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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模式推導 

本章首先探討軟體發展演進過程中，軟體危機問題的產生；軟體再用

概念的提出對於「軟體危機」解決的助益；以及元件市集，提供了良好交

易的機制，擴大元件來源，促進軟體再用的重要性。其次，以遺傳規劃法

為主的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研究途徑，由統治結構本質推導出模式和命

題。因此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為軟體發展演進，包含軟體演進階段與危

機，軟體再用和軟體元件統治結構與電子市集。第二節為軟體元件電子市

集突現，包含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研究途徑、遺傳規劃法、統治結構本質、

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突現模式和命題推導。  

2.1 軟體發展之演進 

2.1.1軟體演進階段與危機 

 

全球軟體產業已經超過五十年的歷史，其演進大致可分為以下三個階

段： 

 

第一個階段從 1950年到 1960年，稱為電子資料處理時代：這時期軟

體是依附在大型主機上，絕大多數是量身訂作的專案軟體，最初是用於會

計部門的資料處理應用程式，應用的重點在個別部門的自動化和電腦化，

開發程式以組合語言和 FORTRAN為主，軟體的開發被視為是一種手工藝

術。面臨的問題是資源稀少昂貴，軟體開發時間長又難以維護，軟硬體費

用比例平均是 20% 比 80%，軟體未得到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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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階段從 1960年到 1980年稱為管理資訊系統(MIS)時代：軟體被

當作是一種商品和硬體分開銷售，而且可以重複銷售。開始有跨組織的資

料庫的應用，應用的重點在資訊化和合理化，開發程式以高階語言為主，

軟體的開發被視為是一種工程，強調結構式開發和設計，有軟體專案團隊

的管理。面臨的問題除了資源稀少昂貴，軟體開發時間長，軟硬體費用平

均比例是 80% 比 20%，軟體維護費用增加的速度更是超過開發費用，佔

軟體費用 70%。此外，達不到預期資訊化目標、無法滿足使用者需求，造

成所謂的「軟體危機」。軟體危機是軟體供給面的量和質均不足，無法滿

足需求，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軟體開發時程總是落後，費用需要追加；

開發的系統規格不符適用者需求，難以運作；系統維護困難，需要花費大

量人力時間（Mizuno, 1983；Pres, 1983；Paul, 1994；Boehm, 1981）。 

 

第三個階段從 1980年以後稱為知識化和網路化時代：大眾化軟體產

品隨著個人電腦出現而普及，除了量的增加外，開始有決策支援系統和知

識管理系統的應用，而網際網路出現更帶動企業電子化的加值應用，應用

的重點是知識化和無所不在的服務。軟體開發採用物件導向技術和元件式

軟體發展(CBD )等軟體再用技術，雖然對解決「軟體危機」有幫助，但是

仍然需面臨軟體多樣化與高品質需求等種種的問題。同時，軟體元件技術

變動快速，元件規格或標準尚未建立或統一，元件供不應求，亦即軟體再

用仍需不斷演變與改進(Davis & Olson, 1985; Laudon & Laudon, 2002)。 

 

2.1.2軟體再用  

 

軟體再用是指軟體發展人員，包括分析、設計、程式撰寫與測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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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使用先前已開發過的軟體資源，到新系統開發程序的各階段中的一種

工程方式，所謂可再用的軟體資源包括程式碼、軟體需求、分析模組、設

計與測試個案等實體或電子檔形式的資訊，可以說軟體開發程序的各階段

產品都可以再用(Jacobson, et al., 1997)。 

 

軟體再用所展現的效益包括系統發展時程縮短、成本降低、生產力提

升、容易客製化及維護品質提昇，同時領域知識與技術得以累積、再用和

分享等(Barnes & Bollinger，l991；Poulin et al. ，1993；Gaffney & Durek，

l989；楊建民，1997；朱文禎等人，2002b)。 

 

軟體再用的觀念和推動在物件導向技術之前就有，但是隨著物件導向

技術和元件式軟體技術演進才逐漸發展，因此，大多數仍然以物件導向分

析設計配合元件軟體技術為主。採用軟體再用的軟體工程活動中包括領域

工程與應用系統工程兩類。依照領域模式進行系統的分析設計，並以元件

系統為出發點，尋找、修改與整合元件。這種方式與傳統方式最大的不同

在於傳統專案是從事程式撰寫，而軟體再用則是尋找合適元件進行修改整

合( Jacobson et al. ,1997)。 

 

因為軟體新技術如分散式物件(如CORBA，DCOM等)帶來了新功能，

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卻造成系統複雜度的大幅上升，隨著技術的發展進

步，元件式軟體技術（如 EJB，J2EE，COM+，WINDOW DNA/.NET等）

使系統複雜度再度降低。元件式軟體技術使得系統發展時程縮短、成本降

低和容易維護等再用效益得以呈現。底下先說明軟體元件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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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元件是由物件導向原理演進而來，提供元件式軟體技術的基礎。

根據 webster字典的定義，元件是一種組成的成份(constituent part; 

ingredient)。而軟體元件是一種預先寫好程式碼的部份，只能經過定義良好

的介面來傳送封裝在裡面有意義的服務或功能，具有高內聚力(cohesion)

和低耦合力(coupling)。此外，軟體元件通常可分為白箱元件(white box 

components)和黑箱元件(black box components)，前者以原始碼呈現，後者

以二進碼呈現，僅能從文件的描述得知其功能。黑箱元件雖然不能直接修

改元件，但可以透過建立新包裹元件擴充原來元件功能，而不更動原來元

件功能，使得原來元件升級後仍然可以使用，具有較佳的可維護性。 

 

元件依照應用層次分為共通性元件(common components)和領域元件

(domain components)和應用系統框架。共通性元件和領域行業無關，包含

使用者界面控制、文件檔案管理、訊息服務、搜尋壓縮等公用程式。領域

元件是特定領域的元件，如金融財務元件，財務元件，各產業逐步訂定標

準後，將會帶動領域元件使用的成長。應用系統框架可加入新元件或擴充

原來元件快速產生新應用系統(Sprott, 2000；Lamela, 2000；楊仁達，2000)。 

 

由於元件式軟體技術，使得系統發展時程縮短、成本降低、生產力提

升、容易客製化及維護。然而，元件式軟體發展(CBD)過程中，需要尋找

適當元件進行修改整合，如何促進擴大元件供應，以利後續發展過程中的

修改和整合，就成了元件式軟體發展最基礎核心的問題。除了在組織內建

立元件庫外，由於軟體元件具有實體和虛擬的網路外部性，軟體元件電子

市集可以整合供應和需求雙方流程，擴大買方和賣方交易，使得願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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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式軟體發展的人愈來愈多，在報酬遞增下產生正回饋，又吸引更多的

開發者/使用者加入，將促進產業分工和標準化建立。 

 

2.1.3 軟體元件統治結構與電子市集 

由於軟體專屬性高、複雜和不易分割特性，在軟體元件技術推出之

前，軟體專案或是軟體產品除了在組織內自行開發外(單邊統治)，就是以

專案或產品委外（雙邊統治）。隨著軟體元件技術的推展和應用，元件標

準的制定，除了在組織內元件庫建立外，直到 1991年才有透過專屬性網

路提供公開市場元件(Open Market Components)的市集 VBTools出現(市場

統治或三邊統治)，以供應Microsoft Virtual Basic component(VBX)為主。

其後，到 1995年才有以網際網路為流通機制，提供公開市場元件電子市

集 ComponentSource的出現。其後 ComponentPlanet、Flashline、

ObjectTools、CodeMarket等市集陸續出現，造成軟體元件市場的蓬勃發

展。底下先說明元件統治結構基本概念。 

 

軟體或元件交易的六種型態可以用交易的次數與投資的異質性（資產

專屬性）為構面，對應到四種統治結構（表 1）。透過適當契約的訂定可以

發展出最適當的統治結構，可以使企業資源統治成本降低。如特殊軟體專

案或專屬規格軟體元件專屬性很高，且交易頻次也很大的情況下，則購買

過程中所需的搜尋、議價與監督成本會很大，則向外部購買所產生的交易

成本，將遠高於其因內部專業生產而獲得的優勢與利益，亦即交易成本與

生產成本加總的結果並非最有效率，因此宜採單邊統治（內部化）的型態。

如一般軟體專案或一般規格非標準化軟體元件為混合性（半標準品），當

交易頻次高時，宜委託外人生產，以發揮專業效果，但為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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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和對方維持長期的合作關係，增加彼此的信任感，以降低投機行為，因

