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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3  

3  

數位內容產業正蓬勃發展當中，然而在急速的成長下，背後衍生的問題也逐

漸浮上檯面，由於數位內容產業與傳統產業本質上的差異，這些新問題並不能用

傳統的方式去解決；數位內容產品是以知識為導向的無形產品，其價值重在生產

者與消費者間的互動，而非產品本身；此外，為了提供消費者更大的價值，客製

化的創新產品也必須不斷的推陳出新，以因應消費者的需求。這些與服務業相似

的特點，顯示出數位內容產業為服務科學成員的事實，服務科學著重消費者與生

產者共同創造價值、以及整合知識達到服務創新，恰與數位內容產業的內涵相符

合，因此透過服務科學分析方式解決數位內容產業面臨的問題，是本研究的重點。 

就服務科學的觀點來看，可以分成三個層面來分析：服務組成、服務流程、

以及服務價值。本研究中將以服務組成為重點，詳細將各個服務組成的內容實做

出來；服務流程則僅以一條完整流程為研究的範圍，但仍會提供足夠的擴充性並

在之後驗證各服務組成間組合的彈性；而在服務價值方面，則以系統平台建置的

方式，將服務的價值利用實際的運作展現出來，並且以服務水準的相關評核指標

作為本研究的評估參考。 

就數位內容產業來看，本研究分為三大服務組成：(1) 數位內容產品間、數

位內容產品與消費者及生產者雙方、以及消費者及生產者間的關係。此三種關係

牽涉到創作的本質概念，是首先必須要定義清楚的部份，只有瞭解了環境中各個

個體間的關係，才能進一步對如何提供良好的數位內容產品有更確實的掌握。(2) 

消費者及生產者的媒合。界定了各個個體的關係後，便能將有關聯的個體連結在

一起，甚至，由於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為了目的而將各種不同關係的個體以符合

其目的的方式作連結。奠基在關係的定義上，能夠更進一步發掘出潛藏在各種關

係背後由互動所產生的價值。(3) 數位內容產品的定價及評價模組。數位內容產

品為無形的知識型商品，不同於傳統商品的估價方式，數位產品有其特有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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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且由於對各個消費者來說，數位內容產品所提供之價值或有不同，因此提

供客觀但又能符合消費者需求的定價及評價的模組，才能真正催動整個環境的互

動行為，為消費者與生產者兩方共同創造價值。 

就本研究的角色而言，由於處在協同式的多人互動平台當中，生產者與消費

者的角色並不固定，不同於目前大部分的數位內容產品依舊由特定生產者生產給

消費者使用，而是透過協同的環境，營造出能讓環境中所有個體都能成為消費

者，亦為生產者的累積循環模式。在協同創作的方式來看，本研究著重之協同方

式在累積式的增長式協同，而非同時有許多人共同編修式的協同，換言之，本系

統假設所有的協同行為都是由創作者提出其成品後，由其他創作者使用前一創作

者之成品作為創作之原料再行創作，如此藉著不斷的成品與原料的堆疊，而不斷

產出價值更高的產品，而非多人瞬時迸發創意的協同方式。 

除了上述的各項定義及假設範圍之外，本研究將系統建築在以市場機制為架

構的環境下，其目的在於提供一個讓創作產品互相競爭的機制，使優良的創作產

品能得以被留存，並且提昇其市場上的價值，反之劣質產品則淘汰於市場之外。

如此一來，系統環境中的夥伴們自能透過創作產品的市場價值獲得一項客觀的評

價，藉此而獲得進步的契機。創作產品必須能夠提供各個不同消費者所需的創作

靈感，提昇其所能創造的創新價值，而非僅為特定消費者創造價值，畢竟本研究

著重在多人協同的環境下，必須讓大多數成員能藉以創造價值，才是其最終目的。 

 

第第第第1節節節節     環境說明與系統架構環境說明與系統架構環境說明與系統架構環境說明與系統架構 

本研究是以服務科學為主幹，透過三個服務組成連結成為緊密的流程，提供

環境中協同使用者互動的合作機制，如下 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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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系統環境與架構 

透過本研究中所欲建置的協同式數位內容市集，可以讓使用者在創作上面臨

問題時，能夠透過與其他協同使用者互動獲得啟發，迸發更多想法。在這個過程

當中，雖然系統並未扮演直接介入的角色，卻能透過良好的配對機制，讓協同使

用者獲得所需之利益。系統也能從每次的協同作業中獲得回饋、學習成長，使配

對機制能越來越優良。透過中心平台的提供，使用者的協同作業將成為一連串不

斷累積、不斷激盪的循環過程，更有助於創新數位內容產品的發展。 

本系統分成三個服務組成，分別透過介面與使用者互動。第一個服務組成是

Ontology Developer，其用途是將原本在數位產品當中抽象的概念以客觀的方式

加以定義，以找出各個數位內容間可能有的關係(relationship)，接著將這些定義

好的概念轉化為 Ontology，以供之後的服務組成使用；第二個服務組成是本系統

的核心部份：S-FGA Partnership Matcher，此服務組成利用前面傳來的 Ontology

結構，將各個不同的數位內容產品加以分類，並且透過 Fuzzy Rules 的建立，讓

協同使用者得以分配適當的夥伴，透過 Ontology中各屬性的比對加以配對，以

建立長久緊密的夥伴關係；最後，第三個服務組成為 Co-created Value Appraiser，

它蒐集各個使用者對配對的觀感，與使用者目標的達成度判別配對的優劣，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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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結果回饋到前述模糊規則中，以確定協同使用者能以最符合現實狀況的規則

進行配對。藉著三個服務組成的緊密結合形成的服務流程，並配合各個服務組成

背後相應的資料庫，使協同使用者獲得創作產品在質與量雙方面的提昇。 

由於本研究欲著墨者將以數位內容產業為主，然數位內容種類繁多，無法一

一論述，故本研究將以數位音樂為例貫串，利用數位音樂為例描述系統環境中各

個服務組成的運作，方能更清楚瞭解本系統之內涵。 

 

第第第第2節節節節     Ontology Developer 

本系統第一個服務組成為 Ontology Developer，主要功能是要為之後的配對

流程建立所需的數位內容語意概念，以供夥伴配對時有一項客觀的關係評斷依

據，在本研究中將以數位音樂為例製作相關 Ontology。一般來說，Ontology多憑

藉著專家的專業知識予以定義，然而本研究將利用 Web 2.0 群體智慧的概念，讓

協同使用者也能參與 Ontology的建置過程，藉著眾人協力以加強 Ontology建立

的效率，並且更能貼近環境中協同使用者的想法，更增添 Ontology的廣泛可信

度，以提昇系統配對的正確性。 

雖然群體智慧能有效提昇系統的效率，然而若完全倚賴協同使用者定義，初

期將無法建立足夠可用的 Ontology，且群體智慧的發展可能會失去控制，因此系

統初期仍以專家建立 Ontology的架構，協同使用者只需負責簡單的編修整理，

讓 Ontology的架構更為健全；而在編修的過程中，專家意見亦應持續參與，使

得共同編修的內容不至於偏離重心，方能保有專家編修的穩健以及群體智慧的多

元，以利 Ontology的順利建置與永續正確。本系統初始建立的 Ontology參酌數

位音樂專家意見，主要分為兩大數位音樂標籤體系：CDDB和 ID3，此兩者為目

前最普遍使用的數位音樂標籤方式，將以此二者為專家意見的初始來源 [30]。 

CDDB主要是以整張 CD專輯的標籤定義為服務內容，因此其內部資訊較適

用於整張專輯的創作，然而其中仍有適用於單一數位音樂產品的標籤： 

1. 創作類型(Genres)：在 CDDB中共分為 275 項創作類型，而這 275 個類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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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分配到 25 個大類當中，例如雷鬼、拉丁、爵士等曲風類型，皆屬於此類

標籤的分法。 

2. 年份(Year)：一張 CD 專輯必有其發行的年份，時間對創作品的分類亦為一

項重要的因素，即使是同樣的作曲人，在不同的時期所做出來的樂曲也將大

相逕庭，因此發行年份資訊應當是 Ontology建立的重要參考。 

其他的標籤例如創作人(artist)或者樂曲名稱(track title)等由於較為瑣碎，無法在

配對時有足夠的影響能力，此外，若透過確切的創作人名稱或者樂曲名稱查找夥

伴，將使得本系統所採用之協同創作本意因此扭曲，本協同創作系統重在找尋新

夥伴的過程，透過新夥伴的尋覓而能激盪出更好的想法，以創造更大的創新價

值，故仍以匿名性較強烈的標籤為主要的採用對象。 

 ID3 標籤大致上與 CDDB類同，由於是專門使用於 MP3 等數位音樂類型的

標籤，故其應用層面與本研究相合。ID3 的創作類型由於數位音樂儲存格式的限

制，故僅有 80 項創作類型，而 81 項至 126 項則為之後追加的 46 項類型。本系

統將融合 CDDB與 ID3 兩者的標籤，讓創作類型能更符合現實的需求。 

縱然包含了 CDDB與 ID3 兩大數位音樂標籤體系，然而本研究主要目標在

於創作活動的進行，並非強調數位音樂的標籤方式，因此 Ontology的內容必須

更有助於協同使用者的配對，前述兩項標籤體系由於是使用在音樂出版產品，因

此並沒有將「創作」的內涵徹底表達，對於實際能找出夥伴關係的標籤著墨甚少，

並不能完全符合本研究之應用層面。因此需增加更有意義的標籤。網路音樂創作

平台「滾石可樂」為台灣地區大型網路創作平台，擁有許多線上藝人及創作品，

由於其主要目的即在音樂創作的分享，故其標籤較符合創作所需 [31]： 

1. 演奏樂器：使用的樂器與其創作的內容有相當大的關係，若使用電吉他、電

鋼琴等樂器，創作類型多較為強烈；而採用古典吉他、橫笛等則應較為柔美，

因此在找尋夥伴時，若能對樂器的使用有所瞭解，當能有所助益。 

2. 創作地：一項創作品的風格或多或少會為其創作地點所影響，創作時所在的

地點不同，可能造成創作風格的不同，不同的地區有其民風及其偏愛的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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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甚至會是融合各種風格的特殊類型，例如維也納為奧地利的首都，座

