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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未來的無線點對點環境中，由於資訊將被賦予金錢上的價值，故核心議題將不在於

如何解決資訊便車者問題，而是必須針對有價資訊制定一有效的定價模式以促進個體提供

差異化服務的意願。本研究所提出之情境式小額定價模式，以價值導向定價為基礎，除了

針對個體本身資源限制考量而設計之外，更能有效地針對個體目前所處的情境需求以協助

服務買方與賣方分別制定服務價格策略與價格談判策略，讓買賣雙方可快速地達成協議。

另外此定價模式亦考量服務之特殊特性 (如無形性、不可分割性、異質性與易逝性)。本

研究所提出之情境式小額定價模式，預期可有效提升個體提供差異化服務的意願進而讓個

體間的資源能有效分享與流通。 
關鍵詞：點對點、動態定價、價值導向定價、無線隨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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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oreseeable Wireless Peer-to-Peer (WP2P) environments (in which information 

traded is associated with monetary value),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WP2P will focus on how to 
build efficient pricing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the peers’ willingness of offering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rather than the status–quo of merely resolving the free rider problem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strategy for e-services operating in 
distributed WP2P environments. The pricing strategy takes mobile device restrictions 
and attributes of the surrounding context (ex. time, location) into account, grounding in 
the concept of value-based pricing and assisting service buyers and sellers to rapidly 
come to a deal with each other in terms of a lightweight pricing/bargaining process. 
Moreover, this pricing strategy regards the unique features of services (intangibility, 
inseparability, heterogeneity, perishability). We believe this 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strategy not only improves peers’ willingness of furnishing differentiated services but also 
enhance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rvice resources amid the WP2P environments. 
Keyword：P2P, dynamic pricing, value-based pricing, wireless ad-hoc e-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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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1.1 研究動機 
在現今日益進步的資訊基礎建設環境下，有許多新興產品與服務正無形地融入在人

們的日常生活中。由於無線通訊科技熱潮的迅速漫延，可與網際網路聯結之無線產品，

如個人數位助理(PDA)、手機，讓科技可更無縫地(seamlessly)與使用者的生活貼近，而

此一全新的行動商務(M-Commerce)服務體驗，將可帶領使用者享受以往電子商務所無

法提供的價值。 
由於現今的行動商務服務模式，多半是以主從式架構為主，固定由少數的服務提供

者來滿足行動使用者的需求，因此，主從式架構所令人詬病的問題，例如可靠性

(reliability)、可延展性(scalability)等，依然存在於目前的行動商務服務模式中。近年來，

隨著適域商務(Ubiquitous Commerce)的提出，將渴望帶領無線科技的商業應用脫離傳統

主從式架構的桎梏，邁向全新的點對點服務架構思維模式。在未來的 WP2P 的服務模式

中，每一個體(peer)均可成為迷你伺服器，提供其他個體輕簡而有用的應用服務或資訊。

個體將可依其當下所處之情境(context)而引發的臨時性需求，動態尋找鄰近之個體以提

供相關的服務，而無需透過集中式的伺服器來尋求協助。可預見的是，新興的 WP2P 的

服務模式將更可符合人們對於情境導向服務的需求，創造行動價值(mobile value)。因

此，以情境需求為導向之 WP2P 的相關的無線應用服務以及資訊分享解決方案將渴望成

為一具有高度發展潛力的領域。 
在 Avancha 等人[2]的研究中指出，隨著行動裝置運算能力的增強，以及行動商務

典範的結合，在未來之 WP2P 模式中，資訊將會被賦予額外的價值—金錢上之價值

(monetary value)。每一個體將會願意以些許的代價，如：小額付款(micropayment)、以

物易物(barter)，來獲取服務以滿足個體當下的情境需求。由於開發個人化的情境式資訊

服務與商務性應用已是無線應用服務發展之必然趨勢，因此，在未來的競爭式點對點無

線網路(competitive WP2P)中，對於服務的提供者與需求者間，如何判別服務提供者所提

供之服務品質優劣，同時考量服務需求者對於該服務之價值認知性(value perception)，
建立有效且健全之供需定價機制，同時考量行動裝置的先天性限制，是 WP2P 當下必須

思索之課題。本研究即針對新一代之競爭式點對點無線網路中，無線應用服務之小額定

價策略(micro pricing)所可能造成之問題與挑戰，逐一分述如下： 
1. 缺乏情境式之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之差異化服務定價評估機制 

由於使用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如時間壓力)對於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的要求