此採雙邊統治結構方式。若交易頻次很低時，向外界購買將面臨高昂的交

易成本，但自行生產可能未到達規模經濟，因此會有第三方中介團體的出

現，以其專業的能力協助雙方進行交易，降低彼此的交易成本，形成三邊

統治的型態。 

表 1軟體或元件交易統治結構類型 

軟體元件特性（投資特性/資產專屬性）  

標準性 混合性 專屬性 

 

偶而交易 

三邊統治 

存在中介團體 
交

易

頻

次 

經常交易 

 

市場統治 

 

 

雙邊統治 

合作網路 

單邊統治 

內部組織 

[資料來源：修改自Williamson(1979)] 

 

最後，當交易商品為標準化軟體元件時，透過市場競爭可使廠商的生

產成本降至最低，同時交易過程中產生的交易成本也甚低，故採市場統治

結構。而軟體元件市集是由中立第三者以其專業的能力協助雙方進行交

易，屬於市場統治或三邊統治 (Williamson，1979；吳思華，2000)。 

由以上討論可以再將軟體元件統治結構分為單邊、雙邊和市場統治。

其中市場統治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和軟體元件可以經網路遞送與服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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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得開放性電子化方式出現極為自然，形成一種整合企業間彼此價值

鏈活動的跨組織資訊系統。 

 

不同學者和機構對 B2B電子市集定義不盡相同。有的以跨組織資訊系

統來定義電子市集[註 1]，有的以電子樞紐(e-Hub)來看電子市集，有的以

經紀人角度觀點。本文所定義軟體元件電子市集是ㄧ種跨組織資訊系統，

提供買賣雙方藉以交換元件價格和資訊並完成自動化交易流程的多邊資

訊共享機制，買賣雙方關係是透過系統運作後才建立的，供需雙方透過專

屬網路或網際網路提供的機制和規範，促進彼此的交易並降低雙方交易成

本(Bakos，1990；1991；1998；Kaplan & Sawhney，2000；黃貝玲，2000)。 

 

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的屬性整理成表 2。這些市集交易主導權在中立第

三者；買賣雙方的數量是多對多；交易標的複雜度高且市場競爭者分散程

度高，屬於垂直巿集。直接物料交易且交易對象彼此關係的緊密性低，屬

於交換(exchanges)類型(Choudhury，et al. 1998；眾信聯合管理顧問公司，

2000；黃貝玲，2000；Kaplan & Sawhney，2000)。 

 

 

 

 

 

[註 1] 在本文中電子市集或電子市場交互使用。 



 

 8 

 

表 2 軟體元件電子市集之屬性 

屬性 內容 

交易主導權在中立第三者 

買賣雙方的數量是多對多 

彼此關係的緊密性較低 

交易對象 

是屬於同一產業 

直接物料(軟體元件) 交易標的 

複雜度高 

市場競爭者 分散程度高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軟體元件市集以供應公開市場元件為主。公開市場元件為一般軟體元

件外，尚需有下列性質：具有元件介面標準能廣泛應用，遵守 COM、Java

或 CORBA三種市場標準(defacto standard)或產業標準(dejure standard)之

一，容易佈局(deploy)和組裝；具有元件架構標準：遵守.NET/COM、

J2EE/Java二種標準之一，元件不依賴特定架構和應用；可商品化元件，亦

即可發行，有支援有品牌，易包裹、升級和維護；經濟型，屬於關鍵多數

市場，賣方開發成本和買方的採購、組裝成本低（ComponentSource, 1999；



 

 9 

Lamela, 2000；Sprott, 2000）。公開市場元件將專屬性元件與專屬性框架，

如 SAP、PeopleSoft提供的元件和框架或其他非遵守元件架構標準的框架

排除在外。 

 

軟體元件市集交易的元件，目前集中在共通性元件(和領域行業無關，

如使用者介面控制、文件檔案管理等)，而領域元件(特定領域的元件，如

金融財務元件，財務元件等) ，物件管理協會(Objects Management Group, 

OMG)已經組成金融、醫療製造等小組推動建立領域元件的標準規格，各

產業也逐步訂定標準中，將會帶動領域元件交易的成長(Sprott, 2000；

Lamela, 2000；楊仁達，2000)。 

 

電子市集供需的運作活動由三種角色完成，供應者、中立者和需求

者，說明如下(ComponentSource, 1999)： 

1. 供應者：建立、切割(自框架應用系統)或修改元件，附上說明

文件和測試資料或是曾經應用個案說明，然後向中立者登記，如果售出

提供支援服務； 

2. 中立者：收到登記的元件後，執行測試、標準化、歸類和定

價，提供仲介服務； 

3. 需求者：到市集搜尋元件、評估元件、購買元件、組裝到應

用系統，請求支援服務。 

 

當需求者在市集找不到適當元件時，可以將需求規格公告在市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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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適當的供應者供應。亦即可以量身訂做元件。 

元件電子市集是軟體演進史中重要里程碑，提供良好交易的機制，擴

大元件來源，促進軟體再用。下一節將探討元件電子市集的突現。 

2.2. 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突現 

軟體元件市集是一種資源統治結構，這種資源統治結構的突現是軟體

產業演進的重要里程碑。本節首先探討代理人基礎的計算經濟與遺傳規劃

法，再經由影響統治結構的利潤因素和人性因素推導突現本質，然後推導

出突現模式和命題。本節共分四小節，包含「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遺

傳規劃法」、「軟體元件統治結構突現本質」與「突現模式和命題推導」。  

 

2.2.1代理人為基礎計算經濟 

Holland和Miller(1991)建議將經濟系統視為複雜適應性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來研究。而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ACE)是屬於複雜適應系統典範下的經濟學，整

合演化經濟學(Evolutionary Economics)、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和電

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的觀念和工具的一種方法論(Methodology)。ACE

主要目的是用來了解：儘管未有事先規劃和控制，為何全球性的規律會從

分散的市場經濟中演化而且持續進行，例如貿易網路的形成、市場的協定

等。其次是規範使用此架構，作為計算實驗室，可以研究在不同社會經濟

結構下對個人行為和社會福利的影響(Tesfatsion, 2001a)。因此，可以用來

瞭解儘管未有事先規劃和控制，為何電子市集統治(表現型態，phenotype)

會從分散的個別供需者交易特質(基因型態，genotype)中突現而且持續演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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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現是指許多的個體彼此互相作用，達到某一定的複雜度時，所產生

的一種較高層次全新的型態(pattern) 或結構(structures)，而這些是先前系

統所存在的個體或組成單元(elements)所沒有或不同的，且由底層的個體

(genotype，基因型)似乎無法預測及不可演繹到上層的型態(或結構) 

(phenotype，表現型)。探討突現時必須從多維度、多層次和不同尺度。同

時，突現也是複雜適應性系統的特性之一(Waldrop,1992; Anderson, 1999; 

Merry, 1999)。 

 

已經有許多利用 ACE研究途徑來從事市場經濟的研究，如股票市場

(Arthur et al., 1997; Chen & Yen, 2001a)，人力市場(Tesfatsion, 2001b)，消費

品市場(Albin & Foley, 1992 ; Vriend, 1995),中間產品市場(Peli & 

Nooteboom, 1997; Klos & Nooteboom, 2001)，外匯市場(Arifovic, 1996 ; 

2001)。以下先說明 ACE基本概念。 

 

ACE揚棄物理力學為基礎的均衡原理，採用生物學為基礎的最適者生

存原理，將經濟體系視為是一種不斷改變，不斷演化的非均衡動態系統。

儘管演化經濟學也強調，經濟體系是不斷演化的非均衡動態系統。但是， 

ACE 受到有力的計算工具，尤其是物件導向程式的影響，使得此領域的

學者可以在以下四方面有所擴充：agent更為自主及有更豐富的內部認知結

構；agent之間和 agent和環境之間，可以允許更多和更複雜的行為和互動；

天擇的壓力可以是 agent行為的屬性；只要完成起始條件設定，經濟體系

隨時間成長過程和現象，可以被觀察而不受干擾(Holland，1992；Tesfation，

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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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使用適應代理人(Artifical Adaptive Agent, AAA)，而適應代理人