落在歐洲中部，由於地理位置的原因，音樂類型即受到各週邊國家影響，從

而成為世界「音樂之都」，由此可知地理位置對配對關係有一定的影響性。 

3. 評價：由於「滾石可樂」是一創作為主的分享平台，故一項創作品被刊載在

網站上時，自然會有許多評價出現，這些評價有些是屬於較為客觀的評價，

例如作品的點閱次數；也有主觀的評價，例如一般大眾給予創作的評分等。

這些評價對於創作品來說，是左右其價值的重要依據，當協同使用者找尋夥

伴時，自然也希望找尋的夥伴不僅能符合其要求的條件，更要有水準之上的

表現，因此評價亦為重要的配對條件之一。 

上述的標籤內容雖然不是像 CDDB或 ID3 標籤被廣泛應用在數位音樂上，然而

對創作產品所能增添的內涵卻更有助於夥伴配對的實行。 

 

除了這些目前已經存在的標籤外，本系統由於本身的需求，另外還需加上其

他有意義的標籤，方能建置出更健全的 Ontology： 

1. 引用次數：本系統著重在創作品的持續累積成長，因此如同論文寫作一般，

一項創作品若是能被其他新創作品廣泛的引用，代表其實質帶來的幫助相形

較大，配對所帶來的成效亦當較大，因此當屬於評價中的一項重要根據。 

2. 點閱次數：一項作品被點閱的次數代表其內容時常被一般大眾所反覆欣賞，

因此點閱的次數可以視作創作品能否被廣為接受的依據，在配對時參考點閱

次數將能讓協同使用者分配的夥伴更具創作的代表性。 

3. 綜合評價：雖然有大眾評價、點閱次數、以及引用次數等評價方式，然而在

實際評比時其效益時，由於評價的取得並不容易，例如初期並沒有太多使用

者時，要累積大眾評價或是引用次數可能都有困難，若是想要用這幾個評價

作為依據可能未見客觀，因此便取綜合分數作處理，對前述三項評價給予不

同的權重值，當項目的樣本數過少或是太過偏頗時，尚有綜合的係數可供參

考。大眾評價、點閱次數、以及引用次數都是不參酌使用者主觀判斷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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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每一份創作品的三種評價並不會隨著配對情況不同有所改變，然而綜

合評價卻能提供協同使用者在配對時的細部調整，讓最後的配對能夠更貼近

使用者需求。 

綜合以上各種形式的標籤，本研究所採用的初始定義數位音樂 Ontology結構於

焉完成，如 圖 3.2 所示，其內容包含傳統數位音樂的分類、現行創作型平台的分

類、再加上根據本系統的型態而產生的全新標籤，當能適切的運用在之後的協同

使用者的夥伴配對機制。 

 

圖 3.2 初始定義數位音樂 Ontology結構 

 

當建立起 Ontology結構後，便需進行下一個步驟，實作 Ontology的項目，

由於本研究採用的 Ontology並不複雜，主要還是以對數位內容產品的內容與週

邊定義為主，語意中動作的概念並不需要特別予以強調，在之後配對時也僅需對

數位內容產品間 Ontology資源定義的內容比對其關係，故在本研究中，採用最

適用於資源定義的 RDF(Resource Definition Framework)為語意定義語言，將上述

結構轉化為實際的 Ontology語言，各個標籤會先從自然語言描述為起始，透過

使用者介面與系統互動，並藉著 Relationship Recognizer將創作產品的內容關係

清楚的確認且闡明，之後則透過 Ontology Transformer將已經產生的內容關聯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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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RDF形式，如此將抽象創作概念經過一連串的步驟轉化成具體的語意定義。

以下舉一實際例子建立 Ontology文件結構；當某一項數位音樂產品被協同使用

者所產出時，其內容的抽象描述將被使用者以自然語言的方式表達： 

本創作在西元本創作在西元本創作在西元本創作在西元 1983 年作於台北年作於台北年作於台北年作於台北，，，，風格屬於融合拉丁美洲浪漫風格的爵士風格屬於融合拉丁美洲浪漫風格的爵士風格屬於融合拉丁美洲浪漫風格的爵士風格屬於融合拉丁美洲浪漫風格的爵士

樂樂樂樂，，，，為了能夠帶給聆聽者舒服柔和的樂曲為了能夠帶給聆聽者舒服柔和的樂曲為了能夠帶給聆聽者舒服柔和的樂曲為了能夠帶給聆聽者舒服柔和的樂曲，，，，本創作將不會使用過多的樂器本創作將不會使用過多的樂器本創作將不會使用過多的樂器本創作將不會使用過多的樂器，，，，而是而是而是而是

僅用鋼琴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僅用鋼琴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僅用鋼琴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僅用鋼琴來表達內心的情感，，，，希望以這樣的樂曲感動所有喜愛爵士樂的朋友們希望以這樣的樂曲感動所有喜愛爵士樂的朋友們希望以這樣的樂曲感動所有喜愛爵士樂的朋友們希望以這樣的樂曲感動所有喜愛爵士樂的朋友們。。。。 

 

上述的自然語言描述僅能在人與人之間溝通時使用，然而若要透過電腦處

理，則需進一步萃取所需的內容，透過使用者輸入介面讓協同使用者鍵入資訊： 

1. 創作品的創作年份為：西元 1983 年 

2. 創作品的創作類型為：拉丁爵士 

3. 創作品的創作地點為：台灣 

4. 創作品的使用樂器：使用樂器一：鋼琴；使用樂器二：無；使用樂器三：無 

這些基本的內容定義完成後，便需將這些內容的關係呈現出來，由於使用者

所定義的內容過於粗略，故必須透過系統內部的 Relationship Recognizer將能夠

自動取得的資料、以及一些額外資料讀取進來，進一步建立起完整的關係： 

1. 創作類型的父類型：使用者雖然僅輸入創作類型為拉丁爵士，然而系統要能

透過創作類型判斷出父創作類型的資訊，以建立較為完整的類型關係。 

2. 創作地點的父創作地點：如上述創作類型一般，創作的地點也應該輸入區域

範圍後，能自動取得較大範圍的資訊，以確認其創作點的鄰近關係。 

3. 使用樂器：由於使用樂器的設定有三個欄位供填寫，然而不管填在哪一個欄

位，在判別關係時其實都是相同的，因此必須將這樣的關係清楚辨明。 

4. 評價：由於創作品的評價往往是在平台上維持一段時間後才慢慢建立起來

的，因此剛開始並沒有評價的資訊可供使用，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系統也

應該不斷的將評價的資訊更新，以確認評價與作品間的關係。綜合評價是由

大眾評分、點閱次數與引用次數這幾個客觀的分數所得來，三者的權重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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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者自行定義，使用者在尋找夥伴時有其預設的想法，譬如若使用者認

為大眾評分不能評斷作品的品質，則或許會將引用次數視為較重要的指標，

綜合評價便可將其權重提高，才更能符合使用者的實際需求。 

創作品的關係雖能確實建立，然而仍屬電腦無法自動處理的抽象語意關係，當創

作品要透過系統自動與其他作品比對時，仍須透過 Ontology的建立才能達成，

此時便需利用 Ontology Transformer 將關係轉為 RDF文件，以定義創作產品： 

1. 數位音樂創作編號 983 有一創作年份其值為 1983 年 

2. 數位音樂創作編號 983 有一創作類型其值為拉丁爵士、父創作類型爵士 

3. 數位音樂創作 983 有一創作地點其值為台灣、父創作地點為東亞 

4. 使用樂器為使用樂器一：鋼琴 

5. 數位音樂創作編號 983 有一綜合評價其值為 7.3 

6. 綜合評價有一大眾評分其值為 6.5 

7. 綜合評價有一點閱次數其值為 98 次 

8. 綜合評價有一引用次數其值為 8 次 

 

這樣的內容若化為 RDF以 triple表示，如下 圖 3.3 所示： 

 

圖 3.3 RDF:Triple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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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將 RDF轉成如 圖 3.4 的 XML文件： 

 

圖 3.4 創作產品 RDF Ontology文件 

當 Ontology確實透過這些步驟建立後，基本的架構已經大致完成，接下來

只需藉由群體智慧不斷改善即可，例如音樂類型的流變隨著時間過去而不斷產生

變化，很多新的音樂流派會與現有音樂類型融合出現，像這樣的流變有時候不能

被立即察覺，因此便可透過協同合作獲得先知先覺的智慧，然而即便協同使用者

能提供 Ontology調整的意見，實際更動時仍需專家觀察與驗證後，方可實行。 

在經過結構的建立與不斷的改善後，Ontology的品質應能提昇至水準之上，

產生出來的 Ontology方可提供給之後的服務流程作為配對時的關聯判定依據，

若是此一服務流程有所謬誤，之後的所有配對都將受到影響，因此 Ontology 

developer的工作必須持續進行、持續改善，如此一來才能持續的提供對協同使

用者有意義的服務內容。 

 

第第第第3節節節節     S-FGA Partnership Matcher  

在以 RDF形式所儲存之 Ontology被成功的建立之後，便需利用所建構出的

語意為協同使用者進行配對，利用配對組合提供適當的合作夥伴，以共同處理獨

自無法解決的困難。本服務流程雖然強調夥伴配對的功能，然而最終目的必須要

解決協同使用者所面對的問題(Problem)，所謂「問題」可以有以下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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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由於在已知狀問題是由於在已知狀問題是由於在已知狀問題是由於在已知狀況下出現障礙而無法達成某些目標的情形況下出現障礙而無法達成某些目標的情形況下出現障礙而無法達成某些目標的情形況下出現障礙而無法達成某些目標的情形。。。。若將問題再

