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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統計研究室 203 

 主持老師：歐尚靈 

    專長領域：生物統計學、統計遺傳、產量預測 

    教授課程：生物統計學、統計理論、估計理論 

研究主題 

主題 1：應用修正決策實驗室分析法探討生產優質安全茶葉因素間關係 

茶葉對台灣而言是重要的特用作物，隨著食安問題頻傳，消費者對食品安全日益重視，

生產優質安全茶葉成為現今茶產業之重要目標。為探討影響台灣生產優質安全茶葉因素之關

係，首先，本研究將影響因素分為四大構面，分別為栽培管理能力、企業經營能力、市場行

銷能力及政府輔導能力。欲藉由決策實驗室分析法進行分析，探討影響問題構面之間的因果

關係，找出核心原因及改善方向。但因傳統式決策實驗室分析法有一不合理之處，即間接影

響矩陣遠大於直接影響矩陣。提出將間接影響矩陣修正的多階式決策實驗室分析法，並以前

人提出修正間接影響矩陣的收縮式決策實驗室分析法、平衡式決策實驗室分析法，進一步分

析構面之間的因果關係，並藉由數據模擬，以劉氏有效性指數比較傳統與修正決策實驗室分

析法。問卷結果顯示修正決策實驗室分析法皆能有效地降低間接影響矩陣，且影響台灣生產

優質安全茶葉因素的原因構面為政府輔導能力及栽培管理能力，而模擬結果顯示最佳的修正

決策實驗室分析法為平衡式決策實驗室分析法以及多階式決策實驗室分析法。 

 

關鍵字：決策實驗室分析法、間接影響矩陣、收縮式決策實驗室分析法、平衡式決策實驗室 

分析法、劉氏有效性指數 

 

緒言 

    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源自於日內

瓦研究中心的 Battelle紀念協會(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in Geneva)，1972年至 1976年為了

研究科學與人類事務計畫(science and human affairs program)所發展出來的方法，當時決策實

驗室分析法被應用於研究複雜困難的問題，如種族、饑餓、環保、能源問題等 (Fontela & Gabus, 

1976)。決策實驗室分析法可有效地分析複雜的因果關係結構，藉由檢視兩兩構面間的影響程

度，通過矩陣運算取得各構面間直接及間接的因果關係及影響程度，並以因果圖來表達複雜

地構面間的因果關係及影響程度，協助找出複雜問題的核心原因及改善方向。現今決策實驗

室分析法已經被各領域廣泛地應用，如監控系統軟體設計、系統故障的除錯排序、全球經理

人能力發展研究、員工推廣服務程序、醫療服務品質評估。經文獻搜索發現此法多用於商業

及管理學領域，鮮少應用於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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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台灣而言，茶是重要的飲品及經濟作物，隨著食安問題頻傳，消費者對食品安全衛生

的日益重視，為使消費者放心購買茶產品，生產優質安全茶葉為現今茶產業之主要目標。為

探討影響台灣生產優質安全茶葉因素之關係，故本研究應用修正決策實驗室分析法，邀請專

家進行問卷施測，了解影響台灣生產優質安全茶葉因素間之因果關係與重要性。 

 

方法 

1. 問卷設計與調查 

    決策實驗室分析法問卷需先歸納出影響欲研究問題之因素，並請欲研究問題之相關專家

主觀判斷元素兩兩間的關係。本研究將影響台灣生產優質安全茶葉因素分為四大構面，分別

為栽培管理能力、企業經營能力、市場行銷能力及政府輔導能力。栽培管理能力包含茶樹栽

種環境、農民栽培技術、農民安全用藥知識、茶樹品種；企業經營能力包含製茶技術、衛生

安全管理、企業品牌建立；市場行銷能力包含產品價格、消費者意識、市場區隔；政府輔導

能力包含政府政策推廣(如生產履歷、舉辦茶葉評鑑競賽)、政府監管力度(如加強農藥殘留檢

測)。此次問卷調查對象為參與茶產業之產、官、學界專家，邀請專家們判斷構面間的影響程

度，影響程度的評估尺度分為 0、1、2、3、4，其中 0 代表構面間無影響關係，而 1、2、3、

4 代表構面間具有極低、低、高、極高度影響關係，共回收 15份問卷。 

2. 修正決策實驗室分析法 

    一般的決策實驗室分析法可分為五個步驟：(1)計算初始平均矩陣、(2)計算直接影響矩陣、

(3)計算間接影響矩陣、(4)計算總影響矩陣與(5)進行結構關聯分析。而間接影響矩陣中，構面

間的間接影響通常會大於直接影響，實為不合理。故修正決策實驗室分析法藉由一個收縮系

數修正間接影響矩陣，使之產生合理的間接影響矩陣。 

(1) 計算初始平均矩陣(X) 