不一，因此，以情境為主軸之差異化無線應用服務定價機制必須可協助服務

提供者與需求者在特定情境下，制定符合當下情境的定價策略，以確實達成

無線應用服務所帶來的價值。 
2. 缺乏針對行動裝置限制所設計之情境式資源交易定價策略 

由於個人行動裝置的先天性限制，使用者無法以使用個人電腦的相同思維

漫無節制地使用行動裝置下載所需資訊至裝置中。由於公用運算(Utility 
Computing)將運算(compute)元件、網路(networking)元件以及儲存(storage)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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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一共享的資源[5]，在競爭式點對點無線網路架構中，個體(peer)間倘若可

結合公用運算的特性，視其他個體(peer)的行動裝置為一共享的資源，以

pay-as-you-go 的資源交易模式來獲取所需之資訊內容與服務，以突破每一個

體行動裝置中的實體障礙，將會為下一代的無線應用服務帶來新的契機。 
3. 缺乏輕簡 (lightweight)而有效率的價格談判策略 

對於 WP2P 領域而言，由於使用者是利用行動裝置進行日常之商務活動，，

行動使用者對於即時性(time criticality)應用服務的要求程度較高，因此在新一

代無線應用服務方案中，行動使用者將無法忍受耗時(time-consuming)且繁重

(heavyweight)的價格談判策略。  
因此，本研究擬利用 WP2P 中所特有之情境式資訊，同時採用公用運算的特性，

建構一符合競爭式點對點無線網路中的服務定價機制。考量服務提供者與需求者對於彼

此情境式資訊服務品質之認知標準，設計一輕簡(lightweight)而有效率的小額服務定價策

略與價格談判策略，以有效地促進個體提供無線服務的意願，進而達成 WP2P 的目標—
情境化的價值(contextualized value)。 

1.2 研究目的 
以情境式需求為核心之無線應用服務將渴望成為 WP2P 中的明日之星，本研究期

望藉由隱含新資訊分享的思維模式之應用服務定價模式的提出，能更加有效的運用分散

式運算資源的優點與特性，同時利用行動網路所特有之情境特性，設計以情境為導向之

資訊映對之機制以及服務品質之認知標準，以及一個以情境為導向之輕簡(lightweight)
而有效率的小額定價策略與價格談判策略，以支援行動使用者對於即時資訊服務的需

求。 
由於全球景氣的快速復甦，社會大眾對於消費性支出的嚴厲控管開始有鬆綁的傾

向，隨著許多購物中心的陸續開幕，大型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的消費者爭奪戰即將

進入短兵相接的戰國時代。各個購物中心紛紛推出許多優惠折扣資訊以吸引消費者購

物，可預見的是將有大量的商品折扣與商品使用經驗資訊透過 WP2P 而流通。因此，本

研究擬以大型購物中心為一新興的競爭式點對點無線網路應用環境範例，以資訊分享應

用服務為主軸，發展符合此環境的情境式資訊分享服務之解決方案，期望能有效地促進

資訊的分享與流通。本研究的主要目的為： 
1. 資訊需求者可視其他個體的儲存裝置為一衍生虛擬的儲存空間，資訊需求者

可依照所處環境之變化而引發的動態需求，以 pay-as-you-go 的方式自其他個

體的儲存裝置中，獲取所需之商品折扣優惠資訊內容與服務。 
2. 藉由情境式資訊的提供(如時間、地點)，除了可協助資訊供給者針對需求者的

預期品質狀態制定價格策略外，亦可協助資訊需求者可有效地制定其所願意

付出的代價(willingness to pay)。 
3. 藉由資訊映對(schema mapping)之機制以及資訊之服務水準指標的提供，協助

資訊需求者能更加正確且有效率的衡量資訊供給者所提供之資訊服務品質。 
4. 藉由資訊需求者之情境式需求以及資訊供給者所提供之服務品質的衡量，協

助資訊需求者依照資訊供給者所提供之整體效用(utility)的高低，依序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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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者進行一對一的協商過程。 
5. 提出一輕簡(lightweight)卻快速且有效率價格談判模式，輔以個體情境因素之

考量，協助需求者與供給者可迅速地以合理的價格達成交易。 

2. 定價策略 

產品賣方對於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制定策略適當與否往往對於定價目標之達成結果

(如利潤最大化)影響甚鉅，但對賣方而言，定價目標的制定僅指出賣方對於產品銷售可

達成的預期目標，但卻無法完善的表示賣方該以何種定價策略以達成目標[6]。學者

Jennifer(1995)認為定價策略是由三項要素交互作用而制定[3]： 
1. 產品之定價目標(如利潤最大化、成長、增加產品品質形象...等) 
2. 生產該產品成本(如固定成本、變動成本...等) 
3. 產品市場需求(如需求之價格彈性) 