深入探究，可以將之分成三個基本元素： 

1. 上下文：關於目前所已知狀態的描述 

2. 目標：關於所要達到目標的描述 

3. 障礙：必須被解決的癥結。 

將問題以定義式呈現，則其表示法為： 

P: C: G: O:

( , , ),P F C G O=

問題, 上下文, 目標, 障礙
 

面對問題時，必須先對上下文有一定程度的認知，並透過一連串的思維活動，思

考出解決的方案以清除障礙，當所有阻礙都已消除後，才能達致所期望的目標。 

舉例來說，「2x − 1 = 0，求 x 的值。」這個數學問題中，「x 與其他係數的關

係」便是目前所能掌握的上下文；其次，「求得 x 的值為何」就是這個問題要達

成的目標；最後，這樣一個數學問題出現了障礙：x 的值並不能直接藉著已知條

件求得，此時解決方案便可能為移項或分配律以簡化並解決此問題。 

不同的領域會有不同的問題，然而基本要素卻都相同，若將問題的定義代入

本研究欲探究的數位創作中，則問題的上下文即是使用者目前已知的初步創作概

念；目標則是使用者希望從創作品獲得的利益；而障礙則是使用者創作時可能遇

到的瓶頸與困難，必須找出適當的解決方案予以解決，在本研究中利用夥伴配對

以解決創作遇到的障礙。因此在探討每一項創作問題時，必須按部就班的掌握住

三項元素，才能藉以解決問題，故本研究在進入核心的 S-FGA夥伴配對前，要

從創作問題的上下文、目標、以及障礙一一談起。 

一項創作問題的上下文即是使用者的初步創作概念，也就是目前使用者欲創

作的產品就其所知「是什麼？」然而這樣的概念在使用者心中將是抽象而無法被

系統所採用的，因此要透過使用者介面與協同創作者互動，將抽象的創作問題概

念逐一輸入系統，並藉著前一項服務組成 Ontology Developer相同的步驟，將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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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概念轉成可被系統具體運作的語意，經過一連串的步驟轉化成 RDF文件。創

作問題概念與前一節提到的實際創作品兩者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對其已知條件的

缺乏，實際的數位創作產品由於已經被創造出來，Ontology僅是將其狀態以語意

表達出來，然而抽象的創作概念只是對創作產品的概略描繪，其描述內容往往只

能夠表現出「仿似」其要做出作品的形貌，卻不能完全精確的將狀況完全闡明，

因此一個創作問題上下文的 Ontology結構應如 圖 3.5 所示： 

 

圖 3.5 創作問題上下文 Ontology結構 

對創作者而言，要從抽象創作概念發展至語意，仍需以自然語言描述其內容： 

雖然我對搖滾樂的認識不深雖然我對搖滾樂的認識不深雖然我對搖滾樂的認識不深雖然我對搖滾樂的認識不深，，，，但是我一直想做一首但是我一直想做一首但是我一直想做一首但是我一直想做一首 hard rock 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最好可最好可最好可最好可

以是用電吉他的復古曲風以是用電吉他的復古曲風以是用電吉他的復古曲風以是用電吉他的復古曲風，，，，樂曲變化上雖然我也能接受創新樂曲變化上雖然我也能接受創新樂曲變化上雖然我也能接受創新樂曲變化上雖然我也能接受創新，，，，但還是希望以能掌但還是希望以能掌但還是希望以能掌但還是希望以能掌

控的範圍進行創作控的範圍進行創作控的範圍進行創作控的範圍進行創作，，，，目標市場方面主要還是鎖定在本土聽眾目標市場方面主要還是鎖定在本土聽眾目標市場方面主要還是鎖定在本土聽眾目標市場方面主要還是鎖定在本土聽眾，，，，雖然在創作這條路雖然在創作這條路雖然在創作這條路雖然在創作這條路

上還是初學者上還是初學者上還是初學者上還是初學者，，，，但是會和大家一起加油但是會和大家一起加油但是會和大家一起加油但是會和大家一起加油！！！！ 

 

在自然語言的描述當中，大致上可以找出一些可供使用的狀態，例如： 

1. 創作類型鎖定在 hard rock 硬搖滾 

2. 希望走復古風 

3. 演奏樂器使用電吉他 

4. 以本土聽眾為主 

然而這些描述無法直接為系統所用，因此必須透過使用者介面輸入系統，才能將

其中實際可利用的「上下文」萃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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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仿似創作類型：硬搖滾樂 

2. 仿似創作年份：西元 1950 年 

3. 仿似演奏樂器：電吉他 

4. 仿似創作地點：台灣 

「仿似」的意義代表最後實際產出的創作可能不同於目前的假設條件，然而

創作產品應與假設大致相仿才能符合系統的預期。之後將系統自動產生之標籤加

入，例如：仿似父創作地點為東亞、仿似父創作類型為搖滾樂。最後，便可轉成

如 圖 3.6 的 RDF文件格式： 

 

圖 3.6 創作問題上下文 RDF Ontology文件 

 

上下文的內容與實際創作產品相仿，其原因在於所有創作產品都是經由初始

的問題透過一連串思維後所產出，因此每一道問題在持續的發展下都能成為新的

創作產品，如此週而復始不斷循環，持續替系統注入新的能量。 

在上下文的假設條件整理完成之後，接下來便要給定問題的目標，在本研究

中，問題所對應的目標利益分為三大類： 

1. 概念具體化 

使用者雖然對於想要創作的作品或許有初步的認知，然而卻不一定會對其內

涵有太多的瞭解，對創作品認識不深可能使創作品與初始的抽象概念有所差異，

此時對使用者來說，其追求的利益便在於讓自己所構想的概念更加具體有形，以

鞏固自己創作的意志。例如：使用者若是想要創作一首靈魂爵士的曲子，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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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化其概念的方式就是提供更多創作類似的靈魂爵士的夥伴，讓使用者能藉以

對靈魂爵士應該有的元素有更多的認識；此外，也可以進一步從其父創作類型推

展，獲得更深入的概念，例如提供爵士樂其他類型的作品，讓使用者對爵士樂其

他流派也能有所涉獵，或能從中得到真正符合期望概念的具體參考，讓使用者對

其創作產品能有更具體明確的創作構想。簡單來說，「相關資訊越豐富，對概念

的認知就越清晰。」因此具體化程度可以用資訊提供的數量為依據衡量，然而二

者卻並非完全的正相關；起初，當手上握有的資訊越多時，由於彼此的關聯性以

及人類理解事物時特有過程，對於概念的理解度會加速增高，然而到了一個極限

後，由於人腦記憶的有限與學習效果的減退，此時資訊提供再多也不能讓概念的

理解提昇。若以 10 分為限表達資訊的取得，可大致分為：初始的約 1 至 3 分內，

由於連結度不夠，具體化的程度不高，直到過了 3 分後，資訊間的節點增加，具

體化程度大幅提昇，此後因記憶空間之不足，逐漸減退具體化能力 [23]。 

2. 創意多樣性 

某些使用者可能對其所欲創作的內容有清楚的認知，因此並沒有對自己目前

的創作方向具體化的需求，反而想要獲得從其他領域而來的創意激發，而非只是

處在熟悉的創作範圍內。這樣的使用者必須跳脫到其他可能的創作模式，此時其

利益便不是單純的要讓概念具體化，而是必須提供能夠啟發出創意靈感的多樣想

法，使之能藉此融合創造出新的產品。例如：某位使用者想要創作一首搖滾情歌，

然而卻又希望能有新的火花迸發，因此對他而言符合其需求的可能並非是同樣創

作搖滾樂的夥伴，而是其他可能採用類似樂器，但是類型稍有不同的夥伴，例如

重金屬或是摩登搖滾等類型；此外，也可能創作類型大致相同，然而地理位置或

是創作年份的不同，也可能使得其激發出來的創意大相逕庭，透過這樣的配對便

能提供使用者更多樣化的創意來源。換言之，使用者的創作方向將會隨著創意夥

伴的加入而有所改變，因此，如同相關資訊數量與概念具體化程度的關係一般，

亦可將創意多樣性視為「夥伴影響度的函數」。當夥伴的影響度不高時，對使用

者的創意並無多大的幫助，使用者此時仍將以自己的想法為思考方向，到了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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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夠的影響度時，創意的走向就會陡然轉向夥伴的方向前進，此後便逐漸捨棄

了原先的構想，而以夥伴的影響為依歸。若將夥伴的影響度以 10 分來看，起初

的 1 至 2 之間，對使用者無甚影響，自然無法啟發太多創意，此後由於影響度升

高，使用者轉向與夥伴迸發創意，因此創意多樣性也隨之攀升。 

3. 整合彈性 

上述兩者都是從概念本身來看，然而夥伴間概念儘管相同，也不代表就能有

良好的協同互動。使用者若實際在整合其概念與激發的靈感時，往往因為整合不

良的問題，導致協同的作業失敗，因此適當的考慮整合時應有的彈性，亦是使用

者追求的利益之一。舉例來說，即便是要追求創意，在自己的搖滾曲風當中加入

其他的風格，然而卻可從樂器的選用上找出整合彈性上的較為可行的方案，例如

搖滾樂若要混合採用鋼琴彈奏的古典樂，在整合彈性上便可能有所困難，較之同

樣採用電吉他、電貝斯等樂器的重金屬創作，後者整合成功的可能性應會更大，

後者的配對將提供更多整合彈性上的利益。一般來說，整合彈性的衡量以協同夥

伴彼此之間的相似度為依據，夥伴之間的相似度越高，整合彈性便隨之提高，但

由於人類在整合事物時的一般思考過程，將使得整合彈性提昇的模式有所差別；

在相似度較低時，雖然兩者間並無太多類似點，然而人類的思考模式擅長從某一

特定出發點出發，因此儘管類似點不多，仍可造就不低的整合彈性，之後當相似

度越來越高時，整合彈性便隨之昇高，直至兩者完全相似為止。 

這三項利益雖然有極大的差異，利益的歸屬方式也因為其衡量的標準大有不

同，然而在每一位協同使用者提出一項問題時，必定都涵蓋三者的成份在內，只

是每個人著重的項目或有不同。有的人比較期望能獲得更多的創意，卻也希望深

化自己對創作概念的具體化，然而在與其他夥伴協同的過程中，可能又必須考量

到最後在整合彼此想法時能不能順利進行。因此在使用者提出問題時，就必須同

時考量其目標利益的權重，以利接下來的配對作業順利進行，每一個使用者都應

有自己的考量而分配不同權重。雖然自行分配各項利益的權重可能因為使用者的

目標模糊有所偏差，然而採用系統建立模型的好處在於：系統背後的過程儘管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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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對使用者而言卻只需透過簡單的介面互動，若由於目標權重設定不佳導致夥