比較傳統解析模式，有幾個特性(Holland & Miller，1991)： 

1. 兼具彈性和嚴謹性：程式語言介於純語言敘述(pure linguistic 

descriptions)和數學模型之間，具有純語言敘述的彈性又具有一

定邏輯和準確性，且可一步一步動態地執行，以觀察 agent間

互動行為。是研究學習和適應現象的有力工具(modeling 

technique)。 

2. 由 AAA來研究最適化行為(optimization behavior)：經濟理論向

來依賴最適化理論，而 AAA認為在市場力量驅使下，各個 

agent透過適應機制進行最適化決策，AAA模式可以鏈結市場

力量和適應機制，以探討最適化行為在何種條件下產生。 

3. 適合重複或大規模的實驗：除了可以和真人做的實驗(human 

subject experiment)比較外，容易「重製」（reset）實驗和對環

境細微變異作分析外，更能夠以相對低成本方式，克服社會科

學中不易進行大規模實驗的困難。 

4. AAA模式可以探討CAS領域中突現(emerge)行為：分析突現現

象可以提供經濟系統中對適應性 agent理論的啟發和建議。 

5. 可研究理論解過多或無解的問題：現今數學工具對非線性、不

連續或有巨大搜尋空間的問題，存在著侷促性。而 AAA模式

提供具有上述條件問題的最適解，AAA模式提供另外一種的

思考和解決方法。 

6. 開創新的研究議題：除了和現有理論和實證互補外，AAA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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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擴充、檢定及新理論產生的機會。 

 

此外，ACE將會有以下重要進展(Tesfatsion，2001a)：  

1. 由 agent間互動和思考可以有結構地對經濟理論紮根； 

2. 可以精緻化理論、擴充理論或檢定假說，經由計算實驗、結

果發現的統計分析和與其他研究方法的比較，例如解析方

法、田野研究、真人的實驗室研究； 

3. 整合性社會經濟理論的形成和檢定：從現今人為區分的相關

社會科學領域的理論和資料，進而形成整合性社會經濟理

論。 

 

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學和傳統解析模式，兩者具有互補關係而非取代

關係。在建立異質性代理人模式時，演繹途徑(the deductive approach)可以

指引歸納途徑(the inductive approach)(Arthur，1992)。本研究整理代理人基

礎計算經濟學和傳統解析模式性質比較(表 3) (Arthur，1992；Tesfatsion， 

2001a；Holland & Miller，1991)。 

 

僅管 ACE方法有這些特性，但也有一些限制:1.參數甚多且對於結果

敏感：很多參數難以解釋其代表的人類行為和經濟意義，僅能藉由不斷調

整其參數的重複模擬，來了解參數的影響和意義，這部份有賴校正技術

(calibration techniques)的進步才能得到解決(Chen , 2001b)；2. ACE方法是

否和人類學習適應的方式一致，則仍然有不同的觀點(Brenn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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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和傳統解析模式性質比較 

 演化模式(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 解析模式(傳統經濟) 

假設 有限理性、局部資訊、有限計算能力、

異質性個人 

理性預期理論：完全理性、完全

資訊、完美計算能力，代表性個

人 

核心原理 最適者生存 供需均衡分析的數學函數 

原理來源 生物學 物理力學 

目標 假說檢定，建立、擴充或精緻理論 

形成整合性社會經濟理論 

假說檢定，建立、擴充或精緻理

論 

方法 歸納法 演繹法 

進行方式 異質性個人由下而上 代表性個人由上而下 

特性 兼具彈性和嚴謹性 

可模擬突現現象：由底層異質性代理

人互動適應下, 突現上層整體現象和

過程 

適合重複或大規模的實驗 

可研究理論解過多或無解的問題 

具嚴謹性但缺乏彈性。不過當問

題複雜化時 ,參數增加函數變複

雜，需透過嚴格假設才能化約成

適用目前數學工具來求解，嚴格

假設可能和現實世界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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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的資訊 質(認知、行為、互動)和量(數值) 量(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 ACE中代理人可能是以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或是

加強學習法(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等演化計算方式，進行學習或演

化。遺傳規劃法(Genetic Program, GP)比遺傳演算法和加強學習法只需更少

的先驗知識，可以演化交易策略函數。底下先說明遺傳規劃法基本概念。 

2.2.2遺傳規劃法 

Koza將 John Holland在 1975年提出的遺傳演算法(GA)擴充成遺傳規

劃法(Genetic Program, GP)，將演化單位從固定長度的二元字串擴充成可以

變動大小和形狀的分析樹(parse tree)，用以代表電腦程式、函數或交易策

略。分析樹的節點包含功能集(function set)和終端集(terminal set)。功能集

中的一個功能(如”＋”)代表一個規範(subroutine)，終端集中的一個終端 (如

“ 信任“)代表一個觀念(concept)，這些規範和觀念代表一種社會文化

(culture of society)。而GP演化過程可以視為人類學習和發現的過程，亦即

元件交易者彼此學習和發展交易策略的過程(Koza，1989；Chen，2001b）。 

 

使用 GP有五個前置步驟須決定： 

1. 終端集元素：代表一個觀念，可以是變數或是常數；  

2. 功能集元素：代表一個規範，可以是數學運算子、布林運算子、

程式運算子或自定運算子； 

3. 適應性函數：解決問題的合適程度的函數，在求解問題中是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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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誤差值，其值愈小愈好；在本題中是偏好度函數，其值愈大愈

好； 

4. 執行中的參數：包含起始族群大小、複製率、交配率、突變率等，

將影響到搜尋時間和結果的適合度，通常依照問題情境加以設定。 

5. 執行結果的指定方法和終止執行條件：執行結果的指定方法可以

是執行中 best-so-far的個體或是執行中止後最佳個體(the best 

individual)；終止執行條件可以依照事先定義執行的世代、或預測

誤差值容忍度。 

 

GP演化過程有三種運算，分別是複製(reproduction)、交配(crossover)

和突變(mutation)。複製運算是指適應良好的父代愈有可能存活(直接從父

代複製到子代)；交配運算是指第一個子代從第一個父代刪除交配部份然後

加入第二個父代交配部份，第二個子代則以對稱方式產生(圖 2)；突變運

算可分為子樹突變(subtree mutation)和節點突變(point mutation)。複製運算

（模仿學習）最無風險，但是缺乏創新；而交配運算（溝通學習）和突變

運算（經驗學習）具創新性，但是適應性函數卻有變壞的風險。 

 

同時，選擇(selection)要執行運算的個體有三種方式：輪盤法(roulette 

wheel)：以機率來決定，如 Koza比率法(Koza proportional)(Koza, 1992)，

亦即由個別個體的適應性函數值佔整體適應性函數值總和的比率；競賽法

（tournament）：仿照生物求偶過程，同性之間競賽贏者（適應性函數較大

者）才能和異性交配；均勻選取法(uniform)：每一個個體選擇的機率皆相

同（和適應性函數無關）。一般而言，輪盤法是在全部個體中選取，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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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宰個體(dominant individual)，選擇的結果很容易讓群體同質化。而競

賽法是在局部個體(tournament size)中競賽，選擇的結果較不易讓群體同質

化。本研究為了更接近真實世界情況採用競賽法。 

 

 

圖 1 交配運算 

[資料來源 ：Farnandze( 2001 ) ] 

 

至於起始的終端集和功能集的設定，Arthur(1992)認為從最原始狀態

(perfectly stupid)開始，經過學習後逐漸成長(get smarter and smarter)。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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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2001b)認為在進步的社會中已經存在一些良好的規範(well-structure 

subroutines)和一些高度建構的觀念(highly constructive concepts)，起始的終

端集和功能集的設定未必從最原始狀態開始，而是可以從這些規範和觀念

開始進行演化。在選擇權定價的研究中，Chidambaran, 等人(2000)就將

Black-Scholes model這種現存的模式放入 GP中演化。而本研究將推導出

的偏好度函數放入 GP中繼續演化學習。 

 

