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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將先從經濟模式（Economic Model）文獻中，討論分析各經濟模

式所適用的交易環境，並進一步分析說明為什麼在 Wireless Peer-to-Peer 的環境

下，本研究選擇使用 Bartering 來達成研究目標「Disruptive Marketing」的原因；

接下來在第二節裡將從目前的 Bartering Protocol文獻中，進行分析與討論；最後

第三節再從 Disruptive Marketing 相關文獻裡，討論本研究所提出之 WP2P 

Sensible Bartering達成目標之分析。 

 

第一節 經濟模式（Economic Models）之探討 

    在Rajkumar Buyya, Heinz Stockinger, Jonathan Giddy與David Abramson發表

之論文「Economic Models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in Peer-to-Peer and Grid 

Computing」[3]中，將分散式 peer間的資料交易，分類成許多經濟模式（Economic 

Model），下面將逐一討論這些分散式資料交易的經濟模式，進一步討論所適用

之交易環境，並從中說明在本研究中 Wireless Peer-to-Peer 的環境裡，採行

Bartering Model之理由。 

 

一、Commodity Market (Flat or Supply-and-Demand Driven Pricing) Model 

在此經濟模式裡，資源（resource）的擁有者依據消費者購買資源的量來決

定價格，價格的策略可以經由供給與需求來決定，而且通常價格決定在供給與需

求的平衡點上，在此模式下有兩種不同的定價策略，在 flat price model中，一旦

某一期間的價格被決定後，需求對價格的影響之顯著性就不大；而在 supply and 

demand model 中，價格則依循著供給與需求不同而有所變動，當需求增加或供

給減少時，價格就會增加，直到供給與需求達到平衡為止。 

    在分散式的資料環境裡，資源供給者與需求者間也存在著供需平衡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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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本研究之資訊交易平台提供企業與顧客間資源分享的交易機制，雖同為分散式

的資料環境，系統為達資源最大分享量，企業提供的產品折扣訊息為特殊之「無

限量」供給，而在需求面上，則依各個 peer 對該資訊偏好不同而產生不同的需

求，因此在這樣的資訊交易環境背景下，本研究架構並不適用 Commodity Market 

Model。Commodity Market Model適用在有限資源的分散式環境裡，peer與 peer

間透過金錢進行資源之交易。 

 

二、Posted Price Model 

此模式跟 Commodity Market Model 類似，但 peer 間多了一個價格廣告

（advertise）的發佈，用來吸引顧客購買更便宜的資源，以提高市場佔有率（market 

share），Posted Price Model可以應用在例如假日需求降低的時候，資源提供者發

佈吸引人的價格，以提升需求，進而提高資源的利用率。 

Posted Price Model適用在競爭式的分散式環境裡，透過價格發佈的競爭，顧

客經過比較各個供給者的資源價格後，能進行最好或最低價的資源交易，因此這

經濟模式不適用於本研究架構。 

 

三、Bargaining Model 

Bargaining Model中的 peer能與其他 peer進行價格的協商（negotiate），每

個 peer有各自的目標工作（objective function），在交易開始前，每個 peer依照

不同的需求與策略來進行價格協商，一直到雙方的目標一致為止。因此Bargaining 

Model 不適用於為達資源最大分享量之應用目標。 

   另外，在WP2P之環境中，人與人之間擦身而過的情境裡資訊高流動率之特

性下，資訊間的交易若採用 Bargaining Model中協商的方式完成，會導致資訊交

易時間延遲的結果，對使用者來說即為不便利因素，而從企業角度分析，資訊行

銷注重廣告能見度，在符合消費者喜好下，企業願意無條件提供資訊給消費者，

不需要協商，因此，Bargaining Model 不適用於破壞性行銷之資訊交易。Barg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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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適用在更有價值的資源交易環境裡，每個資源待價而沽，供應者之目標為

最高的成交價以達成最好的利潤，而需求者之目標則是得到更好、更便宜的資

源，透過彼此間的討價還價協商過程，確定最終的資源價格，再進行交易。 

 

四、Tender/Contract-Net Model 

    Tender/Contract-Net Model 在 分 散 式 問 題 解 決 環 境 （ Distributed 

problem-solving environment）[10]中最常被廣泛的應用，此模式利用合約的機制

（Contracting mechanism）讓企業來管理交易的商品與服務，並幫助一項待解決

的工作找到最適當的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來解決問題，此模式之實作

步驟如下： 

 