伴配對出現問題，使用者可隨時微調其目標權重，重新執行配對過程，直到得到

所需的結果為止。本節僅提出與數位音樂相關的三大目標利益，若真正應用在其

他數位內容產業時，仍應有其他配對時的考量目標。 

 

在問題當中的上下文與目標都已清楚定義之後，系統就需要進一步找到目前

面臨的阻礙，並提出消除障礙的方案。數位音樂創作的阻礙在於使用者無法獨自

創作出能夠達到其目標的作品，例如使用者獨自創作時，對創作相關的資訊瞭解

不足、抑或無法自行迸發創意、甚至是對腦中的想法如何整合有所疑問，這都是

獨自創作時所達不到的目標，故須為此種障礙提供解決的方案。 

解決的方案可能有許多種，就如同一題數學題能用各種方法解出答案，只要

最後能達成目標，就是候選方案之一。然而，儘管各種不同方案都能殊途同歸，

各方案間仍有優劣之別，優良方案能迅速且確實的消除障礙，較差的方案或許仍

能將障礙解決，但所耗費的成本較高，因此方案的選擇必須審慎。本服務組成中

分成兩個子系統元件，第一個子元件為 Fuzzy Rules Generator，用來建立替使用

者配對時採用的推論模糊規則，初始規則是由專家所建立，此後當配對資料不斷

增加，可藉著配對紀錄對產生的模糊規則調整改善以符合現況；第二個元件為

Partnership Matcher，用來實際替使用者配對，將使用者提出的創作問題套入先

前建立的模糊規則中，以找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協同夥伴。這兩個子元件構成本

服務組成的所提出之解決方案：S-FGA語意式模糊基因演算配對法，結合語意、

模糊規則、與基因演算法，以面對各種創作問題，採用 S-FGA的原因有三點： 

1. 由於無論創作問題或是數位創作產品，都是由其創作概念所產生，因此在進

行配對時，便必須對這些概念進行處理，然而概念是抽象且不能被電腦所處

理的，因此首先就要將各個概念，無論是創作問題概念抑或是已生產的創作

產品概念，都轉換成語意形式，如此一來才能透過電腦進行概念的關連比對。 

2. 儘管概念都已轉換成語意形式，可以被電腦所處理，然而概念的抽象性質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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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轉成語意有所改變，概念始終是模糊而不能有確切的描述的，換言之，

概念不能用一個確切的指標去衡量。例如，儘管音樂創作被歸類到某一個類

別當中，然而卻不代表其內涵絕對隸屬於那個類別，一項作品或許是 80%類

同於爵士搖滾，然而卻也有 20%類同於鄉村搖滾，只是因為 80%的隸屬度較

高，故將此創作歸類至爵士搖滾當中。因此，就概念的意義而言，某些屬性

必須以模糊的形式比較之，便需要採用模糊理論以定義之。此外，由於本方

案必須為使用者進行配對，滿足配對的條件則是利用已知的上下文滿足所需

達成的利益，因此必須得到上下文與利益間的關係，因此在模糊理論外，還

應加入規則的建立，才能藉著上下文的推論以獲得更優秀的夥伴配對模式。 

3. 雖然可以從初始建立的規則作推論，然而規則若不能隨著資料內容而有所調

整，很快就會不敷使用，因此模糊規則必須不斷調適，因此必須採用能調適

規則的演算方法。本研究採用基因演算法調整模糊規則，其原因有幾點： 

1. 在資料進入系統時，模糊規則要將資料確實分配進正確的類別，因此模

糊規則必須批次進行改善，基因演算法能夠將規則透過交配與突變，將

模糊規則調整為正確的分類。 

2. 在調整為正確的分類之餘，由於適應函數的使用，將適應函數的重要因

子設為規則數量以及精確度等，使模糊規則能達到規則最小化、分類能

力最大化的目標，能以最簡單的規則得到最優良的推論結果。 

3. 基因演算法是漸進式的改善，初期不需太多資料，因此系統可以在開始

營運以後，再逐步改善其使用規則，縮短累積資料的時間。 

根據以上的原因，使用模糊規則基因演算法便成為本研究的重要內容。 

3.1 Fuzzy Rules Generator 

在開始配對前，必須先建立足夠的模糊規則(Fuzzy Rules)，才能利用模糊規

則替使用者找尋適當夥伴。本服務組成第一個部份即為 Fuzzy Rules Generator，

負責產生出模糊規則。模糊規則分為前件部和後件部，若以問題的基本要素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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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本研究所採行的問題障礙解決方案為 S-FGA，則前件部即是問題中上下文

的關係，必須配合創作產品與問題兩者的語意找出其關係；後件部則是問題中所

欲達成的目標利益，也就是創作品能夠提供概念具體化、創意多樣性、或是整合

彈性的程度。上下文與目標利益利用模糊邏輯定義，以因應創作概念的不明。 

 

前件部為上下文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從前件部當中必須要獲得創作問題

上下文與 Ontology Developer所產生的各個創作產品間的關係，若以數位音樂的

例子而言，在本研究中可以分為幾種關係： 

1. 創作地點的距離遠近 

2. 創作類型的型態差異 

3. 使用樂器的類型差異 

4. 創作年份的時代遠近 

5. 評價內容的程度高低 

其中評價僅存在於創作產品，創作問題並沒有評價內容，其原因在於創作問

題尚未發展成創作產品，無法被其他協同使用者引用或評價，故無評價的資料，

然而評價結果仍為配對時極為重要的依據，因此即便在創作問題中沒有評價的內

容，仍應以創作產品的評價為前件部的項目之一，作為找尋夥伴時的重要考量。

前件部的各個項目以模糊邏輯表達如下： 

1. 創作地點：距離 D={遙遠,相鄰,緊密} 

2. 創作類型：型態 T={相異,相似,相同} 

3. 創作年代：變化 R={不變,漸變,遽變} 

4. 使用樂器：種類 C={差異,交集,重複} 

5. 評價內容：程度 L={優良,普通,低劣} 

 

由於創作地點與創作類型都有父類別可供參照，故其隸屬範圍能夠簡單的定

義；此外，使用樂器亦能以相同的個數為準確的分隔，因此雖然是以模糊的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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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項關係作描述，然而其分界方式在本研究中皆予以簡化，例如以距離而言，

本應以距離的實際遠近作為判斷模糊值的依據，但在本研究中僅以兩個區間切

分，將複雜性減少，但仍保留模糊的概念。各項模糊關係的定義如下：創作地點

相同─緊密；創作地點相異、創作地區相同─相鄰；創作地區相異─遙遠，例如

若創作問題所欲滿足的創作地為台北，而某一數位音樂產品的創作地為北京，則

其創作地點應該認為是相鄰(地點相異而地區相同)。創作類型的部份則是：創作

類型相同─相同；創作類型相異、父創作類型相同─相似；父創作類型相異─相

異，例如某一創作問題欲滿足的創作類型為鄉村搖滾，而某一數位音樂產品之創

作類型亦為鄉村搖滾，則其創作類型當可斷定為相同(創作類型相同)。使用樂器

則以交集數目作計算：三件樂器皆相同─重複；三件樂器中，無完全不同，亦無

完全相同(一至兩件相同) ─交集；三件樂器皆不同─差異，例如若一創作問題

欲滿足的條件為使用電吉他、電子琴演奏，則當一數位產品以電吉他及電子鼓演

奏時，其使用樂器即為交集。創作年代較難明確定義其隸屬程度，就音樂發展的

歷史而言，現代音樂與古典音樂之分野為 1900 年，從那時開始繼承歐洲古典音

樂的現代音樂開始發展；而現代音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產生新的質變，因

此將創作年代的隸屬程度分為：西元 1945 年至今─現代；西元 1900 年至 1945

年─過渡；西元 1900 年以前─古典，在此並不以創作問題與數位音樂產品之年

代差距為模糊邏輯定義，而以兩者的時代區間作為評斷考量，其主因在於年份差

距並不能客觀表達其概念的差異，例如在古典時期相差一百年的作品，並不會比

近代跨越二次大戰前後期的兩件作品差異大，因此以時代區間來評量其音樂的變

化性較能客觀表達現實狀況，然而仍以簡化的區間作為其模糊規則。 

評價則以分數高低為依歸，由於評價內容主要受引用次數、點閱次數及大眾

評價所左右，其中引用次數與點閱次數都是以此項產品佔全部次數的比率計算，

例如某項產品在全部總和 100 次的點閱中佔了 90 次，則在點閱次數這一項就能

拿到 0.90；而大眾評價的分數必須配合給予評價的人數而有所加成，例如一項作

品僅一人評價 9 分，與另一作品有 10 人評價在 8 分上下，則後者是較為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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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賦予較高的權重。在各分項都計算完畢後，由於使用者可能有自己的偏好配對