因此，賣方必須針對上述三要素進行通盤考量以選定合適的產品定價策略，一般而

言，主要的定價策略可分為三種[9]：以成本為基礎的定價法(cost-based pricing)、以需求

為基礎的定價法 (demand-based pricing)與以競爭為基礎的定價法 (competition-based 
pricing)，茲將三種定價策略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三種定價策略整理 

 cost-based  
pricing demand-based pricing competition-based 

pricing 

主要精神 
以產品生產成本作為產

品定價之依據 
以顧客對產品之認知價

值作為產品定價依據 
以主要競爭者的產品價

格資訊作為產品定價依

據 

優點 

 計算簡易 
 產品成本資訊取得

容易 

 可更清楚瞭解顧客

對產品價值的認知

程度 

 可更清楚瞭解產品

市場的特徵 
 可將產品價格維持

在同業定價水準內 

缺點 

 未考量競爭者產品

價格資訊以及顧客

需求資訊 
 無法達到利潤最大

化的目標 

 消費者對於產品價

值認知的相關資訊

取得不易 
 可能忽略了將競爭

者資訊以及成本資

訊納入考量 

 未考量產品成本資

訊 
 可能會遭受競爭者

之反制 
 可能無法有效達成

營業成長的目標 

由於本研究係協助 WP2P 中買賣雙方針對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進行定價，而該

服務定價策略在本質上包含兩項重要屬性：資訊內容(content)與服務(service)。以成本的

觀點來看，由於資訊內容的重製成本趨近於零，且服務本身特性而言，不同於有形商品

可輕易估算出成本結構，賣方不易計算出提供服務所需耗費的成本，故服務將不適用於

成本導向的定價策略[4]，鑑於上述兩因素的考量，以成本導向的定價策略將無法協助買

賣雙方針對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進行定價；以競爭的觀點來看，由於在 WP2P 的環境

中，雖然對買方而言，可完整掌握所有願意提供服務之賣方的價格資訊，但對賣方而言，

由於每一個體均可動態進出社群，且每一個競爭者所提供的服務均有所差異

(heterogeneous)，因此賣方將無法確實瞭解目前市場上其他競爭者的服務內容與特性，

更無法有效利用競爭者所制定的價格針對自身服務所提供的差異化程度進行定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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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競爭導向的定價策略亦無法同時協助買賣雙方針對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進行定

價；以需求的觀點來看，在 WP2P 的環境中，由於每一個體均可以成為服務的提供者或

消費者，因此，一般需求導向定價模式難以實行的主要障礙--消費者對於產品價值認知

的相關資訊取得不易的問題，將可以獲得解決。對買方而言，可根據該服務所提供的效

用程度來判定價值，故消費者可決定其所願意付出的價格(WTP)；對賣方而言，賣方雖

然無法完整取得所有消費者的產品認知價值，但由於個體本身兼具買方與賣方的雙重身

份，故可模擬買方的角度，針對服務內容與品質進行估算，透過評價資訊來制定服務的

價格，因此，買賣雙方均可利用需求導向的定價策略，以針對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進

行價值評價以決定服務價格。有鑑於 WP2P 中個體的特殊雙重身份可減少消費者相關資

訊取得不易的問題，故本研究擬利用需求導向的定價策略(特別是 value-based pricing 方

式)，協助買賣雙方能有效地針對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進行定價，使買賣雙方在交易

過程中相互獲益。 

3. 研究方法 

3.1 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應用環境架構 
由於每一個體所擁有的資源均是有價產品，買方必須透過實質補償的交易過程換取

賣方的資源，而在交易的過程，由於買賣雙方處於情境衝突中，買方期望以最低價格以

獲取服務的最大效用，而賣方期望以最高價格以獲取最大利潤，因此，買賣雙方的交易

過程即可視為是一種非零和賽局(non-zero sum game)，在價格談判的過程中，雙方必須

各自制定談判策略，使得自身利益可最大化。因此，本研究除了以動態定價(dynamic 
pricing)模式為基礎，協助買賣雙方針對個體對於服務品質差異化的需求以及個體情境化

因素制定服務定價策略外，更利用賽局理論的特性，以協助買賣雙方根據個體情境屬性

(如 time criticality)以及行動裝置的限制以制定輕簡、快速而有效率的協商策略。圖 1 即

為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之 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應用架構： 

 
圖 1、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應用環境 

在購物中心之應用環境架構環境中，最重要的三個元件分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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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or：使用者可利用 sensor 所提供的位置資訊來協助訂定情境式定價策略 
 Content provision server：使用者可透過伺服器以取得所需的商品與商店資訊 
 Peer：每一個體均擁有個人化的 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平台，此一架構

共包含三個核心的模組---Buyer Module、Seller Module 及 User Profile。 

- Buyer Module 
此模組可支援買方一連串的交易流程活動，例如，篩選交易對象

(Schema Mapping Module)、資訊服務效用評價 (Pricing Valuation 
Module)以及談判過程(Concession Module)。 