在應用上，GP比起加強學習法(Reinforcement Learning, RL)和 GA，只

需更少的先驗知識(prior knowledge)。在 GA中，由於是二元字串的演化，

必須事先指定交易策略（偏好度函數）和某字串的對應關係，造成事先必

須定義可能結果的情形，也就是交易策略演化的母群體，有研究者須一定

程度的先驗知識以事先設定的限制。而 GP中，可以放鬆先驗知識的限制，

不需事先定義，讓交易雙方更有彈性地發展交易策略。Chen and Yen 

(1996，1997，2001a) 曾用 GP來模擬競局理論和人工股票市場中個人行為

和突現整體現象間關係。 

 

加強學習法曾用於組織市場中，供需雙方在追求最低交易成本下，最

適統治結構突現過程(Klos & Nooteboom, 2001)。本研究用遺傳規劃法來演

化交易雙方的偏好度函數，彌補了加強學習法以連續個別交易學習

(individual learning)，來演化統治結構的限制。而是以一連串交易過程中，

交易者間彼此進行社會學習(social learning) 的方式，經過模仿學習、溝通

學習和嘗試學習，動態演化出最適當的統治結構。這種方式將更接近真實

世界情況。遺傳規劃法和加強學習法的比較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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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遺傳規劃法和加強學習法的比較 

 遺傳規劃法 加強學習法 

先驗知識 較少 較多 

演化方式  整個函數或策略 參數 

學習方式 社會學習  個人學習 

適應學習  不限單一方向 單一方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3軟體元件統治結構突現本質 

代理人基礎計算經濟可以探討複雜適應性系統中突現現象。而突現是

由許多底層的個體(基因型)彼此互相作用，達到某一定的複雜度時，所產

生的一種較高層次全新的型態或結構(表現型)。上層軟體元件交易統治結

構類型可以從資產的專屬性和交易頻率二個成本/利潤因素來決定（表 1）。

另外有限理性和投機主義的人性因素也影響統治結構類型（Williamson, 

1975，1979，1983，1985，1992；Nooteboom, 1999；Gulati, 1995）。底下

先探討利潤因素，然後人性因素造成統治結構的突現。 

2.2.3.1 利潤因素 

1. 資產的專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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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的專屬性包含以下四種：區域專屬性(site specificity)、實體資產

專屬性(physical asset specificity)、人力和知識資產專屬性(human and 

knowledge asset specificity)與特定投資資產(dedicated asset specificity)。其中

和軟體元件較為有關的是人力和知識資產，此專屬性乃是指需要藉由『從

實際工作中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來累積專業知識及工作

技能(Williamson，1985)。 

人力和知識資產專屬性影響到軟體元件的專屬性，而軟體元件的量測

和特性歸納如下。 

元件量測包括元件標準、顆粒大小(granularity)、元件複雜度(level of 

complexity) 和功能通用性(functional popularity)，說明如下(楊仁達，2000；

ComponentSource, 1999 ；Lamela, 2000；Lerch et al. 1998；Sprott, 2000)： 

 

(1) 元件標準：多個標準並存的局面，關於元件市場標準(defacto 

standard)或產業標準(dejure standard)，可以分為三種層次：元件

介面標準，遵守 COM、 Java或 CORBA三種標準之一； 元件

架構標準：遵守.NET/COM、J2EE/Java二種標準之一；領域元件

標準：各個產業領域的標準，如資訊電子業 Rosettanet標準等，

其他產業領域標準由 OMG的多個標準化小組和軟體業制定當

中。 

(2) 顆粒大小：一個元件或一組元件具有的功能數目，或稱元件中方

法數(numbers of methods)，細顆粒(fine grained component)可能僅

含一個功能，大顆粒(large grained component)可能是含許多功能

的元件或是框架(framework)（應用系統包含領域知識和系統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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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元件複雜度：每個功能的平均程式行數(line of codes per method)。 

(4) 元件功能通用指標：該元件中方法和其他元件方法，屬於同一類

功能的平均次數，亦即元件功能通用指標愈高，元件功能愈通用

化和一般化。 

 

軟體元件特性歸納如下(謝清俊，1996；Lerch et al. 1998；Whiston et 

al.，1997；Shapiro & Varian，1998；Lamela, 2000；ComponentSource,1999)： 

 

(1) 個人偏好相關性：需求者價值形成取決於軟體元件提供的功

能和服務，而每個需求者對軟體元件所提供的功能和服務，在偏

好上會有極大的不同，有的偏好功能通用性高/低。雖然一般實體

商品價值也會因每個消費者偏好不同而異，但是對軟體元件而

言，個人偏好認知差異更大，因此特別適合客製化。 

 

(2) 可切割性(Decomposition)：可自大顆粒元件中切割出適當的細

顆粒元件。 

 

(3) 易改變性(Transmutability)：只要修改軟體元件中之部分屬性

和功能，即可創造出另一種新元件，或自大顆粒框架(framework)

中切割出適當的細顆粒元件再加以修改，此亦為軟體元件易客製

化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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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毀性(Indestructability)：軟體元件一經生產，其內容可以長

期保存，並不會因外在實體之損害，而影響其內容之真正價值，

故具耐久財特性。 

 

(5) 本質價值(Intrinsic Value)：藉由對軟體元件之局部修改，即可

增加排他性(Exclusivity)和唯一性(Uniqueness)，增進產品價值。 

 

(6) 易複製性(Reproducibility)：軟體元件經過首次發展完成後，

將可輕易以低成本的方式進行大量複製的工作，其生產之邊際成

本遠低於固定成本，規模經濟的效益特別明顯。 

 

(7) 可操作使用性(Operational Usage)：軟體元件將屬性和功能封

裝起來，透過共通介面可以和其他元件加以組合和操作使用。 

 

(8) 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或稱網路效應或正回饋)：

軟體元件具正向網路外部性，其效用和價值會因使用人口愈多而

增加(報酬遞增)，尤其是標準化軟體元件。外部性可以是實體網

路或虛擬網路正向外部性。 

 

(9) 使用密集性（ Intensity in Use）：經多次使用的軟體元件其效用

可能遞增，具有學習效率，尤其是標準化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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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易描述性：軟體元件屬於經驗性商品（ experience goods），

可辨識程度不高，若未經過用戶親自使用過，很難具體清楚地加

以描述其元件內容。因此買賣雙方的信任，在交易過程特別重要。 

 

(11) 可透過網路遞送或互動服務：軟體元件最基本之元素為位元

資料，故可直接透過網路傳輸方式，直接於線上進行運送、維護、

更新、升級以及互動服務，同時，具有實體網路的正向外部性。 

 

(12) 多媒體(Multimedia) 呈現：軟體元件是包含屬性和功能的程

式碼，也可以整合各種聲音、影像、動畫以多媒體組合方式呈現。 

 

(13) 群組財中介(Club Goods Agency)交易：介於純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與純私有財(Pure Private Goods)間，是由一小群人所

共享之群組財。當產品品質不因使用而減少，或是產品價格超過

單一用戶所能負擔，即可能為群組財中介之產品。軟體元件因具

不毀、易修改、易複製等特點，故很適合群組財中介之交易活動，

透過中間商可從事中介、租賃、加值、以及授權等服務活動。 

 

人力和知識資產/軟體元件專屬性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旦資產投資下

去之後，交易雙方在資產可用年限內必會維持雙邊合作的關係，倘若，在

期間內契約遭到破壞，則資產提供者首先便面臨著投資無法回收的困境，

然而另一方也會因為無法找到合適之合作對象而遭受損失。因此可見，當

資產專屬性愈高，亦即元件功或特殊性愈高或元件標準化程度愈低，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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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轉換成本(switch cost)和較高的進入障礙及較高差異化的產品，通常

會犧牲規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同時為了避免高的轉換成本，因此會盡

量維持雙方關係和交易，產生維持成本及學習效率(learning efficiency)。當

軟體元件專屬性高到某一個程度時，會促使決策者放棄市場(外部)交易而

轉向內部交易。當軟體元件專屬性愈低，亦即元件功能特殊性愈低或元件

標準化程度高時，雙方的相互依賴度就會降低，此時內部交易的成本將會

高於市場交易的成本，因此轉向市場交易。  

 

