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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產婦給予月子餐的推薦選擇，是新興月子照護服務業者最大的困擾，必須考慮到每

個人的特質、偏好不同，以及兼顧產婦的體質及階段特性，都讓業者在餐點規劃上面臨挑戰。

因群眾對於每份餐點都有不同的評價，此外產婦也希望餐點的重複性降低，因此如何對產婦

進行月子餐的菜單推薦其實非常複雜。 

本研究宗旨在於解決個人化月子餐的推薦問題。研究將運用群體智慧的特性，利用產婦

給菜單的評價回饋來彙整坐月子各階段的熱門菜單，以及各產婦的推薦菜單與自身體質屬性

的關聯。對於研究的驗證，本系統將使用代理人模擬法來進行模擬，找出最佳演算法後，再

利用生活實驗室法，讓我們可以了解產婦對於各項菜色的喜愛與偏好，引導廠商依照推薦結

果進行月子餐點配膳的策略調整。本研究也透過網路爬蟲的技術，讓餐點規劃師從群眾的熱

門菜單回饋中研發出新菜色，讓月子餐點推薦服務能夠有良好的運作及更新。 

關鍵字：月子餐、群體智慧、推薦菜單。 

 

一、前言 

坐月子是華人的傳統文化之一，與歐美人士的習慣不同，華人對於產婦坐月子是非常重

視的。目前市場上對於月子餐的提供方式，以月子中心供餐及月子餐外送兩者為服務關鍵，

為了製作的方便性，這些菜單通常都是固定式的，因此缺少了變化性，而導致菜單的重複率

變高，導致了為什麼一般產婦對於餐點的滿意度都不高。現有的服務中，由於是固定式的菜

單，並未考慮到坐月子各階段的需求不同。因此，本研究希望在推薦服務上也考慮到產婦的

體質及階段來製作菜單的個人化推薦。 

本研究為了簡化配膳流程，讓餐點規劃師能夠輕鬆操作，提供符合產婦需求，及營養且

多樣化的飲食菜單，希望透過融入群體智慧的參與，讓產婦對於月子餐的回饋做為菜單推薦

的基礎。一方面可以透過系統性的方法降低廠商配膳備料的困擾，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產婦

對於月子餐點的滿意度。 

對於群體智慧的應用，本研究將運用群體智慧的特性，利用產婦給菜單的評價回饋，再

用演算法算出坐月子各階段的熱門菜單，以及各產婦的推薦菜單，讓餐點規劃師可以了解產

婦的偏好。目前的月子餐廠商大多都遇到相同的困難：基於成本的考量，無法為每位產婦打

造客製化的菜單，僅能讓大多數的產婦吃相同的餐點來降低成本和製作餐點的時間。也因為

這樣，月子餐廠商大多都依循這個模式來經營，而產婦則是認為月子餐菜單的重複率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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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起來容易厭倦。我們希望讓使用本系統的產婦在坐月子時，可以吃的開心又健康。 

對於研究的驗證，本系統將使用兩種方法進行模擬，首先利用多重代理人模擬法來進行

模擬，找出最佳演算法後，將此結果進行驗證。經由多次的模擬後，再利用生活實驗室法，

讓實驗更貼近生活，找出產婦滿意度較佳之變因，從中推論出適合該食譜推薦系統之演算法。

透過群體智慧所給予的評價，我們可以了解產婦對於各項菜色的喜愛與偏好，引導廠商依照

推薦結果進行月子餐點配膳的策略調整，並從中研發出新菜色，讓月子餐服務能夠良好的運

作。 

 

二、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在現今月子餐服務中，餐點規劃師必須讓餐點製作的廚師可以滿足大量製造的規模，目

前在配膳菜單給產婦都是依照自己的經驗去進行配膳，比較少參考產婦對於菜單回饋的訊息。

而產婦與餐點規劃師往往想法會不一樣，此時會導致產婦的服務滿意度下降。而餐點規劃師

進行配膳時，大多屬於單方面的以自身經驗進行規劃，進而規劃出每周固定的菜色，一方面

可以降低採買的成本與複雜度，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廚師烹煮比較固定的餐點。由於必須符合