- Seller Module 
此模組可支援賣方在低涉入的情況下，自動地透過與外在情境(context)
進行溝通，並藉由情境資訊與買方資訊的取得與衡量，制定情境式的

資訊定價策略(Pricing Determination Module)與談判策略(Concession 
Module)。 

- User Profile 
User Profile 中記錄的是使用者的喜好、行事曆、消費經驗以及交易的

歷史資訊。可用來提供資訊以協助使用者在不同的角色之模組(buyer 
module 或 seller module)所需要的資訊。 

本研究所提出的 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protocol 架構如圖 2 所示，至於 Protocol
中每一流程之內部運作過程，本研究將在下面文章中詳細敘述。 

 
圖 2、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Protocol 

3.2 Service Discovery 與 Candidate Determination 
在 WP2P 環境中，每一個體必須要採用相同的本體論(Ontology)，才可藉由

訊息的交換以瞭解其他個體所擁有資源是否與需求相符。由於本研究以大型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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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為一應用環境範例，因此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之 Ontology(圖 3)是由

Merchandise Store Ontology(圖 4)與 Food Store Ontology (圖 5)組合而成。 

 
圖 3、Shopping Mall Ontology 

 
圖 4、Merchandise Store Ontology 

 
圖 5、Food Store Ontology 

3.4.1 Service Discovery 
在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過程中，由於「風險的知覺」對消費者而言是一個重要的考量



第十屆資訊管理暨實務研討會 

因素，因此，為了尋求最適切的產品，消費者往往選擇一個最佳的產品資訊搜集策略，

使得個人所花費的經濟成本或心理成本為最低，並可達到降低不確定性的目標[1]。
Service Discovery 可有效地提供消費者(CP)與提供者(SP)之間一個資訊需求訊息傳遞的

管道。 
1. 資訊服務需求者(CP) 

若CP欲針對進行某一(些)產品的輔助資訊搜尋時，CP會啟動其Agent
開始執行交易任務， CP 可設定所需資訊的內容與格式。Agent 在取得資

訊內容格式要求後，會將需求轉換成 Ontology-Based 訊息(Ri ,cp)，並透過

廣播的方式將訊息發送至鄰近的個體。 
2. 資訊服務提供者(SP) 

SP 在賣場環境中，會透過其 Agent 持續偵測是否有資訊服務請求的

訊息，一旦接收到訊息，在訊息所設定的時間限制內，SP 會將需求訊息

與本身的 Ontology Base 進行比對。若 SP 確認擁有 CP 所需求的資訊，

此時 SP 會產生所對應的 response 訊息(Ri, spj)給 CP，反之，則 SP 會將訊

息發送至其他鄰近的個體。 

3.4.2 Candidate Determination 
此階段可協助 CP 針對 SP 所提供的內容品質進行初步的篩選(Schema Mapping)，

若 SP 所提供的內容不符合 CP 所設定的門檻值，則排除與該 SP 進行交易。CP 可透過

Buyer Module 內的 Schema Mapping Module 來判定 SP 所提供之資訊內容與 CP 需求相

符的程度(即 content QoS，若 SP 可提供的資訊內容愈符合 CP 的需求，則表示該 SP 之

content 愈可達到 CP 對於資訊本身內容量品質的要求)，以決定 Service Provider 
Candidate，如表 2 所示。 

表 2、Candidate Determination 運作方式 
FOR each SPj 

IF  Matching_Degree(Ri ,cp, Ri, spj) ≧ 0 
SPj = Service Provider Candidate 

ELSE 
Reject SPj 

NEXT 
send RTR to all candidates 

在完成 Candidate Determination 後，CP 會發送 RTR(Right to Response)訊息給所有符

合資格的 SP 以作為可與 CP 進行交易的證明。此外，CP 會要求擁有 RTR 的 SP 針對所

能提供的服務品質與服務價格提供詳細資訊說明，以協助 CP 選擇合適的交易對象。RTR
訊息中，initial_ts 與 final_ts 分別表示 RTR 訊息初始化產生的時間與擁有此 RTR 的 SP
必須回覆訊息給 CP 的截止時限；service_delivery_time 則表示若與該 SP 達成最終價格

協議後，SP 必須履行資訊服務的最後截止時限。RTR 的格式如下所示： 

RTR = {CP_id, initial_ts, final_ts, service_delivery_time} 

3.3 Price Determination 
在 Price Determination 的流程中，總共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中，SP 最重要的

任務為制定適切的服務價格，並將 bid 訊息傳送給 CP 以利 CP 進行效用評價，若 SP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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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務效用可帶給 CP 最高的價值且 CP 的 WTP 高於 SP 所提出的價格，則可達成