而軟體元件的專屬性包含軟體元件標準化程度、軟體元件功能特殊性

程度，人力與知識資產的專屬性包含學習效率、軟體元件功能特殊性程

度。軟體元件標準化程度愈高，愈容易切割（可切割性）、易於修改（易

改變性）和操作使用（可操作使用性），有利於學習（使用密集性），依賴

人力與知識資產專屬性程度較低，交易困難度降低。但是，由於正向網路

外部性(其效用和價值會因使用人愈多而增加)其報酬遞增，產品價值反而

提高。同時，軟體元件功能特殊性程度低，有利於學習，依賴人力與知識

資產專屬性程度較低，交易困難度降低。但是，由於正向網路外部性其報

酬遞增，產品價值反而提高。 

 

2. 交易頻率： 

由於資訊與資源並非完全流通，加上人性因素中的投機主義，使得市

場中的交易往往由少數人所操縱著。當雙方交易次數少，即使受騙或毀約

的情況可能發生，但付出的成本仍舊較小，風險也較低，所以僅需透過普

通的市場契約交易；一旦交易次數變多，風險則大幅提高，一旦毀約或欺

騙的情況發生，所付出的成本將大幅提高，所以必須設計特別的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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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保交易的進行(Williamson, 1985)。 

 

軟體元件具有使用密集性(將軟體元件進行多次再用，其效用可能遞增)

其學習效率明顯，同時，易複製性使得規模經濟特別明顯。交易頻率越多，

由於學習效率會隨著雙方交易次數增加而增加，其平均交易成本可能會減

少。同時，社會上存在一定比例使用過標準化元件的人，亦即和第一次交

易對象存在一定比例基本學習效率和基本規模效率。 

 

由以上統治結構類型利潤因素和軟體元件特性的探討可知軟體元件

統治結構突現的原因為軟體元件標準化程度、軟體元件功能特殊性程度、

學習效率、規模經濟（規模效率）（表 5） 

表 5 軟體元件統治結構突現的原因（利潤因素） 

影響統治結構類型利潤因素 軟體元件特性 統治結構突現的原因 

商品（軟體元件）專屬性 網路外部性，可切割

性，可操作使用性 

軟體元件標準化程度 

軟體元件功能特殊性程度 

資產（人力和知識）專屬性 使用密集性，易於修改

使用 

學習效率， 

軟體元件功能特殊性程度 

交易頻率 使用密集性，易複製性 學習效率、規模經濟（規模效率）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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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 人性因素 

 

人性因素包含有限理性和投機主義也影響統治結構類型。其中有限理

性係指「一個理性的交易者都希望達到理性的狀態，卻受到其他因素的限

制而未達成」。換句話說，一個理性的交易者希望能夠追求最佳理性的交

易，但受限於其本身的神經系統、生理、語言能力及客觀環境的複雜性、

不確定性，導致於交易時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完全地接受、儲藏、累積、處

理所有資訊，也沒有辦法去預測和認知將來可能發生的情況，故在交易中

的行為並不是處於最理性的狀態。因此買賣雙方會有爭議，但為了促成交

易，雙方必須進行協商、談判等程序，因而發生成本。而有限理性是代理

人基礎計算經濟學假設之一。 

 

投機主義是「一種基於追求自我利益最大考量下而採取的欺騙式策略

行為」。有時交易雙方基於尋求自我利益，會採取一些策略行為，導致雙

方彼此利益相互衝突、不一致。對軟體元件而言，具有不易描述性，元件

供應者容易對元件需求者加以欺騙，以追求自身的利益。 

 

由於彼此之間對於雙方都存在著不信任與懷疑，造成交易雙方必須增

加談判與監督成本。需要雙方信任關係的發展。信任是雙方之間的互相信

賴，其相信在交易過程中，彼此都不會做出傷害對方的行為。信任關係的

產生可以透過過程為基礎信任(process-based trust)，即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

易關係維持而增加，而當交易關係中斷，信任程度將會下降。同時亦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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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制度信任(institutional-based trust)，即特定機構或媒介機構如中介電子市

集，提供基本信任以保證交易完成。而社會上存在著一定比例的非投機主

義者，亦即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Gulati, 1995；Sabel, 

1993；Nooteboom, 1999 ;Peli & Nooteboom, et. al, 1997；Zucker, 1986)。雖

然信任關係的產生可以透過和交易對象的交易關係維持過程而增加，但卻

未考慮交易態度的滿意或不滿意。 

 

消費者滿意或顧客滿意可以從累積交易的觀點來看,亦即對其購買和

消費經驗的全面性衡量，包含過去到現在和未來的累積衡量。而滿意牽涉

到購買前的期望和購買後的認知價值，當購買後的認知價值高於或等於購

買前的期望，就產生滿意。反之，則產生不滿意。而購買前的期望受到過

去交易經驗、現在的認知和情感以及對未來預期的影響。同時受到過去交

易經驗的影響，通常會隨著時間久遠而遞減(Oliver, 1980; Boulding, et al. 

1993 ；Anderson, Fornell & Lehmann, 1994)。 

 

由信任關係和滿意的探討，可知連續滿意對信任有正面影響，如信譽

增加，而連續不滿意對信任有負面影響，如信譽受損。因此本研究認為信

任關係的產生是透過和交易對象維持連續滿意的交易而增加，而當交易不

滿意或交易關係中斷，信任程度將會下降到基本信任或是零甚至隨著連續

交易不滿意而遞減。 

 

對軟體元件而言，具有不易描述性使得軟體元件的交易容易產生投機

主義，同時當元件整合者組裝的元件來自不同的市集或供應商時，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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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對象彼此間的信任。 

 

由以上統治結構類型人性因素的探討，可知軟體元件統治結構突現的

原因為信任程度（表 6） 

表 6 軟體元件統治結構突現的原因（人性因素） 

影響統治結構類型人性因素 軟體元件特性 統治結構突現的原因 

有限理性(ACE假設) 不易描述性 有限理性 

投機主義 不易描述性 信任程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總結以上統治結構類型利潤因素和人性因素的探討可知軟體元件統

治結構突現的本質原因（基因型）為學習效率、軟體元件標準化程度、軟

體元件功能特殊性程度、規模經濟（規模效率）和信任程度（表 5和表 6）。

而學習效率又隨著雙方交易關係的維持而增加；規模效率隨著供應或組裝

的元件數量增加而增加；信任程度隨著交易關係維持和交易態度滿意的維

持而不斷增加，而當交易關係中斷或交易不滿意時，信任程度將會下降至

基本信任或零甚至隨著連續不滿意交易而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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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軟體元件統治突現模式 

假設軟體元件需求者為買方，軟體元件供給者為賣方。在市場力量

下，雙方會依照追求最大偏好度（preference）來選擇交易夥伴，如買方會

依照不同偏好度選擇賣方或自己，當選擇賣方時會選擇讓自己偏好度達到

最大的賣方，亦即依照彼此對雙方不同的偏好度選擇統治結構。這種依照

買方對賣方或賣方對買方不同偏好度來配對的過程稱為配對演算法

(matching algorithm)。 

由軟體元件統治結構突現原因（表 5和 6），可以推知交易利潤為軟體

元件標準化程度、軟體元件功能特殊性程度、規模經濟（規模效率）、學

習效率的函數。而信任程度為賣方對買方信任程度或買方對賣方的信任程

度的函數。 

 

雙方偏好度是交易利潤(profit)和信任程度(trust)的函數。交易利潤是雙

方交易後產生的利潤，而信任程度會隨著交易對象的交易關係維持且交易

態度滿意的維持而不斷增加，而當交易關係中斷或交易不滿意時，信任程

度將會下降(Nooteboom, 1999；Gulati, 1995；Zucker, 1986)。 

 

偏好度達成可以透過交易利潤和信任程度的組合形成兩種策略，說明

如下： 

(1)謹慎型：此交易策略同時考慮交易利潤與信任程度，故名謹慎型。

其偏好度為交易利潤與信任程度相乘，信任程度視為乘數，亦即

偏好度為利潤的打折關係，其函數表示成方程式 1(Nooteboom, 

1999；Klo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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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權變型：在本研究中，吾人進一步探討若利潤與信任具有相互替代

互補關係時，故名權變型。交易策略為交易利潤與信任程度相

加，偏好度為利潤減去不信任部分(1-Trusti)，其函數表示成方程

式 2。 

 

 