權重，例如某一使用者認為引用次數代表此作品被廣泛的採用，較之僅僅觀看的

點閱率更有意義，此時使用者會將引用次數的權重設定較高，系統便可依據使用

者設定的權重算出總體評價分數。每一項創作產品都擁有一個以 10 分為總分的

評價分數，依分數高低分成優良、普通、低劣三個等級，此時採用均標分隔方式，

高於總體高標者隸屬優良，在高標與低標間為普通，低於低標則為低劣。 

利用以上內容定義其隸屬函數，其中距離、創作類型、年代變化性以及使用

樂器由於已經有明確的切分，因此不需要定義其隸屬函數，然而前件部的評分以

及後件部的各項利益由於皆為模糊內容，故需定義其隸屬函數。 圖 3.7 表示出各

項隸屬函數的內容值域，評分的隸屬方式以低標與高標均等切分；具體化程度由

於必須累積到足夠的相關資訊才有顯著效果，因此在具體化較低部份範圍較大；

多樣性與整合彈性則因為能立即顯著的受到影響，因此偏向較高的範圍發展。 

 

 

圖 3.7 隸屬函數 

在前件部與後件部都定義完成之後，便可正式進入 S-FGA的部份。在本研

究中採用模糊基因演算法，初始規則可以在不斷的演化之下調整改善，故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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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建立的規則能夠容許較粗糙的定義，只要有足夠次數的子代演化，便能使模糊

規則逐漸達到最佳化，但是若要確保模糊規則基因演算法最後的結果達到預期的

效果，則必須滿足以下的條件： 

1. 完整性：所有在系統中的協同配對的案例都要能被涵蓋在所定義的規則中。 

2. 正確性：不但案例要能被規則套用，而且案例的分類必須正確無誤。 

3. 簡潔性：除了要正確完整的分入各規則中，還必須能以最少、最簡潔的規則，

     表現出所有例子的分類狀況。 

模糊規則的演化必須朝著這三大方針努力，才能產生完整、正確、且簡化的

子代模糊規則。在瞭解基因演算過程必須達成的目標後，便可著手進行演化流程： 

1. 專家定義規則：採用專家先行定義的規則為初始的群體。 

2. 二元編碼：在做基因演算前，必須先把模糊規則編碼為二元字串。 

3. 資料驗證：若系統中有配對歷史資料，必須加以驗證，確認規則的正確性。 

4. 規則清理及萃取：規則盡量縮減，並以各種度量取出最適合作演化之群體。 

5. 父代的挑選：從現有的規則群體中挑選成為基因演算父代的項目。 

6. 交配與突變：將規則各部份分開，分別從父代進行交配與突變的過程。 

7. 刪去較弱項目：最後利用適應函數，對各項產生的子代驗證，並刪除弱項。 

8. 若未達所需終止條件，則回到步驟 3，繼續進行演化。 

 

首先要產生初始的群體，就傳統模糊規則來說，起始規則由兩個部份組成，

第一部份從訓練資料找出蘊藏其中的規則，另一部份則亂數產生，然而本系統在

一開始並沒有足夠的訓練資料供規則產出，但因模糊基因演算法的採用，故初始

規則採用亂數選擇依然可在資料增加後改善，然而為維持本系統初期的使用效率

以及加速基因演算效果，故不採用亂數產生規則，由專家以知識創造初始規則，

使建立規則能在系統中資料不完全的情況使用。後件部利益由專家自行定義： 

1. IF 創作地點=遙遠,創作類型=相似,創作年代=遽變,評價內容=普通 OR 優良 

THEN 多樣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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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F 創作地點=遙遠,創作類型=相異,評價內容=普通 OR 優良   

 THEN 多樣性=高 

3. IF 創作類型=相似 OR 相同,使用樂器=重複,評價內容=優良   

 THEN 整合彈性=高,具體化=中 OR 高 

4. IF 創作類型=相同,創作年代=不變,評價內容=優良      

 THEN 具體化=高 

5. IF 創作地點=遙遠,創作類型=相異,使用樂器=差異,評價內容=普通 OR 低劣 

THEN 具體化=低,整合彈性=低 

6. IF 創作地點=遙遠,創作年代=遽變,使用樂器=差異,評價內容=低劣  

 THEN 整合彈性=低 

 

專家定義規則進入系統後，就必須將各項初始規則轉換成字串，每一組編碼代表

規則的一部分，串接為連續的二元字串。本系統前件部共有五個部份：創作地點、

創作類型、創作年代、使用樂器、評價內容；後件部則有三個部份：具體化、多

樣性、整合彈性。將這八部份的語意值與二元編碼對應，如 表 3.1 所示： 

表 3.1 語意值與二元編碼 

創作地點 創作類型 創作年代 使用樂器 評價內容 具體化 多樣性 整合彈性 

遙

遠 

相

鄰 

緊

密 

相

異 

相

似 

相

同 

遽

變 

漸

變 

不

變 

差

異 

交

集 

重

複 

低

劣 

普

通 

優

良 

具

體

化

低 

具

體

化

中 

具

體

化

高 

多

樣

性

低 

多

樣

性

中 

多

樣

性

高 

彈

性

低 

彈

性

中 

彈

性

高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1

0

0 

0

1

0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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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規則中沒有出現的屬性代表其屬性值並不重要，儘管如此，考量到基因演算

時位置的對應，因此必須將所有屬性列出，包含規則中沒有出現的部份，要以全

部皆可的編碼值「全部為 1」來呈現，若規則中出現 OR 聯集，需將兩個語意值

皆給定編碼 1 代表兩者皆可。以上述 8 個部份，每個部份分為 3 個語意值來說，

二元字串將會有 24 個字元，這 24 個字元就代表了某一筆規則的內容，因此，上

述專家定義的初始規則便能予以編碼： 

1. 遙遠�100,相似�010,遽變�100,NULL�111,普通 OR 優良�011 ： 

 NULL�111,多樣性高�001,NULL�111：

 {100010100111011111001111} 

2. 遙遠�100,相異�100,NULL�111,NULL�111,普通 OR 優良�011： 

 NULL�111,多樣性高�001,NULL�111： 

 {100100111111011111001111} 

3. NULL�111,相似 OR 相同�011,NULL�111,重複�001,優良�001： 

 具體化中 OR 高�011,NULL�111,彈性�001：

 {111011111001001011111001} 

4. NULL�111,相同�011,不變�001,NULL�111,優良�001：   

 具體化高�001,NULL�111,NULL�111： 

 {111011001111001001111111} 

5. 遙遠�100,相異�100,NULL�111,差異�100,普通 OR 低劣�110 ：  

 具體化低�100,NULL�111,彈性低�100：

 {100100111100110100111100} 

6. 遙遠�100,NULL�111,遽變�100,差異�100,低劣�100 ：    

 NULL�111,NULL�111,彈性低�100： 

 {100111100100100111111100} 

編碼為二元字串後，即可進行基因演算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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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糊規則中，本應使用資料對規則加以驗證，以確認規則可以應付目前的資料

集內容，然而在初期系統中並沒有足夠的資料，必須先略去此一步驟，等到資料

逐漸增加後，再針對目前系統中實際的資料，對規則的優劣作評估。在模糊基因

演算法中，使用適應函數以評估規則的優劣，而適應函數則回歸到前述的條件：

「規則究竟能不能滿足完整性、正確性、以及簡潔性三大目標。」能滿足目標條

件者，才有資格繼續存活下去，否則就應該予以淘汰。就這樣的論點而來看，模

糊規則基因演算法中規則的優劣應以前述的各項條件來衡量，因此，在資料量足

夠後，若要根據資料與規則的關係導出適應函數，適應函數將會由完整性、正確

性、以及簡潔性的函數組成。若將前述三項目標對應到可供計算之數值則可以：

完整性�覆蓋度、正確性�精確度、簡潔性�貢獻度表示，以下分別描述其定義： 

 

覆蓋度覆蓋度覆蓋度覆蓋度：對於某一項規則 r來說，其覆蓋度即為此規則含案例占母體的比率，因

此只要前件部的條件能滿足案例，就能增加覆蓋度。在計算覆蓋度前必須先解決

一件事：在精確區別的狀況下，案例能被清楚的分類，覆蓋度便能很明確的計算

出來，然而在模糊規則的前提下，一件案例該如何被歸屬於某規則？因此此時就

必須要先算出一件案例對於規則的符合度，若以 U代表母體，u 為母體中的任一

案例，規則 r與案例 u 之間相符程度計算方式如下，首先要先計算各個屬性部份

的單項的符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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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Ak)代表的是規則中第 k 項屬性，規則中屬性為空代表此項屬性對規則

沒有意義，因此此屬性案例必然相符，其值為 1。當規則屬性不為空時， k

jT 代表

第 k 個屬性的第 j 個語彙，因此必須將規則 r中的語彙與案例 u 的語彙比較後取

較小者代表符合度，例如溫度：{熱、溫、冷}，規則 r某一屬性若為「溫度是熱

的。」編碼為{1,0,0}，案例 u 為模糊的語彙：「溫度 0.2 為熱，0.8 為溫。」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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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為{0.2,0.8,0}，兩者比較後很明顯可以看出，雖然規則 r 在「熱」的部份為 1，

然而案例 u 的「熱」僅僅為 0.2 的隸屬度，兩者間符合度最多只能為 0.2 而已，

故取 ))(),(( μμ k
jt

k

jTsMin 。接著，當第 k 項屬性中各個語彙都取最小後，必須取最

具代表性的語彙值來代表這一個屬性，因此在這裡便需反過來取最大值，譬如前

述例子中，各語彙比較後取最小者為：熱�0.2,溫�0,冷�0，此時可以看出最能

代表此一屬性的語彙，即是擁有最大值 0.2 的「熱。」將最後的答案計算出來後，

即為 ),( urmAk ，也就是單獨看第 k 個屬性的符合度。 

然而規則 r與案例 u 的符合度不能只看單一屬性，而是要將所有屬性合起來看，

各個屬性間符合度必須以交集計算，換言之，與前面語彙比較必須取最小者類

似，儘管有某些屬性符合度較高，然而就總體符合度而言，最大也只能到所有屬

性中的最小值，因此在前件部的條件部份，規則 r與案例 u 在前件部的符合度

mA(r,u)為： 

)),((),( urmAMinurmA k
k

=  

最後算出來的 mA(r,u)就是規則 r與案例 u 間前件部的符合度，此時便可利用此

符合度的值計算覆蓋度，設定一個門檻值α，若前件部的符合度大於此門檻值，

就可將案例歸屬到此規則中，所有超過門檻的案例加總後即是此規則的涵蓋的案

例數目，最後以母體裡案例數目除之，即為 r規則在門檻值為α下的覆蓋率： 

uobjectandrruleabetweenmatchconditionofgreedetheisurmA

Uinobjectsofnumbertheisnfunctioncuttheisfwhere

nurmAfrCg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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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度精確度精確度精確度：精確度即是一條規則實際運用時能否正確分類的指標，也就是說，在前