買賣雙方的交易，若 WTP 低於 SP 所提出的價格，則開始進行第二階段---價格協商階段。

至於每一階段中的詳細運作流程，茲將敘述於下： 

3.4.1 Service Price Determination 
由於本研究的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定價策略必須同時針對服務與資訊兩項因素進

行衡量，因此，本研究所提出之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定價策略在本質上包含兩項重要

特徵： 
1. 考量服務特性[6] (如無形性、不可分割性、異質性與易逝性)的定價， 
2. 考量資訊內容特性(如重製成本低廉)的定價 

為了針對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訂定一個合理的價格，本研究以 value-based pricing
為基礎，協助 SP 針對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認知價值以及整體效用進行定價，定價程序如

下： 
1. 考量 CP 認知價值的高低以進行初步的服務定價 

由於個體同時兼具雙重角色的身份，故 SP 可以消費者的角度出發，針對自

己所提供的服務內容與品質進行效用估算，透過評價資訊來制定服務的價

格，因此，SP 中 Seller Module 下的 Pricing Determination Module 可倚賴 Buyer 
Module 下的 Price Valuation Module 中對於 utility 的衡量方式，作為推估自身

所提供服務的效用高低的開端，以制定相對應的服務定價策略。 
2. 考量 CP 之情境化因素以制定服務分版價格 

由於 CP 常常會因為當下情境的臨時性需求的情境下，對於相同服務所要

求的品質會有所差異，故 SP 必須要針對 CP 對於獲取服務結果的急迫程度訂

定相對應的服務分版機制。每一個 SP 均可自行設定分版級數的多寡，在本研

究中，假設每一個 SP 均依照 buyer perishability(BP)的急切程度將服務分版訂

為三級：BP={low, medium, high}，不同的 BP 程度均有相對應之服務分版計

價策略，急迫程度愈高的 CP，代表 CP 所需要服務的 BP 程度愈高，因此 CP
所需付出的代價也愈高。 

3. 考量 SP 本身服務的易逝性程度以制定服務的實際價格 
除了考量消費者對於服務的時間急迫性(buyer perishability) 外，同時亦需

考量服務本身易逝性的問題。而針對 seller perishability(SRP)的嚴重性程度，

本研究利用 SP 目前的位置資訊來作為衡量時的參考依據。每一個 SP 均可自

行設定 SRP 的分層級數，而在本研究中，假設每一個 SP 均依照 seller 
perishability(SRP)的急切程度將分層數訂為四級：SRP={none, low, medium, 
high}，用來表示 SP 所提供服務之易逝性程度，不同的 SRP 值均有相對應之

服務分版計價策略，SRP 程度愈高的 SP，代表該 SP 所擁有的服務即將”過
期”，因此 SP 將會以較多折扣的方式將服務賣出，而將資源做有效性的最終

運用。 
由上述可知，本研究所提出的 contextualized micro pricing 以 value-based pricing 為

基準，同時納入情境因素的衡量，提供 SP 一輕簡且有彈性的定價模式，可有效地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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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在情境化的考量下，制定最適切的服務價格以及差異化的品質服務。 

3.4.2 Service Price Negotiation 
價格協商的產生係由於 CP 無法接受 SP 服務之定價，使得買賣雙方進入價格協商

階段。由於無線應用服務強調的是在剎那間帶給使用者的價值，故服務本身易逝性的程

度相較於傳統的服務而言高出許多，因此，買賣個體在即時性的驅動下，必須在極短的

時間內完成議價且達成交易。本研究係就服務易逝性強弱程度進行考量，以效率最佳化

的前提下(即能以最少的次數完成議價程序)，期望能協助賣方達成利益最大化的目標。 
一旦 SP 進入議價程序，Agent 會利用 Seller Module 中的 Concession Module 內所訂

定的演算法與 CP 進行談判，茲將 Concession Module 內之運作方式敘述如下： 
1. 訂定賣方最低保留價格 

由於 SP 會依照 CP 服務易逝性之程度(即 BP 的程度)訂定所對應之分

版服務價格，對 SP 而言，若 CP 有機會可以較 BP 目前程度還低版本的

價格成交將是不合理且不被允許的狀況，故 SP 的最低保留價格必須要高

於目前 BP 版本低一階的服務售價，而 CP 的出價必須要高於 SP 的最低

保留價格才可達成交易。 
2. 訂定情境式讓步因子(β) 