所有人的期待，這也無可避免地促成餐點高度重複之現象。 

為了探索產婦們在月子餐所面臨的服務缺口與問題，本研究進行了先導研究，該先導研

究利用網路社群進行網路聲量與內容意見的分析。本研究在各大知名媽媽論壇(howmama、

Babyhome、媽媽寶寶、PTT-Baby Mother 等)及部落格(痞客邦)蒐集近年數萬筆相關資料，透

過資料的歸納及分析，初步整理出現今月子餐的服務缺口，整理如下： 

1. 餐點的重複率過高，產婦對於重複多次的餐點容易感到厭倦。 

2. 食材調味油膩導致產婦難以食用。 

3. 食物太多，產婦吃不完。 

上述的第 1 點為出現頻率最高的，產婦對於菜單的重複其實容易感到厭倦，其次為第

2、第 3點。第 2、第 3 點在傳統的外送型月子餐可能無法解決，但是若透過個人化的月子秘

書到府服務，即可將上述兩點的缺點改正。而餐點重複度過高的問題，如果要兼顧產婦體質

與特性，是不容易透過月子秘書解決的。因此我們希望為餐點規劃師運用群體智慧的評價機

制找出最適合的推薦方法，讓餐點規劃師可以透過群體智慧的評價機制彙整產婦們對於菜單

的想法。更能對於了解產婦階段及體質的偏好特徵，作為我們篩選菜單的建議，讓產婦們對

餐點規劃師的配膳都感到滿意。 

本研究以月子餐餐點規劃師為主要服務對象，透過此系統將輔助月子餐餐點規劃師解決

上述之問題，其研究問題如下： 

1. 將系統結合群體智慧，利用群體智慧的回饋資訊推薦出最適合產婦的菜單。 

2. 解決目前餐點規劃師配膳時，菜單重複率高的問題。 

 

三、文獻回饋與探討 

在本研究中，我們想要運用與我們擁有相同性質的群體推薦。因此在這裡我們考慮了群

體智慧該如何運用、推薦的演算法該如何計算、評價的方式與資料的蒐集。所以以下分別進

行群體智慧、評價機制、網路爬蟲、多重代理人模擬及生活實驗室法的文獻探討： 

（一） 群體智慧 

群體智慧的研究，源自於對社會性動物之群體行為的觀察，裡面蘊藏了應變力、決策力

及危機處理能力的展現，這不僅是人類社會最精彩、靈活生動的群體運作範例，更是所有社

會成員都該認識及學習的生存法則。例如，個別的螞蟻只能做單純的作業，整體集合起來就

能做出複雜的蟻穴；魚群和鳥群的集體遷徙行動；蜜蜂找尋築巢地點等等。 

群體之中並沒有一個強制性的，由上而下的控制力量；但當每一個個體都遵循著某些簡

單、重複性的行為與互動準則時，卻可以造就群體的複雜行為，達到特定目標。當某個群體

遇到難題時，每位成員都能提出不同的解決方式，將有助於解決問題，也就是追求知識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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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鼓勵友善的競爭或想法交流，使用有效率的機制，選擇最佳的選項。 

群體智慧的三種階段： 

1. 原始階段：複數個體集結而形成一個較大的個體來行動，如：僧帽水母等。 

2. 規律行動的階段：利用費洛蒙或舞蹈等簡單的傳達能力，如：螞蟻或蜜蜂等。 

3. 互助合作的階段：藉由語言進行複雜的溝通，達到以群體的方式，人類特有。 

以上三階段對應到我們的研究：(1)原始階段：本研究的參與者都是由剛生完小孩並且

購買月子餐的產婦，因為擁有上述這些特性，使她們集結在這項服務裡；(2)規律行動的階

段：對應到規律行動的階段，產婦在這項服務裡，會利用吃完月子餐來給予菜單評價並回

饋，描述這道菜單對於產婦的服務滿意度；(3)互助合作的階段：對應到互助合作的階段，

在本研究裡，因為產婦在評價時也會回饋到系統，其他產婦可以從先前的回饋當作一項依據

及參考，以達到經驗的分享，提升整體的服務品質。 

 

群體智慧具有如下特點： 

1. 控制是分散式的，不存在中心控制。它更能夠適應當前網路環境下的工作狀態，並

且具有較強的強健性，即不會由於某一個或幾個個體出現故障而影響群體對整個問

題的求解。 

2. 群體中的每個個體都能夠改變環境，這是個體之間間接通信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