利用問卷數據計算初始平均矩陣(X)；將所有有效問卷之資料加總後平均即為初始平均矩陣

(X)。 

(2) 計算直接影響矩陣(A) 

將初始平均矩陣(X)正規化後即為直接影響矩陣(A)。正規化即將初始平均矩陣除以初始平均

矩陣各行、列和之最大值(λ)，使直接影響矩陣(A) 各行、列和不大於 1。 

λ = max(max
1≤i≤n

∑Xij

n

i=1

, max
1≤j≤n

∑Xij

n

j=1

) , i, j = 1,2,3, … , n 

𝐴 =
𝑋

λ
 

且因𝐴 = [aij]n×n
 , i, j = 1,2,3, … , n，且0 ≤ ∑ aij

𝑛
𝑖=0 , ∑ aij

𝑛
𝑗=0 ≤ 1，根據馬可夫鏈理論(Markov 

chain theory)， lim
𝑘→∞

𝐴𝑘 = [0]𝑛×𝑛。 

但若直接影響矩陣(A)大於一列之列和等於 1，則𝐴𝑘則會有可能收斂至 0，但也有可能不收斂，

Lee et al.(2013)提出修正方法，即將正規化公式中λ修正，λ = max (max
1≤i≤n

∑ Xij
n
i=1 , 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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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1≤j≤n

∑ Xij
n
j=1 )，其中為ε極小正數，如10−5，修正後正規化公式能確保 lim

𝑘→∞
𝐴𝑘 = [0]𝑛×𝑛。 

 

(3) 計算修正間接影響矩陣(𝐵d) 

間接影響矩陣(B)為構面間二階以上影響，即𝐵 = ∑ 𝐴i∞
i=2 。而因間接影響矩陣(B)會大於直接影

響矩陣(A)，代表構面間之間接影響力會遠大於直接影響力，其為不合理，故將二階以上影響

矩陣乘上一收縮系數(d)，且收縮系數介於 0.5至 1之間，藉此縮減間接影響力，修正後間接

影響矩陣為𝐵d = ∑ di−1𝐴i∞
i=2 。 

因 lim
𝑘→∞

𝐴𝑘 = [0]𝑛×𝑛， lim
𝑘→∞

𝐵d = lim
𝑘→∞

∑ di−1𝐴i∞
i=2 = lim

𝑘→∞
(d𝐴2 + d2𝐴3 +⋯+ dk−1𝐴k) =

lim
𝑘→∞

[d𝐴2(I − dk−1𝐴k−1)(I − d𝐴)−1] = d𝐴2(I − d𝐴)−1 

故𝐵d = [bij
(d)]

n×n
= d𝐴2(I − d𝐴)−1,  d ∈ [0.5,1] , i, j = 1,2,3, … , n。 

(4) 計算修正總影響矩陣(𝑇d) 

修正總影響矩陣(𝑇d)即直接影響矩陣(A)與修正間接影響矩陣(𝐵d)之總和。 

故𝑇d = [tij
(d)]

n×n
= 𝐴 + 𝐵d = [(aij + bij

(d))]
n×n

 ,  d ∈ [0.5,1] , i, j = 1,2,3, … , n。 

其中修正總影響矩陣的各列相加可得列和向量(r)，列和向量代表各構面對其他構面的直接和

間接影響程度，而將總影響矩陣的各行相加可得行和向量(c)之轉置，行和向量代表各構面被

其他構面影響程度。之後將列和向量與行和向量相加稱之為中心度(r𝑖 + c𝑖)，代表構面之影響

重要度，而將列和向量與行和向量相減稱之為原因度(r𝑖 − c𝑖)，代表構面的淨影響關係，當原

因度大於 0，代表此構面對其他構面影響程度大於受其他構面影響程度，故此構面稱之為原

因構面，反之，原因度小於 0，代表此構面對其他構面影響程度小於受其他構面影響程度，

故此構面稱之為結果構面。 

𝑟 = 𝑟n×1 = [∑tij
(d)

n

j=1

]

n×1

 