1. 消費者發佈需求至每個服務提供者。 

2. 服務提供者評估自己的服務能力是否符合，若符合則提出回應。 

3. 仲介角色（broker）評估所有回應之服務，選擇最適當的服務並給予該服務

提供者一個合約（contract）。 

4. 仲介角色與服務提供者進行溝通，並傳遞服務至消費者。 

 

Tender/Contract-Net Model模式能讓交易雙方不必進行協商（negotiate），直接給

予合約的方式能夠改良雙方交易的 protocol進而提升效率。 

在分散式的 WP2P 環境下，實作 Tender/Contract-Net Model 會導致效率不

彰，在我們的架構裡 peer 不需要進行價格的協商，而交易資訊的選擇也依據 peer

事前設定之喜好進行過濾，不需要仲介的角色，因此 Tender/Contract-Net Mode

不適合實作在我們的架構下。 

 

五、Auction Model 

拍賣模式支援一對多的協商，意即一個服務提供者跟多個消費者之間，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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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設定拍賣之規則供參與的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遵循，因此本模式包含三個主要

的角色：資源提供者、拍賣商、購買者。 

破壞性行銷中的資訊由企業無條件提供，peer 與 peer 間的資訊交易也以彼

此對資訊的需要程度來評估資訊價值，因此並不適用 Auction Model。此模式適

用在如 web site 的商業模式中，實際有名的例子如：eBay.com 這樣的拍賣商角

色，提供一個交易平台，訂定拍賣規則，讓賣買雙方進行物品之拍賣，並從中獲

取利潤。 

 

六、Bid-based Proportional Resource Sharing Model 

本模式把服務提供者之資源依比例提供給參與競標資源的使用者來利用，比

例的設定則是依據比較使用者間參與競標而付出的 credits或 tokens，使用者付出

credits的多寡則是依不同使用者對資源需求不一樣而有所差別，舉個例子說明，

當同時有兩個使用者希望存取同一個資源時，其中第一位使用者願意付出 2 個

tokens，第二位使用者願意付出 4 個 tokens，這個例子最後將分配 1/3 的資源給

第一位使用者，而第二位使用者分配到 2/3的資源。 

在WP2P之資訊交易環境中，一個個體的資訊具完整性，不能被切割，換言

之，資訊無法依比例來進行交易與分享，因此 Bid-based Proportional Resource 

Sharing Mode並不適用在我們的架構下，此模式較適用於電腦硬體資源之共享環

境，如 CPU與 RAM之共享分配情況下。 

 

七、Monopoly/Oligopoly 

在獨佔（monopoly）的經濟模式裡，使用者無法影響價格，只能選擇是否接

受服務供應者的資源定價，因此在分散式資源環境中，技術的實作方式為服務提

供者定出資源價格，而仲介者詢問接受此資源價格之使用者，但其價格不會與使

用者進行協商。另外，在寡佔（Oligopoly）市場的經濟模式，則是由少數服務提

供者來控制資源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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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Monopoly 與 Oligopoly 兩個經濟模式皆由賣方控制價格，是一種在特

殊的市場結構下之特例，不適用作為本研究之參考模式。Monopoly/Oligopoly經

濟模式適合應用在具高度價值且獨有之資源的分散式環境裡，資源具有唯一性與

寡佔性，資訊交易的成交價格將掌控在賣方。 

 

八、Bartering Model 

在文獻中作者對此模式的描述為獨立的個體於社群間互相分享彼此的資源

來產生一個合作式計算環境（cooperative computing environment），社群間個體將

自己的資源提供出來，大家透過分享存取彼此的資源，但有個先決條件，參與分

享資源者必需先提供出自己的資源，透過系統的計算，參與者付出多少資源得到

相對應多少的 credits，以作為從分享資源處中得到多少資源數的依據。以現實世

界來解釋 Bartering Model 的交易程序，就如同以物易物的交易方式，付出自己

擁有且不需要的東西來交換對方所擁有的東西，彼此付出資源的價值由對方判

定，就如同 Bartering Model中 credits的衡量一樣，唯一不同的是 Bartering Model

利用獨立的系統依同一標準來衡量 credits，而現實世界的以物易物則是依據雙方

的價值認定來衡量交易物品。 

    Bartering Model的所有參與者同時具有兩種角色，即參與者可能同時擁有供

應者與消費者兩種角色，在我們的研究裡，資訊交易過程中的 peer 也具有此兩

種角色，以自己擁有的資訊（供應者）交換對方的資訊（消費者），這種以資訊

交換資訊的作法符合 Bartering Model的資源交換之概念；另一方面，在 Bartering 

Model中主要的精神為以物易物的分享核心，而在WP2P環境中，由於行動裝置

（handheld device）便利性動機之一所強調的即為資訊的分享與交流，因此

Bartering Model與WP2P環境之資訊交易核心概念一致。從交易角度來分析，在

WP2P環境下，行動裝置（handheld device）流動性大，交易過程愈簡單、愈便

利，讓使用者加入平台的吸引力就愈大，如果資訊交易採行金錢（monetary）衡

量方式，將帶來更繁複的交易流程，另一方面，從企業行銷的角度來分析，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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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之目的為吸引顧客消費，不適合採用賣買的方式來執行折價券（coupon）之