件部的條件下，後件部的推論能夠成立的比率，因此不但需要知道前件部符合度

mA(r,u)的值，亦須算出後件部符合度 mC(r,u)的值，以前述計算 mA(r,u)的方式，

可用類似作法求出 mC(r,u)，不同點僅在於後件部的結論並不需要考慮許多屬性



 50 

合起來的情況，故其算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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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不論是前件部的條件或是後件部的推論，都必須超過門檻值才能將案例

歸屬其中。最後，精準度所需要計算的部份為：前件部的條件成立下，後件部推

論也能成立的案例個數，條件機率需取交集，故公式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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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貢獻度乍看之下與簡潔性並無關聯，然而若能剔除重複或有類似內容的

規則，盡量的減少規則的數量，卻又能夠持續保持同等或更佳的推論能力，此時

相對而言由於規則較少，每條規則對整個系統的貢獻就相對較大，因此維持少而

精的規則，就等同於讓每條規則的貢獻度增加。貢獻度的計算方式主要憑藉前件

部與後件部合起來和案例比較，只要前件部與後件部的交集符合度大於門檻值

α，則案例 u 即可算是被規則 r成功的分類，因此我們可以藉此計算出成功指標，

首先算出前件部與後件部案例符合度之交集： 

)),(),,((),( urmCurmAMinurmR =  

接著設定門檻值α，超過門檻值就將之歸於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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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為 r規則之成功貢獻的符合度，而貢獻度即為其占總貢獻次數的比率，故必

須算出所有規則貢獻次數的總和，再以之相除，即為 r規則的貢獻度 C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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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函數適應函數適應函數適應函數: 當這三項指標都計算完畢後，即可組合成適應函數 Fit(r)： 

)()/)()/1)((()( rCbLrCgLrAcrFit +−=
 

其中 L代表可能的類別數目。適應函數為何會以這種形式呈現，可從三個部份

說明：首先在 Ac(r)-1/L的部份，1/L代表的是不藉著推論，將案例任意放入卻能

放入正確類別的機率；之所以要將 Ac(r)-1/L的原因在於，若精準度低於亂數放

入的機率，則這項規則就失去了其推論的意義，因此 Ac(r)至少也應該要大於 1/L

才是有用的規則。另外，Cg(r)用 L相除的原因在於，當類別越多時，覆蓋度會

隨之升高，因此若不對 Cg(r)稍作調整，覆蓋度與精確度將相差甚遠，因此必須

除以 L將 Cg(r)作標準化。最後，由於貢獻度乃是這三者中最重要的要素，故必

須增強其影響力，因此將調整過的 Ac(r)與 Cg(r)相加後，才與 Cb(r)相乘，將三

者緊密組合後，即是最終的適應函數，系統將比較每一項模糊規則之適應函數

值，並取出最佳規則，再從餘下規則中取最佳者，直到選取規則數足夠為止。 

 

當資料的驗證通過後，就必須對規則進行清理與刪減，此時的規則適應函數

值皆有一定的水準，然而這些規則間是否有重複或重疊的子集卻必須進行處理，

「規則必須在不影響推論結果下盡量縮減到最少。」若有一項規則其實是另一項

規則的子集，或是兩者有重複的範圍，就必須將其中一項刪除；另外，若兩條規

則殊途同歸，在不同的推論下得到相同的結果，也應該盡量將此兩條規則結合為

一條。因此在縮減規則的大前提下，可以從反面的角度看，將「代表系統中大多

數資料的規則保留。」換句話說，持續挑選較佳的規則，最後剩下來的就是應該

要被刪除的規則。實際作法仍然是仰賴先前所提到的三項適應函數組成：覆蓋

度、精確度、以及貢獻度。首先，先設一個精確度的門檻值β，首先選擇精確度

超過β的規則為候選，接著從這些候選名單當中選出精確度最高者進入最後的演

化，要選擇下一個候選時，必須先把資料集當中符合前述第一項候選者的內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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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然後再就移除後的資料情況選取下一個候選者。就這樣持續進行，直到資

料集當中所有的案例都被移除為止，代表所有的資料都可被現有的規則所套用，

故餘下的規則就可予以刪除。然而，若這過程當中發生規則已全部套用，卻還不

能及於全部的資料，又或者規則的數量仍然太多，這代表目前的規則仍然不夠優

良，卻更應該往下一個步驟前進，以利用演化方式改善規則；在資料量不足的情

況下，仍應設法將規則縮減到最小，例如將重複的規則刪除，亦或是合併等。 

經過重重驗證後，便要從這些精挑細選的規則選擇基因作業的父代，父代的

挑選可以以以適應函數值為依據作為選取的機率，適應函數值越高，則被選中作

為父代的機率就越大，但當資料量不足時，則採用亂數選取初始的父代。父代的

挑選將從所有規則中選擇一定比率的成對數量，在此將父代的選取率設為 40%，

以獲得足夠的父代進行演化。其中，若兩個規則的後件部較為相同，通常會將其

選為一對，這是因為若推論結果相差太遠，則前件部規則部份的交配其實不會產

生太有意義的子代，因此最好以結果相同的兩項規則為一對比較適當。 

選出父代後，便可讓各成對的規則開始作 crossover與 mutation。Crossover

有很多種作法，可以就一塊大範圍的基因互相交換，亦可僅就單點交換，在本研

究中由於規模不大，故採用點對點交配即可，也就是從二元字串中任取一項屬性

個別進行交配。但要注意的是由於二元編碼其實是各個屬性的串連，故不論

crossover與mutation都應該以屬性為單位，而不是以位元為單位作運算。Mutation

不應時常發生，因此必須設定一個 mutation rate，使 mutation只能在固定的機率

下發生，由於初始的規則是由專家設定的，在基因演算的過程中可能因為專家的

主觀意識而導致局部最佳化，換言之，產生出來的規則可能並不能那麼全面，因

此在這裡希望 mutation的機率能提高，以產生不同的可能，因此將 mutation rate

設為 0.05，換句話說，每次交配後，都有 5%的機會產生任意屬性的 mutation，

將其屬性值變換。Crossover與 mutation的運作，就會產生新的子代，如 圖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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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Crossover 與 Mutation 

最後，產生出來新的子代規則，這些子代規則一樣需要經過隸屬函數的考

驗，資料的覆蓋度、精確度、貢獻度都要有一定的水準，而規則的內容也不能與

其他規則有重複，然而不代表被刪除的一定是子代規則，若演化的子代規則生存

能力高於父代，或是子代規則的範圍大於父代規則，則被移除的將會是較弱的父

代，因此每當新的子代產生，舊的母體中就可能有些規則必須淘汰，以獲得讓更

優秀的子代進入的空間，就這樣汰弱留強，從而達到最佳化的目標。演化的過程

完成後，留存下來的子代便與原先母體中未被淘汰的規則組合為新的母體，並由

此新母體重新開始，反覆的進行基因演化的過程。然而演化總要有結束的時候，

不能無限制的發展下去，因此必須要設定演化結束的條件，本研究中將此條件設

為演化 20 代或者規則到達 15 條，當到達結束條件時，就會終止演化，並將最後

的規則釋出，以提供夥伴配對作業。下 表 3.2 詳列 Fuzzy Rules Generator演算法： 

表 3.2 Fuzzy Rules Generator 演算法 

Function Fuzzy-Rules-Generator(iRules,dataset) 

Input: 

 iRules, initial rules defined by experts 

 dataset, partner matching dataset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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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Rules, encoded rules which may be modified in GA process 

 PR, population rules number 

 pRules, the parent rules which are used to generate offspring 

 oRules, the offspring rules which are generated by parent rules. 

 MR, mutation rate 

 R, each rule in the enRules array 

 FV, R’s fitness value 

 T, the threshold to decide a rule to die or live. 

 DG, Desired Generation Number 

 DR, Desired Rules Number 

BEGIN 

 enRules = encode(iRules) 

 REPEAT 

  IF dataset <> NULL  THEN 

   enRules = evaluate(enRules,dataset) 

   enRules = extract(enRules,dataset,PR) 

  ELSE 

   enRules = randomSelect(enRules,PR) 

  END  

   pRules = parentSelect(enRules) 

   oRules = crossover(pRules) 

   oRules = mutation(oRules,MR) 

   enRules  = enRules.add(parentRules) 

   FOR   EACH  R  IN  enRules 

    IF R.FV < T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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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Rules.delete(r) 

   LOOP 

 UNTIL DG > 20 OR DR > 15 

END 

 

Function evaluate(enRules,dataset) 

Input: 

 enRules, encoded rules which may be modified in GA process 

 dataset, partner matching dataset 

Variables: 

 CgV, coverge value 

 AcV, accurate value 

 CbV, contribution value 

 FV, fitness value 

 R, each rule in the enRules array 

 candidates, the array of population candidate rules 

 DP, desired population of rules 

BEGIN 

 FOR EACH R IN enRules 

  CgV = Cg(R,dataset) 

  AcV = Ac(R,dataset) 

  CbV = Cb(R,dataset) 

  FV = Fit(CgV,AcV,CbV) 

  IF FV > any others in candidates AND candidates.size < DP 

   candidates.ad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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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OP 

END 

Function extract(enRules,dataset) 

Input: 

 enRules, encoded rules which may be modified in GA process 

 dataset, partner matching dataset 

Variables: 

 D, each instance in the dataset array  

 R, each rule in the enRules array 

BEGIN 

 FOR EACH d IN dataset 

  IF D doesn’t fit in any of enRules THEN 

   createNewRule(D) 