被稱為“激發工作”(Stigmergy)。由於群體智慧可以通過非直接通信的方式進行資訊

的傳輸與合作，因隨著個體數目的增加，通信開銷的增幅較小，因此它具有較好的

可擴充性。 

3. 群體中每個個體的能力或遵循的行為規則非常簡單，因而群體智慧的實現比較方

便，具有簡單性的特點。 

4. 群體表現出來的複雜行為是通過簡單個體的交互過程突現出來的智慧 (Emergent 

Intelligence)，因此群體具有自組織性。 

 

文獻評述：在群體智慧裡，每一個個體只需要遵循裡面簡單、重複的行為與互動準則

時，就會有群體的複雜行為。其優點是群體只要有一個簡單的行為時，就會有群體智慧的複

雜行為。本系統是採用多位產婦對於菜單的評價去排列菜單的順序，此菜單的排列是集合多

人的想法來呈現。此外產婦群裡有再利用坐月子四階段及三種體質來細分，而這十二種不同

的配對，讓餐點規劃師在配膳時，利用符合此產婦的群體回饋，推薦更適合此產婦的菜單，

並作為配膳基礎，即是運用到群體智慧裡每一個個體遵循簡單、規律的行為與互助合作準

則。廠商也可以從中了解到產婦們對於各道菜色的偏愛與喜好，對於之後的菜色研發也會有

極大的幫助。 

 

（二） 群體智慧的回饋機制 

群體智慧的回饋機制我們分成兩種方法，分別為網站評價機制及網路書籤。 

1. 網站評價機制 

透過服務共享評價機制，同時具有數值型評分及文字型回饋，而當中文字型回饋的應用

與實物共享評價機制大同小異，對網站回饋機制有概略性設計後，服務共享節將由先前內容

進而延伸，設計評價標準以及評價透明度。 

(1) 建立評分標準 

在數值型評分中，由於服務本身存在差異性及不可捉摸性，因應個人對於服務品質感 

知程度不同，而在價值評判上產生不同的評分標準。有鑑於此，評價機制的設立應以資訊 

公開透明為其設計基礎，以制度化設計使所有評分認知處於相同利基點上，避免相同服務下

因用戶主觀感受不同而給予不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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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針對自己的消費體驗以三種評比該項經驗分數，而後將大眾評分數計算平均公告

之。因此在使用介面上，用戶能清楚知道該服務提供商的綜合信譽程度，除了數值分數外用

戶同時能提供文字敘述及照片，以此增進自己評論的可信任價值。 

(2) 評價透明度 

群眾對於未知事物及不確定之情感難免有所遲疑，於此應適度釋放相關資訊，如用戶的

評價公開為基本的用戶評判手段，雖不能做為該用戶未來行為的保證，卻可得知用戶過往使

用經驗的良莠與否。 

2. 網路書籤 

是在 Web 2.0 中，當各種網路資源的內容提供者上傳內容時，可以先透過標籤功能來達

成個人資訊管理以及資源分享；而網路資源的讀者除了被動接受內容外，亦可主動透過社會

性書籤網站的標籤功能來管理與分享個人喜愛的各種網路資源，達成讀者主動參與的 Web 

2.0 重要精神(Laura, 2006)。 

主要由使用者(User)、標籤(Tag)、資源(Resource)三部分所組成(Marlowetal, 2006)，提供

了使用者組織、儲存、管理與搜尋網路資源的功能(Golder & Huberman, 2006)，讓現今書籤

分享網站的使用者能夠將書籤根據個人的喜好、興趣，讓使用者利用個人化的標籤(Tag)來

做分類管理。藉由標籤來標記所收藏的書籤所帶來的好處是，在書籤被標記之後，能夠讓使

用者搜尋網路資源時，也可同時發掘更多已經被分類好具有相似標籤的其它相關資訊，以提

供使用者更多的參考。這類型的網站具有下列特色： 

(1) 使用者可以藉由不同的型式來創造或貢獻內容。 

(2) 使用者以標籤的方式將內容給予註解。 

(3) 使用者可以主動或被動的方式給予內容評價。 

(4) 使用者可以彼此設定為聯絡人或好友，建立起社交網路。 

社會性書籤是一個具有著重「分享」、不限「時空」、整合「技術」等特性的社會性軟

體服務應用工具。其特性可分三個面向來看： 

(1) 個人化 － 依個人需求而產生的特殊功能或技術。 

(2) 便利性 － 方便地檢索、收集與取用資訊。 

(3) 社會性 － 著重與他人分享與經營合作關係。 

 