由於服務結果傳遞時間的快慢影響使用者動態性需求滿足與效益程

度甚距，為了達成效率最佳化的目標，本研究以 BP 程度作為評判的基

準以制定讓步幅度(以β表示)的高低。若 CP 的 BP 程度為高，表示協商

必須要快速(即協商次數要較少)，則 SP 的讓步幅度必須要較大，因此 SP
在每一次的協商中必須要針對 BP 程度的強弱進行調整。 

3. 訂定讓步範圍值的區間(X) 
本研究以輕簡的運算方式，同時將對手的出價價格納入考量，以訂定

賣方的讓步範圍值的區間(X值)，X值計算的方式如表3所示： 
表 3、讓步範圍值的區間計算方式 

X = w1*(SP.offer- SP.threshold) + w2*(SP.threshold –CP.counteroffer) 
其中： 

 X表示SP本次談判回合讓步範圍值的區間值 
 w表示權重，且w1+w2 =1，本研究將權重值均設為0.5 
 SP.offer表示SP目前的出價；SP.threshold表示SP最低保留價格 
 CP.counteroffer 表示 CP 目前的出價 

下表4即針對Seller Price Negotiation演算法，進行詳盡之說明。 
表4、Seller Price Negotiation演算法 

Function Seller-Price-Negotiation(bp, price[bp]) 
input:  

bp, buyer’s perishability level determined by SP 
    price[bp], service price determined by buyer’s perishability level 
variable: 
    β, the concession factor based on bp 
    LP, service lowest reservation price 
    SP.offer, the service price that the SP’s willing to accept in this round 

SP.new_offer, the service price that the SP’s willing to accept in the next 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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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P.counteroffer, the service price that the CP’s willing to pay 
service_ delivery _time, the time range that SP should send service result to CP 
final_flag, a boolean variable to measure whether the round is the final round 

begin 
    LP = price[bp - 1 level] 

final_flag = false 
repeat 

if CP.counteroffer>LP then 
accept bid 
send service result within service_ delivery _time 

else if final_flag==true then 
terminate negotiation 

else 
β = randomize(bp)  
/* β value is based on bp level and it is less than that in the former round */ 
SP.new_offer = SP.offer –β* 0.5*(SP.offer- LP) + 

0.5*(LP –CP.counteroffer) 
If SP.new_offer < LP then 

SP.new_offer = LP 
final_flag = true 

send SP.new_offer to CP 
until SP.offer < LP or bid is accepted 

end  

3.4 Provider Determination & Price Valuation 
在 Price Valuation 的流程中，總共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中，CP 最重要的任

務為針對 SP 所提供整體服務的效用進行評價，並依照評定之價值高低給與 SP 相對應的

等級(ranking)以決定 SP 進行交易的順序；在第二階段中，CP 會決定 WTP 並與 SP 進行

價格協商。關於每一階段中的詳細運作流程，茲將敘述於下： 

3.4.1 Provider Determination 
在 Schema Mapping 的過程中，CP 已利用此一機制針對 SP 的 content QoS 進行評

價與過濾以確保 SP 所提供的資訊內容確實達到 CP 對於資訊本身的品質要求。一旦收

到 RTR 的 SP 回覆 bid 訊息給 CP 的截止時限(final_ts)到期時，CP 即會針對 SP 所提供

bid 訊息進行整體服務效用的評價，並依照 SP 服務價值的高低決定最終交易對象的先後

順序。 
CP進行 SP服務本身QoS評價的方式為依照 SP在每一個判定指標所得之名次分數

進行加總，分數愈高者代表評價愈高，評價指標如下所示： 
1. SP Location：Location 資訊表示該 SP 所在賣場的位置，CP 可用此資訊來判

定該 SP 所提供資訊內容的即時性與有效性，故愈接近商品樓層者所獲得分數

為愈高，而分數的給定方式為： 

SP.location_grade = 3, if SP is on the floor where the product resides in. 
2, if SP is in the building where the product resides in. 
1, if SP is inside the mall. 
0, if SP is outside the mall. 

2. SP service times：由於 WP2P 的特性，取得 SP 的 reputation 的資訊較 P2P 的

環境困難，因此，為了評估 SP 的 reputation，本研究採用 SP 以往提供服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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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次數來協助判定，雖然這指標不能完全反應出 SP 的 reputation 的好壞，但

仍可藉由這資訊來了解該 SP 提供類似服務的經驗以及意願(交易次數愈多可

能表示 SP 樂意提供服務)，因此該指標在某種程度上亦可作為評估 SP 整體效

用的參考。 

SP.servicetimes_grade = 3, if the times the SP provides are of top 1/3. 
2, if the times the SP provides are of top 2/3. 
1, otherwise. 

3. SP preference：Preference 資訊用來表示該 SP 的偏好是否與 CP 所欲購買的商

品資訊具相關性，相關性愈高可以解釋為由於 SP 亦對該商品有興趣，因此所

搜集的資訊應該較相關性低的 SP 豐富，因此該指標也可作為一參考的依據。 

SP. preference_grade = 1, if SP’s preference is relevant to the product. 
0, otherwise. 