 LOOP 

 FOR EACH R IN enRules 

  IF R is a subset of any other rule in enRules THEN 

   enRules.delete(r)   

 LOOP 

 FOR EACH R IN enRules 

  IF R doesn’t have any D in it THEN 

   enRules.delete(r) 

 LOOP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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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artnership Matcher 

模糊規則利用 S-FGA 保持在最佳化的狀態，此時系統就能利用這些模糊規

則替使用者找尋夥伴。首先要注意的重點是，本研究中的案例與一般 FGA略有

不同，由於增加了語意的概念在 FGA當中，因此每一個案例都是由創作問題與

各個創作產品間的關係而產生，譬如創作問題中的仿似創作地點屬性值為台北，

而某個創作產品的屬性值創作地點為北京，就必須將內容進行轉換，將台北與北

京這兩者轉換成距離屬性上的意義─相鄰，當創作問題對應到另外一個創作產品

時，案例也會隨之而改變。因此每一個創作問題提出來之後，都必須以之為中心，

與系統當中所有的創作產品交互作用轉換成案例，規則中需轉換部份共有五項： 

1. 創作地點 / 仿似創作地點 與 創作地區 / 仿似創作地區 � 距離 {遙遠,相

鄰,緊密} 

2. 創作類型 / 仿似創作類型 與 父創作類型 / 仿似父創作類型 � 創作型態 

{相異,相近,相同} 

3. 演奏樂器 / 仿似演奏樂器 � 使用樂器 {差異,交集,重複} 

4. 創作年份 / 仿似創作年份 � 年代變化性 {遽變,漸變,不變} 

5. 評價分數 � 評價內容 {優良,普通,低劣} 

 

其中只有評價內容是直接從創作產品方獲得其評價，其他的四項都必須藉著

創作問題與創作產品尖的關係求出，這些處理的方法在 Fuzzy Rules Generator中

已經提過，只是前面是藉由現存在系統中的歷史配對資訊產生可用的規則，這裡

則是當實際面臨創作問題時所需做的處理。前四項屬性的關係可由 ontology的比

對得到，系統僅需將其 RDF文件作交叉比對，即可將其關係轉成實例中的屬性，

評價分數則與創作問題無關，必須計算總體創作產品在資料庫當中評價的高標與

低標，藉由這些資訊將目前的創作產品的評價轉成實際語意值屬性，這樣一來實

例的部份即轉換成功。每一個創作問題都可以將自己與其他創作產品的關係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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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可應用在模糊規則上的實例，換言之，提出一項創作問題時，資料庫中所有

的創作產品都可以與之建立關係的實例，但這些實例當中真正能夠提供使用者需

要利益的部份，就必須透過規則來尋找。然而，僅僅實例資訊還不夠，實例只是

前件部的內容，若是要為使用者進行夥伴的配對，就必須也要瞭解其目標，也就

是後件部的內容，換言之，必須知道使用者對各個目標利益：概念具體化、創意

多樣性、整合彈性的偏好，要找出使用者所嚮往的利益，才能為使用者找出符合

其利益的夥伴，因此在使用者輸入介面中，也會取得這方面的資訊，與案例的內

容相結合，如此前件部與後件部齊備，才能套用規則，提供符合需求的服務。 

每一個創作問題在找尋夥伴時，都會不斷的與其他創作產品建立實例，套用

規則，若能滿足使用者當初輸入的目標，即可視為候選的目標夥伴之一，使用者

可以自行決定要採行幾個目標夥伴，通常以使用者期望目標之前三名為預設的候

選者，然而候選者列出後，並不代表使用者就要接受，基於本系統乃一建築在市

場機制上的交換平台，因此無論是使用者提供作品供其他人進行協同創意，亦或

是反過來使用者獲得其他人的創作靈感，這都是本系統中重要的價值交換，因此

使用者在獲得所期望之利益時，必須給予回饋，在平台上可能為虛擬的點數或其

他交易單位，而使用者提供別人靈感時，也相對能獲得應有的報酬，如此藉由市

場機制的展現，可以更提昇本系統的效率與可用性，實際的市場運作機制將在下

一節詳細說明。若將前述的內容以演算法方式定義，則 partnership matching元件

之演算過程如 表 3.3 所示： 

表 3.3 Partnership Matching演算法 

Function partnership matching(problem,productSet,fuzzyRules) 

Input： 

problem, the objective problem ontology 

productSet, the ontologies of products in database 

fuzzyRules, the fuzzy rules generated by “fuzzy rules gen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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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s: 

product, each product ontology in productSet 

 instance, the relationship converted from a problem and a product 

 class, the conclusion part of an instance which applies a fuzzy rule 

DB, desired benefit 

 partner, the array of candidate partners  

 

BEGIN 

  FOR EACH product IN productSet 

 instance = convertToInstance(problem,product)  

 class = fuzzyRules.apply(instance) 

 IF class has DB THEN 

  partner.add(instance) 

 END 

  LOOP 

  send partner.list 

END 

前面的描述可能仍嫌抽象，因此下面以一個例子來說明整個配對的過程，假

設前面 Fuzzy Rules Generator已經成功產生子代，並且在達成 20 個世代的終止

條件之後，最後留存下來的模糊規則如下： 

1. IF 創作地點 = 相鄰 OR 緊密 AND 創作類型 = 相同   

 THEN 概念具體化 = 高 

2. IF 創作地點 = 緊密 AND 創作類型 = 相似 OR 相異 AND 年代變化性 

= 不變 AND 評分 = 中 OR 高   

 THEN 概念具體化 = 高 

3. IF 創作類型 = 相異 AND 創作地點 ＝ 相鄰 AND 使用樂器 = 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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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評分 = 高  

 THEN 創意多樣性 = 高 

4. IF 創意類型 = 相似 AND 年代變化性 = 遽變 AND 使用樂器 = 重複 

THEN 創意多樣性 = 高 

5. IF 使用樂器 = 重複 AND 評分 = 中 OR 高  

 THEN 整合彈性 = 高 

6. IF 使用樂器 = 交集 AND 年代變化性 = 不變 AND 創作類型 = 相似 

OR 相同   

 THEN 整合彈性 = 高 

這些規則可以馬上應用在實際的創作問題上，若有一創作問題編號 506，其概念

的內容為：仿似創作地點=台灣、仿似創作地區=東亞 圖 3.8 表 3.4、仿似創作類

型=硬搖滾、仿似創作父類型=搖滾、仿似使用樂器=電吉他、仿似創作年代

=1950，若將此創作問題 [29]與前述數位 130音樂創作 983 相比，可找出兩者的

關係，如下 表 3.4 所示： 

表 3.4 數位音樂創作與創作問題之關係 

 數位音樂創作 983 創作問題 506 關係 

創作地點/仿似創作地點 台灣 台灣 

創作地區/仿似創作地區 東亞 東亞 

創作地點距離 

= 緊密 

創作類型/仿似創作類型 拉丁爵士 硬搖滾 

父創作類型/仿似父創作類型 爵士 搖滾 

創作型態  = 

相異 

使用樂器/仿似使用樂器 鋼琴 電吉他 使用樂器  = 

差異 

創作年份/仿似創作年份 1983 1950 年代變化性 = 

不變 

評價分數 7.3 N/A 評價內容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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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出關係 C983 與 P506 為 創作地點 = 緊密；創作類型 = 相異；使用

樂器 = 差異；年代變化性 = 不變；評價內容 = 高。恰好符合模糊規則 2，則

以此二者關係而言，做出 C983 的協同使用者若與提出 P506 的使用者結為夥伴，

應可提供給 P506 夥伴的利益即為規則 2 的後件部結果─概念具體化。 

 

第第第第4節節節節     Co-created Value Appraiser 

前一節已將創作問題解決的流程詳細說明清楚，然而，並非將障礙排除後問

題就算圓滿解決，雖然在前一節當中使用 S-FGA夥伴配對提出解決的方案，使

得獨立創作時可能遇到的困難透過協同合作能隨之突破，然而問題的三大要素中

「目標」一項卻沒有實際被驗證，面對問題時除了要提出解決方案之外，另一個

重要的癥結便在於當問題在獲得解決方案以後，要驗證起初所定下的目標是否有

被確實的實踐。換句話說，每個創作概念起始時所期望獲取的利益究竟有沒有因

為夥伴配對的機制確實達到，抑或只是提出一種解決方案，卻沒有得到足夠的改

善。若是前一節是設法以不斷改善的方式使系統中的規則能夠更加確實可靠，那

本節便是在設法驗證系統中的各個案例是否確實可靠，這些案例包括了配對資料

的案例與創作產品。因此本服務組成便牽涉到在夥伴配對過程結束之後，對最後

的結果提出評價，以及對實際的創作產品蒐集其評價兩方面，以反覆驗證本系統

所提供配對機制的實際效果。 

在結束了夥伴配對的活動後，協同使用者便能藉由彼此的協同合作激盪出全

新的火花，不論是概念具體化、創意多樣性，抑或是整合彈性，使用者期望的利

益必須要藉著系統的配對而實現，這些利益的價值必須被公開；此外，每一項數

位音樂產品，也應有一項大眾賦予的評價，以供創作產品 Ontology建立時將評

價涵蓋進去，以促使 Ontology的建立更完整，之後尋找夥伴的過程才能更順利。

因此本服務組成分為兩塊：第一塊是 User Goal Recognizer，蒐集使用者配對效

果的評價，並確認使用者所期望的利益確實被達成；第二塊就是 General Appraiser 

Collector，負責收集使用者對產品的一般評價與意見，以供日後改善配對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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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User Goal Recognizer 