文獻評述：第一種方法評價機制的優點，讓我們可以了解到使用者對於該事物的喜好或

厭惡，從中調整成符合使用者的喜愛。本系統讓產婦們食用完月子餐後，給予菜色評分，讓

月子餐餐點規劃師進行配膳時，可以依據菜單的評價產出熱門菜單，並了解每位產婦對於菜

色的偏好，使得月子餐餐點規劃師在配膳時，可以給予最適當的菜單給產婦，而菜色評價低

的部分，可使餐點規劃師去重新規劃菜單，讓評價低的菜色減少，漸漸地去符合產婦們的喜

好。第二種是在研究當中，使用者可以透過書籤(tag)，對於系統所展示出來菜單進行好或壞

的評價，能夠計算出推薦的餐點顯示在系統上，菜單內包含了最新菜單，及產婦評論較多的

熱門菜單，其推薦度有所不同，在配餐時，系統將會推薦餐點規劃師，提供給產婦更多元化

的餐點，讓產婦在坐月子的過程中能夠有更多的選擇。 

 

（三） 網路爬蟲 

在研發新的月子餐餐點時，為了了解群眾的想法與主流的意識，所以從食譜網站蒐集相

關的資訊是最方便、快速的。從中可以了解到目前所流行、熱門的餐點，餐點規劃師可以參

考這些熱門餐點並且調整成新的月子餐餐點。為了有效率的去蒐集我們所想要的資訊，在這

裡我們會使用到網路爬蟲的技術。 

網路爬蟲是一套可自動瀏覽網路的應用程式，該系統會依照人們自訂的規則，自動檢查

網際網路上面的所有頁面，且能夠橫跨多個網站，將網頁下載下來，並會依照特定格式的運

算式的要求，從符合的頁面中分析結構化資訊，然後按照一定的方式整理這些資料，並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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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文件或資料庫中以方便進行日後分析。在 Wikipedia 的描述說明中，網路爬蟲架構可包含：

排程器(Scheduler)、多執行下載器(Multi-threaded downloader)和存放連結網址的等待佇列 

(Queue)。而最基本的網路爬蟲是使用網頁連結器 (web connector)對網頁發出一個請求

(request)，網頁收到使用者的請求後會給予回應 (response)，並且會將資料丟入資料剖析器

(data parser)中對資料進行分析與整理，處理完後再存入資料中心(data center)，例如資料庫，

在網路爬蟲的處理的過程中，首先會有一個網址儲存在等待佇列(queue)，接著排程器

(scheduler)會從中將其提取出來，再傳送至多執行序下載器(multi-threaded downloader)裡面，

多執行下載器會根據網址去要求網頁資料，再從中尋找其他的超連結，接著透過這些搜尋到

的超連結網址尋找下一個網頁，並將其存入等待佇列內，過程中會依照使用者之設定將需要

的內容擷取並儲存起來。 

網路爬蟲的技術在目前仍然廣為被使用著，以現在流行的比價網為例，開發人員只要利

用網路爬蟲的技術便能將網路上的商品價格抓取回來，並且進行排序。但若是使用者有特別

想關注的商品，還是得上到比價網站去進行篩選與搜尋；而搜尋引擎技術的核心部分是由網

路爬蟲的資料抓取技術與測試技術所組成，並沒有主動通知的功能。網站哨兵系統則結合現

有的技術，讓使用者輸入欲關注網站的網址，便能夠加入更新即主動通知使用者的功能。 

 

文獻評述：月子餐餐點規劃師在規劃餐點時，除了可以從原有的月子餐餐點作調整，另

外也可以透過網路爬蟲來獲得有用的資訊。本研究利用網路爬蟲技術，從其他菜單網站來抓

取新的菜單，再經由月子餐餐點規劃師將抓取到之一般性的菜單，調整成月子餐餐點，可使

得月子餐餐點不再只是那單調幾道而已。在每一段固定的時間利用網路爬蟲技術來抓取新菜

色給予月子餐餐點規劃師調整，讓月子餐餐點可以時時有著不同的變化。 

 