𝑐 = 𝑐n×1 = [∑tij
(d)

n

i=1

]

′

1×n

 

(5) 進行結構關聯分析 

矩陣減去上三角矩陣即為淨關聯影響矩陣。以中心度為橫軸，以原因度為利用修正總影響矩

陣計算構面的淨關聯影響矩陣。修正總影響矩陣以對角線切開分為上下三角矩陣，以下三角

縱軸，可繪出結構關聯影響圖。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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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DEMATEL之構面因果關係路徑圖。設Td各元素之平均數(α =0.4399)為門檻值，當修

正總影響矩陣中 tij＜0.4399，以虛線表示；而 tij≥0.4399，則以實線表示。 

 

 

圖 2、DEMATEL之結構關聯影響圖。 

 

 

結論 

    收縮系數能有效地修正間接影響矩陣，降低間接影響力，使間接影響矩陣較合理。且根

據修正決策實驗室分析法，由因果關係路徑圖可看出影響台灣生產優質安全茶葉的四個構面

間彼此具有相關性，且根據結構關聯影響圖，政府輔導能力淨影響力最大，故政府輔導能力

為影響台灣生產優質安全茶葉程度大於其他構面的重要因素。經中心度可知企業經營能力構

面是總影響最大的構面，由原因度可知栽培管理能力及政府輔導能力為原因構面，故欲生產

優質安全茶葉應從栽培管理能力及政府輔導能力方面著手。 

 

主題 2：EM-AMMI應用於整合多年期作物區域試驗分析 

企業經營

(B) 

政府輔導

(G) 

市場行銷

(M) 

栽培管理

能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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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域試驗施行於品系產量試驗之後，其目的為確保品系之產量與農藝性狀在不同環境下

皆能具有穩定表現。當區域試驗資料的基因與環境交感效應顯著時，可採用 AMMI模式對基

因與環境交感項做進一步之分析，能提升品系選拔的效率。惟使用 AMMI模式分析區域試驗

資料時，不允許基因型與環境組合的平均產量有缺值的情形。然而 AMMI模式奇異值分解的

不允許基因型與環境組合的平均產量有缺值的情形，但多年期多重地區之區域試驗資料通常

高度不均衡，限制育種家探討跨年期間基因型與環境的交感。本研究利用 EM-AMMI方式進

行缺值估計。模擬結果顯示，無論缺值率大小，僅使用第一主成分軸之缺值估計效果為最佳。

本研究亦應用 EM-AMMI於跨年期毛豆區域試驗資料之品種穩定性比較，希望藉此幫助育種

家進行較長期的育種材料評估。 

 

關鍵字：區域試驗、穩定分析、資料差補、EM-AMMI 

 

主題 3：盒鬚圖與百分位數之區域試驗穩定性分析 

    現行一些穩定性分析統計量有兩項特徵：第一，統計量以算術平均值或最大值作為參照

點，測量各基因型觀測值與參照點間的離散程度。由於算術平均值與最大值易受離群值影響，

若有離群值存在時，則不適合作為環境指標；第二，當不同環境內的變異不同質時，各基因

型穩定性的估計將存有偏誤，一般來說，環境內變異愈大，在基因型總變異中所佔的比例愈

大。所以本文引進盒鬚圖與百分位數的概念，來發展穩健穩定性分析統計量，解決目前穩定

性分析統計量在離散測度上易受離群值影響與環境內變異不同質所造成各基因型穩定性估計

偏誤的問題，以期待將來幫助作物育種學者能夠在區域試驗中選拔出穩定高產的基因型。 

 

關鍵字：區域試驗、穩定分析、盒鬚圖、百分位數 

 

主題 4：考量風險之區域試驗穩定性分析 

    育種學家在品種選拔的後置階段，常進行區域試驗，其中產量的穩定性分析是重要項目

之一。傳統常用標準差或變異係數來進行穩定性分析，若育種目標是高產量品種，多數學者

研究發現，穩定性高的品種，結果卻可能伴隨著低產量的結果。 

    若育種目標是高收益的品種，目前尚無較完善的統計量可以評估，為了改善上述情況，

本文提出一個新的評估統計量，以風險調整的概念，同時考慮品種的產量與穩定性，來改善

穩定性分析面臨的難題。 

 

關鍵字：區域試驗、穩定分析、風險調整、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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