使用者目標的驗證必須靠使用者自行認定，畢竟每個人對各項利益的權重皆

有不同，無法由系統予以判定，例如使用者甲可能在乎概念具體化是否達到，而

較不關注創意多樣性，但是使用者乙卻在意創意彈性是否符合需求，因此就會形

成不同的意見，甚至同一個使用者在不同的創作意圖下，都會有不同的想法；此

外，利益的達成度是很主觀的，只有使用者自己能對最後得到結果好壞下結論；

最後，使用者並不一定能在一開始設定各利益的權重時真正切中其所需，例如若

一開始將概念具體化設為重要利益，在協同作業後也許系統確實提供了對概念具

體化極有幫助的夥伴，然而卻未必是使用者真正所想要達成的利益。綜合上述的

因素，使用者必須不斷調整先前的預期目標以達到最後的利益，雖然本系統內部

步驟十分繁雜，然而對使用者而言，僅需回到最初始的利益權重分配，重新將各

項利益的權重做出微調即可，系統執行的過程中，使用者不需要重複操作，例如

創作的問題若仍為同一個，則無須重新輸入，重複的步驟都可以略過，直接看最

後的配對結果。如此便能透過不斷的微調，找到最能滿足使用者利益的夥伴。 

使用者在協同配對後，要對照未加入夥伴兩者的創作之差異，對本次的協同

配對給予評分，若能給定合於標準的分數，則將配對資料存入資料庫中，以供之

後使用者找尋夥伴時參考；若否，代表使用者對配對的結果並不滿意，則必須讓

使用者重新微調再行配對。然而，如何在這些主觀的認定中，找到一項客觀的標

準，以確認配對的利益並無被高估抑或低估，就必須仰賴市場機制的調節。 

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一項產品的價值就是該產品在一個開放且競爭的交易

市場中的價格，換言之，若將本系統視為一個競爭的交易平台，則價格就是客觀

衡量產品價值的指標。然而價值主要取決在對該產品的需求，而不是供給，儘管

數位內容產品有不同的特性，譬如可複製、變動成本趨近於零等，然而基本的經

濟法則依舊不變，對使用者而言，其所願意付出的價格，就是對此產品需求的程

度，也是對一項產品的最佳評價方式，一項產品固然可以有其一般的定價，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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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供給量可為無窮大的情況下，賣方的定價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同一項產品對不

同的顧客有不同的價值，因此必須站在「顧客願意付多少錢」的角度來衡量產品

價值。因此使用者在配對結束後，必須對配對後的夥伴以貨幣價值予以購買。例

如一首歌曲，若使用者在配對後認為其價值相當高，願意用 500 元購得，則這首

歌曲對這個使用者而言就有 500 元的價值。至於產品的定價也同樣利用這些願意

支付的金額去調整，以求得一項動態的定價，每當新的使用者願意支付更高的價

格，則定價提高，反之則降低，才能正確反應產品的價值。 

要將這種以使用者購買意願為依歸的定價方式付諸實行，有幾點因素必須考

量，以確保機制能順利被執行： 

1. 反映使用者真實意願：就現實狀況來說，儘管使用者對產品認定的價值極

高，然而若能用便宜的價格購買，對使用者而言更有利，因此使用者會盡量

讓價格越低越好，因此最後付出的價格往往與其願意支付金額相差甚遠。 

2. 產品仍要有基本的價值：儘管價格是取決在需求端，然而一項創作產品仍然

要維持其基本的價值，否則供需若失衡市場將被破壞。 

3. 定價必須不斷調整：由於價格隨需求端而變動，因此定價不能是固定不變

的，必須有妥善機制使其隨環境調整。 

因此，本服務子元件提出一項定價估價的機制以達成以上幾點，設法蒐集使用者

對夥伴配對之真實評價，以供評核。 

 首先，一項創意產品在進入系統時必須有初始的定價，此定價日後將隨著使

用者之需求而改變，然後在一開始沒有配對資料時，便需以此定價為準。此外，

這項定價將由產品的供應者，也就是此產品之創作者自行定義，除了讓創作者能

夠對本身的產品有一項基本的評估外，也將此定價視作其日後競標時的基本價

格，換言之，不管之後定價如何被調整，若成交價格低於創作者的意願賣出價格，

則仍以其基本價格為準。接著，系統將要求使用者對欲購買的產品予以競標出

價，然而使用者僅僅有三次競標的機會，在不揭露底價的情況下，使用者必須出

價高過底價方可購得，三次的機會讓使用者不能無限制的修正其定價，雖然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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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抱持著價格盡量要壓低的心態，然而可競標次數的限制使使用者不得不將價

格往願意支付的底線靠近。因此較能反應使用者心裡真正的意願。若使用者出價

三次都低於定價則交易失敗，使用者將無法購得此產品，而另一方面，若使用者

最後成交價低於創作者的基本價格，則需將基本價格告知使用者，由使用者決定

要放棄交易，抑或是以基本價格購買。最後，定價必須時時被調整，調整方式是

將各次交易的成交金額平均，包含交易失敗的部份，分成以下幾種需考量狀況： 

1. 使用者出價低於底價，交易失敗：以三次出價中最大值計算。 

2. 使用者出價高於底價，交易成功：以交易價值為計算 

3. 使用者出價高於底價，然低於基本價格，最後接受基本價格，交易成功：以

基本價格為計算。 

4. 使用者出價高於底價，然低於基本價格，不接受基本價格，交易失敗：以三

次出價最大值計算。 

將每次的價值與基本價格一起平均後，便是新的定價，此定價可能提高亦可能降

低，端看使用者對一項產品的評價好壞，若許多人都不願意以高價格購買，出價

皆低於低標且最後棄標，則產品價值逐漸降低，直到基本價格為止，反過來說，

若願意以高價格購買的使用者居多，則價格上升。應用這樣的策略，當能使產品

的利益被適當的表現出來，User Goal Recognizer的演算方式如下 表 3.5 所示： 

表 3.5 User Goal Recognizer演算法 

Function User_Goal_Recognizer(BP,DP) 

Input: 

 BP, basic price defined by producer 

 DP, dynamic price of the product 

Variables: 

 BIDS, the bidding prices of user for three times 

 BID, each bidding price in B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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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willingness-to-pay, user evaluated price 

 Tflag, flag to determine the transaction is successful 

BEGIN 

 IF DP < BP THEN 

  DP = BP 

  FOR EACH BID IN BIDS 

   IF BID > DP THEN 

    Tflag = true 

  LOOP 

  IF Tflag = true THEN 

   IF max(BIDS) > BP THEN 

   UP = max(BIDS) 

   ELSE 

    READ USER_ACCEPT 

     IF USER_ACCPET = true THEN 

      UP = BP 

    ELSE 

     UP = max(BIDS) 

  ELSE 

   UP = max(BIDS) 

END 

 

4.2 General Appraisal Collector 

前面關於使用者目標的驗證主要用途在改善使用者本身夥伴配對時的品

質，確保能在不斷微調下達到其利益。使用者評價的收集則主要用於回饋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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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協同作業結束後，給予其協同夥伴客觀的評價，這邊的評價並不涉及使用者的

目標是否被達成，而是單純針對體驗過的創作產品，給予大眾化的客觀評價。當

數位創作產品所累積的評價日益增加時，則可在產生 Ontology時成為一項舉足

輕重的屬性，甚至影響之後模糊規則的建立。因此利用簡單的互動介面，對協同

夥伴提出評價是系統循環改善中另一項重要的要點。 

在創作產品的 Ontology當中，評價分為三個部份：點閱次數、引用次數、

以及一般評價。這些評價在產品被創作出來時尚未出現，而是當產品存放在系統

中與眾多使用者互動時，慢慢將這些評價資訊累積，累積到足夠的數量時，便可

對夥伴配對機制有所幫助，例如讓使用者以引用次數作為篩選規則，如此可得到

的會是一般大眾都喜愛的夥伴，除了增強了模糊規則的信賴度，也使本系統能達

到循環不息，前後呼應的目標。若以三項評價點閱次數、引用次數、以及一般評

價的內涵來看，點閱次數是這項作品被點閱觀看了多少次，此處的點閱次數亦包

含成為使用者候選夥伴的次數，亦即只要此產品未被選為正式的夥伴，則僅僅算

是點閱過而已；而引用次數則是此產品配對後確實被購買的次數，因此若配對完

成最後卻沒有標得產品，亦屬無效的案例。前面兩項都是客觀的因素，可以直接

透過作品被查閱的紀錄，以及夥伴配對的歷史資料獲得，只要有良好的資料庫，

要累積這方面的資料並無問題。然而，一般評價則必須是要排除夥伴配對時主觀

的認定，而以使用者對一項作品純粹的觀感來給予評價，然而，想要完全將使用

者私心的看法排除極為困難，因此必須透過一些機制盡量減少其偏頗。 

為了取得客觀的資料，本系統採取行銷學中廣泛使用的「試用品」機制，換

言之，將產品亂數的發放給系統中任意的使用者，由這些無直接利害關係的使用

者給予評價，由於這些使用者對產品並無先入為主的觀念，也並無絕對要獲得利

益的需求，故獲得的評價當能較一般化；此外，由於試用機制的樣本大小會有一

定的規模，因此可盡量避免掉離群值或是偏頗的數值干擾，將評價正確的揭露。 

最後，將系統自行蒐集的點閱次數、引用次數，以及此創作產品的一般評價

之平均送入資料庫中，當一項創作產品需要建立其 Ontology時，便可在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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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加上這些客觀的資訊，如此一來可確保配對的產品保持在水準之上，更適切

的滿足使用者需求。 

 

第第第第5節節節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本研究引用服務科學之分析方法，將系統平台分成三大服務組成：Ontology 

Developer、S-FGA Partnership Matcher、Co-created Value Appraiser，三者結合為

一服務流程以達成創作價值。就內部方法而言，本研究採用語意網路、模糊規則、

基因演算法應用於數位內容創作上，並以電子市集的協商機制為平台溝通架構，

將數位內容產業視作以知識為導向的交換市場，能夠幫助協同創作者解決獨自一

人創作時無法改善的問題；就外部的架構而言，應用服務科學的分析方式，能夠

提供系統「隨需應變」的可能，產生能將系統元件利用於其他服務的彈性。綜合

內部與外部的層次，當能實現本研究所預期之研究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