（四） 多重代理人模擬 

本研究因為屬於多使用者之間的互動，屬於十分複雜的互動行為。而傳統的單一程式模

擬演算並無法滿足我們研究的需求。因此我們希望透過多重代理人的互動機制，來模擬推薦

系統的運作是否能夠達到我們的期待。 

多重代理人模擬為一種用來模擬具有自主意識的智能體，近年來被廣泛運用在各個領

域，通過模擬多個智能體的同時行動和相互作用以再現和預測複雜現象，這個模型的關鍵就

是簡單的行為規則能夠產生複雜的行為結果，模擬系統較為直覺不會過於抽象，不同於以往

傳統的建模方式，不需要花時間去定義每一個流程，蒐集真實運作的資料，將資料放入模擬

系統中執行，觀察其行為。 

代理人指的是在模擬系統中，可以做出獨立決策的個體，每個代理人的屬性、行為是異

質且動態的，而代理人具有以下特性： 

1. 每個代理人是獨特、可辨識的個體，具有自己的屬性，以及行為的規則。 

2. 代理人必須存在於一個特定的環境中，能回應環境的變化，並且藉由一定的協定與

其他代理人互動。 

3. 代理人具有特定的目標，並且該目標與他的行為規則是相關的。 

4. 代理人在特定的環境中，是具有自主性的。 

5. 代理人具有彈性及學習的能力，並且能夠根據經驗，隨著時間改變它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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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代理人（Agent）之概念資料來源：Macal & North,2005 

就一般來說，建立代理人模擬模型的步驟如下 

1. 代理人：確認所需要的代理人種類，以及其相關屬性。 

2. 環境：定義代理人所處的環境。 

3. 代理人方法：定義代理人的屬性在與他人及環境的互動中，應該依循什麼樣的更新

法則。 

4. 代理人的互動：定義控制代理人在模擬的過程中，應該如何互動、何時互動的法

則。 

5. 實作：以電腦軟體來時做模擬的模型，並觀察實驗結果，分析個體代理人的行為如

何影響到整體系統表現。 

 

文獻評述：多重代理人模擬之關鍵是簡單的行為規則能夠產生複雜的行為結果，與剛剛

上述群體智慧之特性－群體只要有一個簡單的行為時，就會有群體智慧的複雜行為有異曲同

工之妙。其優點是比起傳統用數學方程式，多重代理人模擬相較之下更加的直覺，且不需要

定義每一個流程。本系統利用多重代理人模擬實驗的方式，經過多次的實驗模擬，試圖找出

最適合月子餐菜單的演算法，算出利用評價顯示出最適當的菜單排序，再經過多次模擬後，

也會實際讓產婦去試驗。希望經過多次的模擬，讓菜單結果會是最佳的排序。 

 

（五） 生活實驗室法(Living Lab) 

生活實驗室法近年在歐洲各國廣泛的被應用在建立新興服務的實驗上，強調以人為本、

以用戶為中心和互動開放的創新環境。最早是由 MIT Media Lab 之 William Mitchell(1911)所

提出的概念，他指出生活實驗室法是一種在不斷變化的現實生活情境中，進行體驗、原型設

計驗證，並不斷改進複雜解決方案的研究方法。 

Bergvall-Karebornet.al (2009) 等學者指出生活實驗室法以用戶為中心的創新氛圍，建立

在每一天的實踐和研究，在開放的作法，有利於用戶的影響力和分佈式創新過程，使所有相

關合作夥伴在現實生活中情況下，旨在創造持續價值。 

生活實驗室法具有以下的特性： 

1. 技術可用性：生活實驗室法實行的地方，通常都是利用可行的科技應用在場域之

中，以歐洲來說就以資通訊(ICT)技術結合生活中的各種應用。 

2. 開放性：場域空間的開放性(Openness)對生活實驗室法是關鍵的，開放性與否亦是

生活實驗室法與傳統新產品開發中使用者參與方式的最大不同之處。 

3. 真實環境：多數的生活實驗室法市地區生活的一部分，場域的環境必須是貼近現實

生活的，透過一個現實環境的測試，真實地呈現當地場域的反應。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4. 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的共同參與：利害關係人在生活實驗室法中市場域中的終