因此，SP 服務本身 QoS 的總分計算方式如表 5 所示： 
表5、SP服務本身QoS總分計算方式 

SP.serviceQoS = SP.location_grade + SP.servicetimes_grade +SP. preference_grade 
其中： 

 SP.serviceQoS表示SP在服務本身QoS所獲得的總分 
 SP.location_grade表示SP所處地點與CP所需商品相關程度高低所獲得的分數

 SP.servicetimes_grade表示SP以往提供類似服務次數之多寡所獲得的分數 
 SP. preference_grade表示SP所偏好商品與CP所需商品相關性所獲得的分數 

在人類決策過程中，由於使用者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有限，因此可能因外部限制

條件下(如時間與成本的限制)，無法達到完全理性的所有要求，因此決策者在評估方案

時，通常使用滿意模式(Satisfying model)[8]進行評估，決策者會依照可行方案的排列順

序選出『第一個』足夠好的方案。故在本研究中，採用滿意模式的決策方式，將每一個

SP 所得分數由高至低排序後依照名次的高低給予 serviceQoS_ranking 分數，接著，再將

Schema Mapping中所得到的SP content QoS中依照百分比由高至低排序後依照名次的高

低給予 contentQoS_ranking 分數，而 SP 的總積分計算方式如表 6 所示： 
表6、SP的總積分計算方式 

SP. ranking = SP. serviceQoS_ranking + SP. contentQoS_ranking 
其中： 

 SP. ranking表示SP所獲得的總積分 
 SP. serviceQoS_ranking表示SP在服務本身品質評價上所獲得的分數 
 SP. contentQoS_ranking表示SP在資訊內容品質評價上所獲得的分數 

對 CP 而言，其所選擇的交易對象必須要能提供最大的價值，所謂”價值”，一般消

費者衡量的方式為：價值 = 效用 / 代價 
由於資訊內容無線應用服務本身係經驗性產品，為降低購買風險，CP 必須藉由相

關資訊以評估服務的效用，故本研究對於效用的衡量，本研究以兩分面進行評估，分別

為 SP 之 service QoS 與 SP 之 content QoS，CP 可透過對 SP 本身服務條件的優劣以及資

訊內容的好壞對該 SP 進行整體效用評估，因此，SP.ranking 愈前面者表示該 SP 所能提

供的整體效用愈高。由於不同 SP 的總 ranking 分數可能相等，因此，在效用相等的情況

下，若 SP 服務的定價愈低，表示 CP 所付出的代價愈低，使用該 SP 的服務所帶來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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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愈高，故 CP 會愈願意與該 SP 進行交易。因此，在最終 Provider 的決定順序為： 
1. 依照總 ranking 分數以低至高的順序將 SP 進行排序 
2. 選擇可提供效用最大化的 SP (即為『第一個』足夠好的方案) 中，服務定價最

低者進行價格評價(Price Valuation)與價格協商(Price Negotiation) 
3. 若協商破裂，則選擇可提供效用次大化的 SP 中，服務定價最低者進行價格評

價與協商，直到交易成功為止 

3.4.2 Service Price Valuation 
在選定可提供價值最大化的 SP 後，CP 必須衡量換取服務所願意付出之代價

(WTP)，並將 WTP 與 SP 的服務價格作一適當的評價，以決定是否接受或是進入價格談

判階段。 

一、 WTP Determination & Price Valuation 
對於 WTP 的決定方式可透過 Buyer Module 下的 Price Valuation Module 中對於

utility 的衡量方式以及 CP 對於服務的急切程度(即 BP，通常 BP 急迫性高的使用者會愈

願意以較高額代價迅速換取服務)進行考量。在本研究中，假設每一個 CP 均依照急切

程度將 BP 變數訂為三級：BP={low, medium, high}，故考量情境式之 BP 變數的 WTP
價格計算方式如所表 7 示： 

表 7、情境式之 WTP 價格計算方式 
WTP = PService* BP.low, when BP=low 
      PService* BP. medium, when BP= medium 
      PService* BP. high, when BP= high 
其中： 

 WTP 表示 CP 依照服務所提供的效用以及本身對於該服務之急迫性程度高

低而願意付出的價格 
 PService表示透過 Price Valuation Module 所衡量的服務價格 
 BP 值={ medium, high}，用來表示 CP 目前所處情境之時間急迫性， 不同