Preferencei=(Profiti)* (Trusti)                          方程式 1 

Where  0 ≦Trusti ≦ 1  

Preferencei=(Profiti)- (1-Trusti) =(Profiti)+( Trusti -1)       方程式 2 

Where  0 ≦Trusti ≦ 1 

 

i=0表示買方對賣方偏好度，i=1表示賣方對買方偏好度 

買賣雙方依照偏好度加以配對。配對演算法採用延後選擇和拒絕演算

法(deferred choice and refusal algorithm，DCR) (Tesfatsion , 2001b; Klos & 

Nooteboom, 2001)。底下說明 DCR基本步驟。 

假設買方和賣方是互斥的，買方最小臨界值﹦Tb，賣方最小臨界值﹦Ts 

買方最多可下訂單數= Qb，賣方最多可接受訂單數= Qs 

 

前置步驟：雙方偏好度大於最小臨界值才尋求配對，然後依照偏好度作排

序，當買方偏好度小於或等於臨界值選擇自己，賣方偏好度小

於或等於臨界值選擇不供應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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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每一個買方向賣方下最多訂單數 Qb。 

步驟 2 ：賣方從最偏好的買方暫時接受最多可接受訂單數 Qs，然後拒絕

其他的買方。 

 

步驟 3 ：在任一個步驟被拒絕的買方，對次偏好且未曾下過訂單的賣方

重新補下完最多可下訂單數。 

步驟 4 ：每一個賣方暫時接受最多可接受訂單數 Qs，然後拒絕其他的買

方，只要有買方被拒絕就到步驟 3。 

終止條件：買方不再下訂單或不被賣方拒絕。 

 

買方和賣方一旦配對完成，即達成市場統治或雙邊統治，雙方偏好度

即能實現，否則即是內部統治(單邊統治)，買方最大偏好度為 Tb，賣方最

大偏好度為 Ts。詳細舉例見附錄二。 

 

統治結構不是事先規劃控制好的而是底層眾多買賣雙方會經不斷學

習適應和信任關係發展，經過複製、溝通和嘗試學習等社會學習過程，演

化彼此的交易策略，使得彼此偏好度隨之調整，再經過互相評估的配對過

程，以實現雙方最大偏好度，上層的統治結構就突現出來（圖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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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 體 元 件 統 治 結 構

  雙方經配對(DCR
matching)追求最大偏好

度

需 求 者 偏 好 度供 應 者 偏 好 度

       突 現

利 潤 , 信 任

 

  

圖 2軟體元件統治結構突現 

2.2.5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統治突現模式 

統治結構可以透過不同資訊系統加以展現，由於軟體元件可以經過網

路遞送，使得以資訊系統來對應統治結構時，完整的包含交易資訊服務和

元件遞送服務。 

 

跨組織資訊系統可以分為電子市集系統、跨組織資訊鏈結和電子階

層。其中電子階層從組織內部獲取元件是一種垂直整合的方式；跨組織資

訊鏈結是一種雙邊資訊共享的投資，其供需關係是供需雙方事先確定的，

是一種連接供應商和採購者的行銷或後勤跨組織資訊系統；電子市場是一

種多邊資訊共享的投資，其供需關係是透過市場系統運作後才建立的，可

能是產業內平台(一個或少數買方或賣方主導)，虛擬系統(無明顯主導者)

和電子市場(第三者主導)。表 7列出軟體元件三種統治結構、相關學者和

本研究提出的各種資訊系統形式間關係。其中，電子市集可由買賣雙方交

易關係的鬆散到緊密分為：僅有臨時交易關係的交換型市集；具有連續交

易關係的目錄型市集；具有連續且累積交易關係的忠誠目錄型市集。而交

易關係的鬆散到緊密，則是受到信任關係的影響。（Williamson，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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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os，1991；Choudhury et al.，1998；Rindfleisch & Heide，1997；Malone 

et al.，1987，1989）。 

 

 

 

 

 

表 7 軟體元件的統治結構和資訊系統形式 

學者 統治結構和資訊系統形式 

Williamsom(1979) 單邊 雙邊 市場 

Malone 等 人

(1987,1989) 

電子階層 電子市場：從偏袒市場到不偏袒市場，再到個人化市場 

Bakos(1991) N/A 跨組織資訊鏈結 電子市集系統 

Choudhury 等 人 

(1998) 

N/A 行銷或後勤跨組織資

訊系統 

產業內平台、虛擬系統、電子市場 

Rindfleisch & 

Heide(1997) 

垂直整合 垂直跨組織關係或水平跨組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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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 電子階層 跨組織資訊鏈結 

 

電子市集：從交換型市集(Exchange) 

到目錄型市集(Catalog)再到忠誠目錄型

市集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 

 

軟體元件電子市集具有電子互連效益(electronic interconnection effects)

和一定程度的信任關係(制度信任) 將影響統治結構和市場效率，其說明分

析如下(Malone et al.，1987，1989；Bakos，1991； Shapiro，1998；Whiston 

et al.，1997；Sprott, 2000；ComponentSource, 1999)： 

1. 具有通訊效益：資訊科技可以大幅降低溝通成本和時間，可允許在相同

時間下，有更多資訊的流通，降低溝通成本； 

2. 具有經紀效益：市集中立者可降低買賣雙方個別接洽交易需要，增加選

擇交易對象機會，減少買賣雙方壟斷力量，並降低元件選擇過程的成本； 

3. 具有網路外部性：當愈多參與者加入此電子市集，參與者受益愈大，尤

其對具標準化軟體元件，參與者報酬遞增，鼓勵更多的參與者加入； 

4. 具有極低的轉換成本：軟體元件電子市集提供標準化元件，亦即元件和

其他元件或應用框架是獨立的，其轉換成本相對低廉； 

5. 具有規模經濟/規模效率(economics of scale/scale efficiency)和學習效率

(learning efficiency)：電子市集的中立者(market maker)其市集系統的開

發維護費用高，每一筆交易的增量成本相對很少，亦即固定成本高邊際

成本甚低，具有規模經濟。同時，市集系統的開發、運作和維護技術和

經驗可以累積學習，具有學習效率。此外，元件市集的供應者和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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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具有規模經濟(元件邊際成本很低)和學習效率； 

6. 具有整合效益：買賣雙方利用資訊科技加速溝通、遞送元件和改變交易

的流程和利用線上互動服務以提高服務水準； 

7. 一定程度的信任：中立市集具有相當專業能力，可提供元件品質的確

認，元件使用諮詢服務，有效降低風險和確保交易完成  

 

組織在有限理性下是效率的追尋者，降低交易成本和效率的追尋是一

致的。由於網際網路相連，軟體元件電子市場具有通訊效益、經紀效益、

網路外部性、極低的轉換成本、規模經濟、學習效率和整合效益促成交易

成本降低。同時又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電子層級的垂直整合將會被電子

市場所取代(Williamson，1992；Malone et al.，1987，1989；Smith，2001；

Hess，1994；Wigand & Benjamin，1995)。 

 

假設軟體元件需求者為買方，軟體元件市集為賣方。買方基本交易利

潤是在最終消費市場賣出的利潤（在此市場中他為賣方），受到軟體元件

的標準化(s)、功能特殊性(p)和通用性(1-p)、賣方對元件的獲得、測試、分

類和銷售學習效率(el1)和規模效率(es1)和買方對元件的搜尋、評估、組裝和

維護的學習效率(el0)和規模效率（es0）的影響。依照 Klos(2001)中的利潤

函數，將交易利潤分為功能特殊性的元件或產品的利潤和功能通用性的元

件或產品的利潤，其中標準化(s)且功能特殊性(p)的元件具有銷售、組裝等

的學習效率(el1,el0)，利潤表示為 s p el1 el0。而標準化(s)且功能通用性的元

件(1-p)具有銷售、組裝等規模效率(es1, es0 )，利潤表示為 s (1-p) es1 es0。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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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交易利潤= (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假設買方在最終消費市場賣出的利潤（在此市場中他為賣方），和賣

方均分，因此， 

 

買方交易利潤＝賣方交易利潤＝ 0.5(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將兩種交易策略(方程式 1 ，2)，依照買賣雙方交易利潤和信任程度

展開為買方對賣方偏好度(方程式 1-1, 2-1) 和賣方對買方偏好度(方程式

1-2, 2-2)： 

謹慎型 

Preference0 = 0.5(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t0)
    方程式 1-1 