端使用者、提供科技或技術的業者、在場域中觀察使用者行為的使用者、促成場域

實行的地區政府或學校等。這些利害關係人在場域中不斷地給予意見來讓整個場域

做修正。這些利害關係人大致上又可分為兩種： 

(1) 場域的建構促成者：這些人為提供科技的業者、建構場域政府機關或學校、對場

域進行持續研究的研究者。 

(2) 場域中的終端使用者：終端使用者在場域中的高度餐與程度是生活實驗室法的一

大特性，場域中的使用者生活融入在其中，給予場域的建構促成者最直接的回

饋。 

 

文獻評述：生活實驗室法能夠提供一個真實的環境，使創新能夠得以實現。在本研究裡

透過生活實驗室法的驗證方法，在真實的環境裡，讓產婦實際的測試來驗證前述使用多重代

理人模擬的演算法是否真的能夠達到我們的預期目標。透過生活實驗室法我們可以獲得在現

實環境裡，產婦對於本研究的服務最真實的回饋訊息，且幫助我們不斷改進服務的品質。 

 

四、研究方法及步驟 

 
圖(3) 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將利用群體智慧的產生準則，使用代理人模擬方法來模擬產婦對於餐點的選擇，

利用評價機制驗證，經由實驗提供產婦一個動態的菜單。實驗模擬共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

段的多重代理人模擬，來找出最佳的推薦系統；第二階段的生活實驗室法則是根據第一階段

所出來的結果，實際的套用到產婦身上做測試。 

 

（一） 推薦機制的運作架構： 

 
圖(4)推薦系統流程架構圖 

在一開始菜單的選擇前，系統會依照產婦的體質、目前坐月子的階段數這兩項條件來篩

選菜單，所篩選出的菜單會依照品質高低來排序出菜單，從中我們隨機挑選 20 道菜單給予

產婦評價且得出產婦該次的服務滿意度。評價的結果會回饋到菜單的品質上，並給予下一位

產婦當作參考的依據。 

在菜單的排序上，分數一定有高有低。分數的高低體現出了產婦的群體智慧，也因此代

表著排序較後面的菜單是大部分的產婦覺得比較不好的餐點。在經過一段的時間後，系統會

淘汰掉排序較後面的菜單，而新菜單的引進，我們用網路爬蟲的技術，從網路上尋找新的菜

單，再由餐點規劃師把抓取到的新菜單調整成月子餐，讓新的菜單進入資料庫。 

而演算法在本研究中有幾個重點，第一是必須判斷這菜單得到了多少評價，有低評價時，

系統便擁有調整的空間，若是都高評價，系統則會慢慢崩潰，演算機制將會失去平衡；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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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菜單重複率會影響產婦的服務滿意度，不管這道月子餐多麼美味，總是會有吃膩的一天。

因此在演算法中以權重方式影響評價過程，提供更加精細的菜單推薦；第三是根據產婦的體

質、產後第幾階段，將推薦結果進行分類，中醫體質判斷共分為三種，搭配產後四階段，組

合起來便擁有十二種菜單推薦結果，而菜單位置在每次演算時都會是不同位置，讓產婦下次

瀏覽網站的時候不會看到完全重複的菜單，提供產婦不一樣的感受。 

 

（二） 多重代理人模擬: 

以下為模擬實驗中，各個變數及行為的定義: 

1. 互動設計： 

(1) 初始化菜單 

表 1初始化菜單表 

產婦 Mommy[][] 菜單 Menu[][] 歷史菜單 History[][]  

(儲存每輪 random 出的菜單) 

Eavluation 品質門檻值 

Repeat 重複菜單門檻值 

Physique體質 

Stage階段 

NumberM菜單編號 

Quality品質 

PhysiqueM 體質 

StageM 階段 

NumberM菜單編號 

Quality品質 

PhysiqueM 體質 

StageM 階段 

 

(2) 輸入資料，抓取 1位產婦、300道菜單及跑 1000次。 

(3) 利用產婦體質&階段篩選出適合的菜單： 

產婦中性體質適合寒性、中性、熱性菜單；產婦寒性體質適合寒性、中性菜單；產婦熱

性體質適合中性、熱性菜單，篩選完後抓取 300道菜單並排序。 

(4) 將 300道菜單分成 4段，第一段抓取 10道菜單、第二段抓取 6道菜單、第三段抓取

4道菜單、第四段不抓取菜單。 

(5) 利用演算法計算產婦給予 20 道菜單各別的評價，評價完後會算出各個菜單的品質

分數及這一次的服務滿意度。 

(6) 檢查菜單的新舊程度，新舊程度的數值如果超過 100 時，刪去該菜單同時新增一道

新的菜單。 

(7) 最終的菜單再依照品質分數去重新排序。 

(8) 模擬程式執行 N次後，結束該程式。 

 

