14]： 

1. 協商協定(negotiate protocols)：兩方互動時所需遵守之規則 

2. 協商物件(negotiate objects)：協商時所需達成協議的範圍 

3. 代理人決策模式(agents decision making models)：在遵守協商協定的前提

下，為了達成協商物件的協議結果，所使用的決策方式。 

在這樣的架構下，電子市集便可被分為幾種競爭協商模式，如下 圖 2.7 所示： 

 

圖 2.7 三種電子市集之協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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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 M 代表供應方，C 為顧客方。模式 A為一個顧客面對許多供應方的模

式，其中以 BargainFinder系統最為著名，其特徵在於由一顧客在眾多供應方群

聚的平台上，能夠挑選其中最便宜的商品，類似這種模式的電子市集將造成供應

方在價格上的劇烈競爭。模式 B則恰好相反，眾多顧客競標某一供應方之產品，

最典型的例子即是線上拍賣的網路平台，例如 Yahoo 與 eBay等拍賣網站，都是

屬於此模式，此種模式下拍賣過程將由顧客方競爭，若協商物件為價格，則其結

果即為價高者得。模式 C 目前較少見，屬於顧客方與供應方皆為多重連結之形

式，此種形式結合前述兩者，複雜度較高，呈現出更多樣性的協商機制。 

本研究中的電子市集協商機制主要採用模式 B，亦即由顧客方競標供應商

品，協商物件則僅限於價格的協議。這樣的競標方式可再分成四種基本類型 [15]： 

1. 遞增叫價拍賣(ascending-bid auction)：又稱為開放式(open)，英式(English)拍

賣，出價時間內，出價者可看到目前最高的價格，拍賣的價格隨著喊價不斷

上升，直到剩下一個出價者為止，此種模式下，由於最高價格是開放可見的，

因此不會一下子上升到很高的價格。 

2. 遞減叫價拍賣(descending-bid auction)：又稱為荷式(dutch)拍賣，與英式拍賣

不同的是，荷式拍賣雖然出價者亦能得知目前的投標價格，然而競標方式是

將價格不斷遞減，出價者可選擇投標或是等待價格繼續下降，而最後得標者

即為其中最先投標(最高價格)者。此種模式下每個出價者僅能投標一次。 

3. 最高價密封叫價拍賣(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出價者將自己競標的價格

秘密傳送給拍賣方，出價者並不知道彼此的出價，最後由出價最高者標得標。 

4. 次高價密封價叫拍賣(second-price sealed-bid auction)：又稱為 Vickrey拍賣，

 方式與最高價密封叫價拍賣相同，然而得標者僅需付第二高的價格。 

透過適當協商機制的應用，當能使供需兩方更有效率的完成交易。 

本研究中的產品為數位內容產品，其性質與實體商品有所不同，例如數位產

品由於複製容易，變動成本低，較不會因為數量上的變化而影響價格，因此協商

機制必須再做變化，以因應本研究之特性，詳細的內容將在第四章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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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4節節節節     服務科學服務科學服務科學服務科學理論架構理論架構理論架構理論架構 

早在服務科學這個名詞被提出前，服務業就以其快速的發展受到關注。對一

個服務導向的企業而言，如何加強服務的績效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其中，透

過組織流程的創新、人力教育上的創新、科技發展上的創新，或者是三者之結合，

都能夠有效的提昇服務的生產力(Productivity)：即做到同樣的事情，卻能減少花

費的成本。這些創新的方式由於被應用在服務的改善上，因此被稱為「服務創新」

方法，透過服務創新，能夠有效的為服務提供者與客戶雙方面創造價值。達成服

務創新必須要有一套系統化的原則，使服務導向的企業能夠照著規範具體實行，

因此，研究如何透過服務創新產生價值的系統化科學—「服務科學」應運而生。

服務科學整合上述三個服務創新的面向，並以企業策略方針為中心原則，提出一

個應用服務科學的概念模式 [12]，如下 圖 2.8 所示： 

 

圖 2.8 服務科學概念模式 

服務業由於涉及的內容很廣，因此服務科學必須結合各個領域的知識，才能

對服務內容創造出更高的價值，包括電腦、物流、管理、社會、認知科學等。例

如就一項快遞的服務而言，可以採用科技以改進資訊傳遞的方式；也可透過對物

流過程的分析，重新再造更有效率的商業流程；或者也可以從人員的管理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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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員有足夠的能力因應服務內容；然而，從這些單一的面向去改善都是片面的

作法，最好的解決方案還是要從企業策略開始向下延伸，融合各方面的知識，促

成服務的創新。 

從電腦科學的角度來看，研究服務科學以科技上的創新為主，例如服務導向

架構(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 SOA)、網路服務(web services)、以及服務運

算(service computing)等，都是從電腦科學出發的研究領域，這些研究主題雖然重

視企業的服務應用，然而主要目標在應用資訊科技將軟體元件模組化，使服務能

夠因應企業策略隨需(On Demand)應變。然而就服務科學的層次來說，資訊科技

應該進一步利用在非軟體的其他服務類型上，例如人員的管理、流程的重組等，

都可以模組化後透過資訊科技予以改善重組 [24]。 圖 2.9 為在概念模式下對組織

內部服務的概略描述，利用語意網路定義組織內其他的服務內容，包括人員基本

資料及網路服務內容等之後，資訊科技便能應用在管理及改善這些服務上，以達

到更全面性的服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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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概念模式下服務概述 

 

服務科學架構中包含三個層面，服務組成(component)、服務流程(chain)、服

務價值(value)。服務組成就是模組化後的服務，包裝過後可以與其他服務共創價

值；服務流程即如何將服務組成重組創造出新的價值；服務價值在於評估服務流

程的績效，以作進一步的改善。簡單來說，這三個層面各自要探討的是： 

服務組成：哪些知識能夠被應用？ 

服務流程：這些知識如何被整合以創作價值？ 

服務價值：應用這些知識能創造出什麼價值？ 

本研究即利用這些層面作為分析的基礎，對系統中各個部份進行分析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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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5節節節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本研究所引用之文獻與研究內容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層針對數位內容所面臨

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的相關探討，第二層則以服務科學為主軸，探討服務科學的分

析方式為何能夠被應用，且如何被應用在研究問題上。就內容重心來說，由於本

研究僅使用一條服務流程貫串，恐未能完全體現服務科學的中心思想。故研究方

法將以解決方案為主軸，服務科學僅作為研究背後的基本理論架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