的 BP 程度均有相對應之策略 

最後，再將計算出的 WTP 與經由 Provider Determination 流程而選定之 SP 的服務

價格進行比較，若 WTP ≧ SP.bid price 則接受 SP 的價格為成交價格並與該 SP 達成交

易；若 WTP < SP.bid price，則與 SP 進入價格協商階段，直到交易成功為止。 

二、 Price Negotiation 
CP 會透過 Buyer Module 中的 Concession Module 與 SP 進行價格協商活動，

Concession Module 內的運作方式與第三節中所描述的功能類似，其目標即是在以談判效

率最佳化的前提下，期望能協助買方達成利益最大化之目的。茲將 Concession Module
內之運作方式敘述如下： 

1. 訂定買方首次最低出價價格：由於 CP 會依照 buyer perishability(BP)的程度訂

定 WTP 價格，對 CP 而言，若可用較低 BP 程度的價格購買等值的服務將是

CP 所樂見，因此 CP 的首次最低出價價格可能為至少較目前 BP 版本低階的

WTP 價格，但鑑於談判效率的最佳化考量，本研究實際上均設定 CP 的首次

最低出價價格為較目前 BP 版本低一階的 WTP 價格。 
2. 訂定情境式讓步因子(β)：CP 所訂定的讓步因子(β)必須可真實地反映其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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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若 BP 為高，表示協商必須要快速(即協商次數要較少)，則 CP 的讓

步幅度必須要較大，因此 CP 在每一次的協商中必須要針對 perishability 程度

的強弱進行調整。 
3. 訂定讓步範圍值的區間：X 值計算的方式如表 8 所示： 

表 8、讓步範圍值的區間計算方式 
X = w1*(CP.RP – CP.counteroffer) + w2*(SP.offer – CP.RP) 
其中： 

 X表示CP本次談判回合讓步範圍值的區間值 
 w表示權重，且w1+w2 =1 
 CP.RP表示CP最高的保留價格，即為WTP價格 
 CP.counteroffer表示CP目前的出價 
 SP.offer表示SP目前的出價 
 在權重方面，本研究將權重值均設為 0.5  

表9即針對Buyer Price Negotiation演算法，進行詳盡之說明。 
表9、Buyer Price Negotiation演算法 

Function Buyer -Price-Negotiation(bp, price[bp]) 
input:  

bp, buyer’s perishability level 
    price[bp], service price determined by buyer’s perishability level 
variable: 
    β, the concession factor based on bp 
    RP, buyer’s highest reservation price 

LP, buyer’s lowest reservation price 
    SP.offer, the service price that the SP’s willing to accept 
    CP.counteroffer, the service price that the CP’s willing to pay in this round 

CP.new_counteroffer, the service price that the CP’s willing to pay in the next 
round 
final_flag, a boolean variable to measure whether the round is the final round 

begin 
    LP = price[bp - 1 level] 

final_flag = false 
repeat 

if SP.offer ≦ RP then 
accept bid 

else if final_flag==true then 
terminate negotiation 

else 
β = randomize(bp)  
/* β value is based on bp level and it is less than that in the former 
round */ 
CP. new_counteroffer = CP.counteroffer + β* 0.5*( RP – 

CP.counteroffer) + 0.5*( SP.offer – RP) 
If CP. new_counteroffer > RP then 

CP. new_counteroffer = RP 
final_flag = true 

send CP. new_counteroffer to SP 
until CP. new_counteroffer > RP or bid is accepte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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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在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中，人類的生活與工作模式正迅速地轉變，因此人類對於支

援任務達成之資訊與服務亦有重大轉變，由於以往主從式甚或靜態定點式的資訊與服務

取得方式將無法滿足人們臨時性需求的期望，故有許多具有適域運算特性的無線應用服

務正迅速發展。然而對於新興的無線應用服務而言，除了必須能有效解決資訊便車者的

問題以確保資訊有效流通外，更必須能針對有價的資訊與服務，提供一輕簡而有效率的

小額服務定價策略，以提升個體提供差異化服務的意願。 
在未來競爭式的點對點環境中，藉由本研究所提出之「情境式小額定價模式」，可有

效地針對不同情境使用者對於差異化服務的需求制定出所對應的服務價格。本研究之貢

獻如下： 
1. 符合個體(peer)資源限制之輕簡定價與談判機制 

確實考量個體本身資源限制(如 CPU、Memory)而設計之服務定價與談判策

略，可快速且有效率地協助買賣雙方達成協議。 
2. 促進個體(peer)分享意願之有效提升 

藉由實質報酬的交易，以有效解決目前 WP2P 的資訊便車者問題，更可激

勵個體(peer)之分享意願，並達到「使用者付費」之公平原則。 
3. 促進個體(peer)資源之有效流通 

藉由付費的機制，讓個體可依照目前處境的狀況下尋求其他外界資源以達成

任務。透過此供需機制，可提升個體資源之快速流通，讓適域運算的精神能完

整的實現。 
本研究期望藉由情境式定價與談判機制的提出，能對 WP2P 的無線應用服務發展

有所貢獻，並讓使用者在動態且即時的環境下，能有效地促進資訊分享的意願與流通，

進而能恣意地享受行動服務所帶來的全新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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