2. 代理人(Agent)： 

(1) 品質門檻值： 

產婦對於菜單所能接受的最低程度，主要用以計算產婦的評價。分數之範圍程度介於 1

分到 100分，分數越高者，代表產婦對於菜單的要求越高。 

(2) 重複菜單門檻值： 

該產婦對於吃到相同菜單所能接受的最低程度，用以計算產婦菜單重複率。產婦菜單重

複率計算公式為：重複菜單門檻值/總次數。 

(3) 產婦體質： 

記錄該產婦的體質，用以篩選符合產婦體質的菜單。其屬性分別為中性、寒性及熱性三

種。 

(4) 產婦階段： 

記錄該產婦目前坐月子的階段，用以篩選符合產婦階段的菜單。其屬性分別為第一階

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及第四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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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歷史菜單： 

記錄該產婦曾經吃過哪些菜單，用以計算菜單重複率。 

(6) 服務滿意度： 

該產婦在評價完一輪菜單後，依照品質分數及重複率、計算出來的數值。 

 

3. 菜單： 

(1) 品質： 

產婦對於該菜單的品質給予分數，分數為正、負分。計算方式為：(原有評價×原有人數

±100)÷ (原有人數+1) 

(2) 適合產婦體質： 

該菜單適合哪種產婦體質食用。分為寒性、中性及熱性，可擁有多種屬性。 

(3) 適合產婦階段：  

該菜單適合哪種產婦坐月子階段的食用。分為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第三階段及第四階

段，可擁有多種屬性。 

 

4. 產婦評分： 

菜單品質≧產婦品質門檻值，給予正評價；菜單品質<產婦品質門檻，不給予評分。 

其值結果最後將與重複率做最後的計算，其計算方式為： 

菜單重複率：該菜單出現於該產婦之次數÷產婦評價總次數。 

當產婦重複率門檻值≧ 菜單重複率，評分不變；產婦重複率門檻值<菜單重複率，給予

負評價。 

 

本研究在瀏覽菜單策略的設計上，我們參考翁榮暉(2008)的設計基礎並加以修改，

進行群體智慧的彙整設計推薦系統。根據實際系統的運作回饋，產婦可以同時從熱門排

行清單及時序排行清單中不同的區段，進行菜單推薦。並對各種菜色進行回饋評價，下

圖以熱門清單為例，說明模擬實驗中的評價菜單策略設計： 

 

 
圖 5瀏覽菜單策略設計 

每個清單切成四段，每段的長度為實驗中可調整的變數，熱門排行清單中第一段的

長度為 HL1，第二段為 HL2，第三段為 HL3，最後一段則為清單中扣除前三段後，至清

單尾之所有菜單；同樣的，時序排行清單中的前三段長度分別為TL1~TL3。每個使用者

的 agent，在實驗中每個時間單位，會分別從兩個清單中的每個角落，選擇數篇菜單來

瀏覽，而選取的數量亦為可調整的變數。在熱門排行清單中，每段所選取的菜單數分別

為 HLc1~HLc4，而時序排行清單中每段所選取的菜單數則為 TLc1~TLc4。依照不同的

變數組合，可以設定每個段落中的菜單被瀏覽的機率；但是同一段中每篇菜單被選許瀏

覽的機率是一樣的。實驗的相關變數設置，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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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模擬實驗變數表 

變數名稱 意義 變數名稱 意義 

Usersnum 使用者 agent 數量 Runs 進行時間單位 

Originalrecipe 初始菜單篇數 Aging 過舊菜單清除基數 

HL1 熱門排行段 1長度 TL1 時序排行段 1長度 

HL2 熱門排行段 2長度 TL2 時序排行段 2長度 

HL3 熱門排行段 3長度 TL3 時序排行段 3長度 

HLc1 熱門排行段 1選擇菜單數 TLc1 時序排行段 1選擇菜單數 

HLc2 熱門排行段 2選擇菜單數 TLc2 時序排行段 2選擇菜單數 

HLc3 熱門排行段 3選擇菜單數 TLc3 時序排行段 3選擇菜單數 

HLc4 熱門排行段 4選擇菜單數 TLc4 時序排行段 4選擇菜單數 

為了了解模擬環境中的系統表現，本實驗設計服務滿意度當作我們的觀察指標 

● 服務滿意度：服務滿意度的計算方式為，將每個時間單位中，該名使用者所評價的菜單

品質，再參考重複率的因素後，分數加總並取其平均，即為該時間單位該使用者的服務

滿意度。 

 