 Preference1 = 0.5(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 (t1)
   方程式 1-2 

權變型 

Preference0 = 0.5(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t0-1)    方程式 2-1 

Preference1 = 0.5(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t1-1)     方程式 2-2 

 

若考慮買賣雙方偏好度則 Preference = Preference0 + Preference1 

兩種交易策略買賣雙方偏好度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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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ence =0.5(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t1+t0)         方程式 1-a 

Preference = (s p el1 el0+ s (1-p) es1 es0 )+ (t1-1+t0-1)        方程式 2-a 

 

以兩類交易策略(1) 謹慎型(方程式 1-a)(2) 權變型 (方程式 2-a)作為

起始族群繼續演化學習適應。其中方程式 1-a以遺傳規劃法(Genetic 

Programming, GP)的剖析樹(parse tree) 可以表示為圖 4，其中信任部份經

演化學習過程將可使利潤打折或倍增。 

 

圖 3以 GP parse tree表示謹慎型的交易策略（偏好度函數） 

 

在方程式 1-a, 2-a，其中學習效率(el1 ， el0 ) ，規模效率(es1，es0) ，信

任程度(t0 ，t1)，由元件統治結構突現本質探討，具有的性質和方程式分別

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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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效率(el1 ， el0 ) 表示為方程式 3，有下列性質（Gulati, 1995; 

Nooteboom, 1999；Klos, 2001）： 

 

el1 or  el0 =Y=max(bl, bl +(1- bl)*(1-(1/(l_f*x+1-l_f))))           方程式 3 

 

(1).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賣

雙方持續交易次數(x)增加而增加，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圖

5);  

(2). 由於是標準化元件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學習效

率(base learning efficiency)( bl )。 

(3). 買賣雙方彼此學習效率，屬於相同形態但學習因子( learning 

factor)(l_f)和基本學習效率可能不同。 

 

2. 規模效率(es1，es0) 表示為方程式 4，有下列性質（Gulati, 1995; 

Nooteboom, 1999；Klos, 2001）： 

 

es1 or es0=Y=max(bs, bs +(1- bs )*(1-(1/(s_f*x+1-s_f))))     方程式 4 

 

(1). 賣方規模效率(es1)會隨著獲得、測試、分類和銷售元件數量(x)，

買方規模效率(es0)會隨著搜尋、評估和組裝元件數量(x)增加而增加

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圖 5)。 

(2). 由於是標準化元件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規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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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base scale efficiency)(bs)。 

(3). 買賣雙方彼此規模效率，屬於相同形態但規模因子（scale factor）

（s_f）和基本規模效率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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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規模效率 或 學習效率 

(假設 bs=0.1, s_f=0.5或 bl=0.1, l_f=0.5) 

3. 信任程度(t0 ，t1)：是連續交易次數的函數，其函數表示為方程式 

5，有下列性質（Gulati, 1995; Nooteboom, 1999；Klos, 2001；Zucker, 

1986）： 

 

t0 or t1=Y=max(bt, bt+(1-bt)*(1-(1/(t_f*x+1-t_f))))       方程式 5 

 

a.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賣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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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持續交易次數(x)增加而增加，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圖 6)。  

b. 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base trust, bt ) (方程式 

5)。 

c. 買賣雙方彼此信任程度，屬於相同形態但信任因子(trust factor, t_f)

和基本信任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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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信任程度(基本模式) 

(假設 bt=0.3, t_f=0.5) 

上述信任程度在本研究中稱為基本模式，本研究進行探討若考慮交易

態度的滿意與否以及信任函數型態不同下，對電子市集突現影響，分為記

憶模式和信任模式兩類，茲分述如下： 

(1). 記憶模式：此模式中，最前三次交易滿意與否是隨機產生，其後

任何一次交易態度滿意與否取決於記得的前面三次交易態度和

滿意方式。而記得的態度受記憶函數的影響，此記憶函數為一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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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函數。此模式在決定本次交易態度時，可分為以下三種滿意方

式： 

 

a. 記憶型： 

本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  如果 E(Ac)＞Ac，反之 

本次交易態度為滿意,  如果 E (Ac)≦Ac，其中 

  E(Ac): 本次交易期望態度值 

  Ac: 本次交易實際態度值，是隨機產生 

   E(Ac)= ΣWi×Ami  , i=1,2,3 ，其中 

    Ami ,記得前面第 i次交易態度值 

     Wi :前面第 i次交易的權重 

     

b. 低滿意型： 

本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  如果 E(Ac)＞Ac，反之 

本次交易態度為滿意,  如果 E (Ac)≦Ac，其中 

  

  E(Ac): 本次交易期望態度值 

   Ac: 本次交易實際態度值，是隨機產生 

   E(Ac) =1, 如果存在 Ami=1，  i=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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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 =0, 如果不存在 Ami=1， i=1,2,3 

 

亦即，只要記得前面三次交易，其中有一次交易態度為滿意，則本次

交易期望態度為滿意。 

 

c. 高滿意型： 

本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  如果 E(Ac)＞Ac，反之 

本次交易態度為滿意,  如果 E (Ac)≦Ac，其中 

  

  E(Ac): 本次交易期望態度值 

   Ac: 本次交易實際態度值，是隨機產生 

   E(Ac) =0 , 如果存在 Ami=0，  i=1,2,3 

   E(Ac) =1, 如果不存在 Ami=0， i=1,2,3 

 

亦即，只要記得前面三次交易，其中有一次交易態度為不滿意，則本

次交易期望態度為不滿意。 

 

此模式中，信任程度表示為方程式 6，有下列性質： 

t0 or t1=Y=max(bt, bt+(1-bt)*(1-(1/(t_f*x+1-t_f))))       方程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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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賣雙

方持續交易且滿意次數(x)增加而增加，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

(圖 7)。 

(b) 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base trust, bt ) (方程式 

6)；當交易中斷或不滿意時，信任程度會下降至基本信任，再重新

學習適應(方程式 6)。 

 

( c) 買賣雙方彼此信任程度，屬於相同形態但信任因子(trust factor, 

t_f)和基本信任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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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信任程度(記憶模式)或(信任模式，高信任型) 

 (假設 bt=0.3, t_f=0.5) (1≧t≧0.3) 

(2)信任模式：分為以下三種： 

a. 高信任型：基本信任為 bt ，交易中斷或不滿意時仍然維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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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任為 bt (1≧t≧0.3)(方程式 6，圖 7)。 

b. 低信任型：基本信任為 bt，交易中斷或不滿意時基本信任下

降為 0 (1≧t≧0) (方程式 6，6a，圖 8)。 

c. 不信任型：基本信任為 bt，交易中斷或不滿意時基本信任下

降為 0(方程式 6，6a，圖 8) ， 信任隨著連續不滿意次數增

加而遞減(1≧t≧-1) (方程式 6b，圖 9)。 

t0 or t1=Y1=max(0, (1-(1/(t_f*x+1-t_f))))                   方程式 6a 

 t0 or t1=Y= - bt -(1- bt)*(1-(1/(t_f*(x-1)+1-t_f))),  if  x ≧2    方程式 6b 

t0 or t1=Y=0,                               if  x  =1  

有下列性質： 

(a) 隨著和交易對象的交易經驗而不斷學習適應，即是會隨著買賣雙

方持續交易且滿意次數(x)增加而增加，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

(圖 7, 8)。 

(b) 和第一次交易對象交易時存在著基本信任(base trust,  bt )(方程

式 6)；當交易中斷或交易不滿意時，信任程度會下降至零，再重新

學習適應(方程式 6a) (圖 8)。同時信任程度隨著連續不滿意次數(x)

增加而遞減 (方程式 6b) (圖 9)。 

( c) 買賣雙方彼此信任程度，屬於相同形態但信任因子(trust 

factor)(t_f)和基本信任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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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信任程度，不滿意基本信任下降為 0(信任模式，低信任型)  

(假設 bt=0.3, t_f=0.5)(1≧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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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信任程度，不滿意隨連續不滿意次數增加而遞減 

(信任模式，不信任型) (假設 t_f=0.5) (1≧t≧-1) 

 



 