五、衡量與驗證： 

本次為初步研究結果，由一位產婦從 300道菜單裡面根據演算法挑選出 20道菜單，並執

行 1000 次所得出個別的服務滿意度。本研究透過代理人模擬法將諸多變因進行多次地模擬，

我們可以從服務滿意度的折線圖(圖 6，X軸為執行程式次數、Y軸為服務滿意度)中可看出：

一開始的服務滿意度分數較低，及大幅度的變動，經過多次的互動後，變動會逐漸上升。並

將此演算法套用到生活實驗室法，以實際產婦來測試，是否實驗結果能提供適合產婦的個人

化菜單，有助於解決配膳流程過於複雜的問題。 

 

 
圖 6服務滿意度折線圖(n=1000, m=20, s=300) 

 

DeLone and McLean 於 1992 年，提出一個分類以及因果的模型－資訊系統成功模型(以

下簡稱 D&M IS Success Model)，用來概念化及操作化「資訊系統成功」的觀念。經整理後

提出資訊系統六個不同的評估指標：系統品質、資訊品質、資訊使用、使用者滿意、個人的

影響以及組織的影響。表三所列資料為問卷中資訊系統成功之六大構面及定義。 

資訊品質長久以來一直是學者專家們探討的話題，而資訊品質的評量向度大家亦有不同

的見解。在系統完成後，我們將針對推薦菜單系統，進行資訊系統六個不同的評估指標的驗

證，利用問卷填寫法，了解使用者對於六個構面是否符合評分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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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資訊系統成功之六大構面及定義 

 構面名稱 定義 

系統品質 產出資訊的資訊系統本身之必要特徵 

資訊品質 為研究資訊產出的必要特徵，如：正確性、意義性以及即時性 

資訊使用 接收者對資訊輸出的使用情形 

使用者滿意 接收者對輸出資訊使用的反應 

個人的影響 資訊對接收者的行為所產生的效果 

組織的影響 資訊對組織績效所產生的效果 

 

六、結論 

本研究先使用多重代理人模擬，從中得到有效益的回饋，並利用生活實驗法，設計一個

環境，讓產婦實際的測試來驗證先前的模擬，是符合我們的預期結果。而產婦的服務滿意分

數整體是提升的，讓產婦們對推薦的菜單越來越符合自己的屬性，及推薦過的菜單讓他出現

的重複性降低，此使產婦就不會對菜單感到厭倦。 

而目前現階段模擬的變數並不多，有品質、菜單新舊及重複性，這三個變數經過多次模

擬穩定後，我們將會利用更多元的模擬去探索不同角色的組合、不同的模擬次數、不同的菜

單類型，找出最佳的演算法，讓本系統更符合產婦的需求，及讓產婦對餐點規劃師的配膳更

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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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paration of special meals for pregnant women is a unique custom in oriental culture. Emerging 

confinement care meal servic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eference of each 

individual, as well as the consideration of maternal physique and stage characteristics. These are all 

major challenges for service providers in food planning. Service providers must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each customer's need while keeping their preparing work loading simple. How to 

make appropriate recommendation is a new issue for the emerging confinement care service section.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ctive wisdom that apply public evaluation methods to 

improve the recommendation quality as well as the customer's satisfaction. Using collective 

evaluation methods, customers will receive appropriate meal recommendation based on their personal 

health status as well as their special care requirements. We use MAS (Multi-Agent Simulation) to 

adjust our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 For evaluation the recommendation quality, we apply Living 

Lab methods for exploring the true users (pregnant women) to evaluate the recommendation quality. 

Moreover, the collective evaluation recommendation methods as well as the user’s popular choices 

will become the base for future meal planning strategy. New meal will also added to the choice pool 

based on web scrapping technology to organize new meal for our customers. Pilot study illustrate that 

our collective evaluation method will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quality significantly. 

 

Keywords: Confinement meal, Collective wisdom, Recommendation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