 46 

由以上交易策略函數中信任程度、學習效率和規模效率的分析。可

知，在底層眾多買賣雙方會經不斷學習適應和信任關係發展，經過複製、

溝通和經驗學習等社會學習，演化彼此的交易策略，使得彼此偏好度隨之

調整，再經過互相評估的配對過程，以追求雙方最大偏好度，上層的軟體

元件市集統治會逐漸突現出來。然後，電子市集統治會從交換型逐漸演變

到目錄型，再從目錄型演變到忠誠目錄型市集（圖 10）。 

 

元件電子市集

雙方經配對(DCR
matching)追求最大偏好度

元件標準化

需求者規模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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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突現模式 

推導出元件市集統治突現模式後，緊接著推導出相關命題。 

2.2.6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突現命題 

軟體元件市集統治結構不是事先規劃控制好的，而是在市場環境不確

定性下，底層眾多買賣雙方會經不斷學習適應和信任關係發展，經過複

製、溝通和嘗試學習等社會學習過程，演化彼此的交易策略，使得彼此偏

好度隨之調整，再經過互相評估的配對過程，以追求雙方最大偏好度，然

後上層的軟體元件市集統治會逐漸突現出來（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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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具標準化軟體元件由於具有網路正向外部性、使用密集性高、

易於切割、易於修改、易於操作使用，學習效率高而且易於複製，規模效

率高，轉換成本和進入障礙低。在電子市場交易利潤會比電子階層大，同

時遵守共同介面標準的元件透過中立電子市場交易，具有一定的信任程

度，因此電子市集統治會逐漸突現。 

 

突現過程中，偏好度達成可以透過交易利潤和信任程度的組合形成謹

慎型(偏好度為利潤的折扣或倍數)和權變型(偏好度為利潤減去不信任部

分)兩種策略，交易利潤為短期利潤，而信任程度可以視為長期利潤。因此， 

 

命題 d1：在市場力量下，具標準化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統治逐漸突

現，採用謹慎型交易策略比例和權變型交易策略比例將無顯

著差異； 

 

在以真人為供應者和需求者的實驗軟體元件電子市集(SofTrade)研究

中顯示，元件功能通用指標愈高（元件功能特殊性愈低）愈受消費者喜好。

同時真實元件市集也顯示，共通性元件交易量較大(Lerch et al. 1998；

Sprott，2000；楊仁達，2000)。 

具標準化軟體元件，若元件功能特殊性愈低代表人力知識資產專屬性

愈低，學習效率和規模效率愈高，轉換成本和進入障礙愈低。由於報酬遞

增很容易又進行下一次採購，形成正向回饋，軟體元件市集統治結構突現

趨勢將更為明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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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b1：在市場力量下，具標準化軟體元件，其功能特殊性愈低，

電子市集統治逐漸突現的趨勢將更為明顯(圖 11)； 

 

在記憶模式中，買賣雙方滿意與否是由過去交易經驗來決定，高滿意

型代表交易後買賣雙方大多數滿意情況，低滿意型代表交易後買賣雙方大

多數不滿意情況。記憶型滿意條件則介於兩者之間。買賣雙方滿意比例愈

高，彼此的偏好度愈高，經不斷學習適應造成更多滿意的交易。因此， 

 

命題 a1：在市場力量下，具標準化軟體元件，三種記憶方式中，高

滿意型其電子市集統治逐漸突現的趨勢將更為明顯；  

 

信任程度會隨著買賣雙方持續滿意的交易次數增加而增加，可以表示

為一遞增函數但是報酬遞減。在買賣雙方持續滿意的交易次數相同下，彼

此信任程度愈高其偏好度愈高，愈有可能進行交易。因此，若考慮信任程

度的影響，可得到 

 

命題 c1：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雙方信任

程度愈高，電子市集統治逐漸突現的趨勢將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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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one等人(1987)認為電子市場將會從主導權在買方或賣方的偏袒市

場到主導權在第三者的不偏袒市場(from Biased to Unbiased Market)或稱中

立市集。然後，從不偏袒市場到個人化市場(from Unbiased Market to 

Personalize Market)，共三階段。經濟學人則以經營者角度認為電子市場發

展可分三階段，前兩階段和Malone等人(1987)提出的看法相同。亦即從電

子層級到電子市集，從單方主導的電子市集到中立電子市集，第三階段則

是產業聯盟電子市集(consortia)亦即電子市集和電子市集的聯盟。 

 

由電子市集採購意願的調查報告得知：願意透過電子市集來進行臨行

性或間接原料採購較多，而對於計劃性或直接原料採購較少。由於直接原

料或計劃性採購牽涉更多層面考慮，需要交易夥伴更緊密的信任關係，以

減少不確定性，而信任會隨著交易對象的滿意次數增加而增加。 

 

本研究認為在軟體元件由於供需者分散程度高，元件本身種類多且複

雜，不容易產生主導者，而且仍然存在不確定性(Bakos，1991；王志仁, 

2001)。統治關係將從電子階層到電子市集，而電子市集發展中，將從中立

市集的交換型市集（exchange hub）(交易關係緊密度低)到目錄型市集

（catalog hub）(交易關係緊密度中) 再到忠誠目錄型市集（loyal catalog 

hub）(交易關係緊密度高) (表 7)。若考慮信任程度的影響，在買賣雙方持

續滿意的交易次數相同下，彼此信任程度愈高其偏好度愈高，經過學習適

應愈有可能進行交易，在交易滿意下又進行下一次的交易，形成連續交易

(目錄型市集)甚至連續累積的交易行為(忠誠目錄型市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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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 c2：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雙方信任

程度愈高，電子市集統治趨勢從交換型市集演變到目錄型市

集統治將更為明顯； 

 

命題 c4：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雙方信任

程度愈高，電子市集統治趨勢從一般目錄型市集到忠誠目錄

型市集統治將更為明顯； 

 

高信任型，即使交易不滿意，下一次交易偏好度仍然在一定程度，進

行交易可能性很高，若交易滿意下形成連續交易或連續累積交易可能性很

高。連續交易數量應多於臨時交易數量，同時，連續有累積的交易數量應

多於連續無累積的交易數量。因此，  

 

命題 c31：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高信任

型其目錄型電子市集統治會多於交換型電子市集統治； 

 

命題 c51：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高信任

型其忠誠目錄型電子市集統治會多於一般目錄型電子市集

統治； 

 

低信任型當交易不滿意，下一次交易偏好度為零，進行交易可能性不

高，若再度交易滿意，則從零開始累積信任，形成連續交易或連續累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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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可能性不高。臨時交易數量和連續交易數量約略相等，同時，連續無累

積的交易數量和連續有累積的交易數量也約略相等。因此，  

 

命題 c32：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低信任

型其目錄型電子市集統治和交換型電子市集統治無明顯差

異； 

 

命題 c52：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低信任

型其忠誠目錄型電子市集統治和一般目錄型電子市集統治

無明顯差異；  

 

不信任型其信任隨著不滿意次數而遞減，當不滿意信任降為零同時信

任隨著連續不滿意次數而遞減。當交易不滿意，下一次交易偏好度為零，

進行交易可能性不高，若再度交易不滿意，則信任開始遞減為負，形成連

續交易或連續累積交易可能性很低。臨時交易數量多於連續交易數量，同

時，連續有累積的交易數量多於連續無累積的交易數量。因此，  

 

命題 c33：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不信任

型其目錄型電子市集統治會少於交換型電子市集統治； 

 

命題 c53：在市場力量下，買賣雙方交易標準化軟體元件，不信任

型其忠誠目錄型電子市集統治會少於一般目錄型電子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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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 

 

由以上命題的推導，元件電子市集統治突現和演變命題可以表示為

圖 11。 

雙方經配對(DCR
matching)追求最大偏好度

元件標準化

需求者規模
效率

需求者對供應
者信任

供應者學習
效率

供應者規模
效率

交換型電子市集 目錄型電子市集

供應者對需求
者信任

需求者學習效
率

銷售元件數量 供應者和需求者連
續交易次數

需求者偏好度
供應者:電子
市集偏好度

 突現   命題 d1,b1, a1,c1

演變  命題
c2,c31,c32,c33

元件功能特
殊性

組裝元件數量
供應者和需求者連
續且滿意交易次數

忠誠目錄型電子市集

演變  命題
c4,c51,c52,c53

 

 

圖 10軟體元件電子市集統治突現和演變命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