傳遞，利用 peer 間自發性的以資訊交易資訊的方式，才會具有資訊快速傳遞之

效果，因此 Bartering Model 為本研究之最適經濟模式，這也是本研究架構採行

「Bartering」以資訊交換資訊之主要理由。 

 

第二節 Bartering Protocol 

    Brent Chun, Yun Fu 和 Amin Vahdat 之「Bootstrapping a Distributed 

Computational Economy with Peer-to-Peer Bartering」[4]裡，談到 Peer-to-Peer的

Bartering由三個步驟組成： 

 

1. Resource discovery 

首先是資源搜尋的步驟，由多個成分（component）組成，這裡有兩個描述

資源的語言（Language），透過 Resource Description Language讓 peer描述能提供

出來分享的資源，此為 Bartering 之前的資源描述語言，讓本地端（local）的資

源能與遠端（remote）資源進行交易，另一個語言則是透過 Query Language 來搜

詢 peer感興趣想交易的資源。 

在本研究中資源描述（resource description）的程序為 peer廣告它所擁有的

coupon，如下表 2.1所示： 

 

{coupon description, to A} 

表 2.1 Resource description 

 

每個 peer對自己擁有之資訊作簡單描述於 coupon description 欄位裡，接著將此

訊息散發至相近的其他 peer手上，讓其他 peer對散發者的資訊內容有初步的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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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資源查詢（resource query）程序為 peer廣告它所”需求的”coupon，

如下表 2.2所示： 

 

{requested coupon description, to A} 

表 2.2 Resource query 

 

每個 peer對自己需求之資訊作簡單描述於 demand coupon description 欄位裡，接

著將此訊息散發至相近的其他 peer手上，讓其他 peer得知需求 peer的需求資訊

內容。本研究之 coupon description可採用 RDF或 OWL之知識語言來描述[13]。

另外，本研究將資源描述與查詢分別用 push與 pull 兩種 Bartering模式來表示，

將在第三章研究方法中有所詳細之說明。 

 

2. Secure resource peering 

在安全的考量上，作者提出 SHARP（Secure Highly Available Resource 

Peering）方法，資源擁有者向其它 peer 發出用私鑰加密後的資源 tickets，供有

交易需求的 peer 來購買資源，如圖 2.1所示。而在本研究裡，行銷資訊的目地為

達成資訊的最大曝光率，因此本研究省略資訊複製問題的安全防護。 

 

 

圖 2.1 SHARP 

 

3. Exchanging 

交易行為裡，有些詐欺的交易需要做懲罰與控制的，在防止詐欺的交易策略

有 R. Axelrod提出之「TIT FOR TAT」[11]方法，此策略之核心概念為交易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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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雙方便抱持著合作（cooperation）的態度，彼此忽略交易雙方之前的所有交易

行為（包含詐欺行為），這是一個簡單且鼓勵雙方合作的方法，而 TIT FOR TAT

也會對詐欺行為進行懲罰，但是是持比較寬容的立場來懲罰，圖 2.2為 TIT FOR 

TAT策略示意圖。 

 

 
圖 2.2 TIT FOR TAT strategy 

 

Brent Chun，Yun Fu和 Amin Vahdat接著提出應用在 peer交易環境的「P2P 

TIT FOR TAT」[4]交易策略，此方法主要核心概念為當 peer在一回合的交易行

為裡，不管是正常或詐欺完成交易，其報酬（reward）與懲罰（punish）都將反

應到下一回合的交易裡，因此，此交易策略將會把 peer 的交易行為記錄至歷史

檔（history），如此一來即能鼓勵正常的交易行為，並防止詐欺行為的發生，為

了讓 P2P TIT FOR TAT交易策略更為穩健可靠，系統可以提供歷史檔給表現良好

的 peer，供良好表現的 peer 參考交易對象的交易歷史記錄，讓 peer 降低交易詐

欺行為發生的可能性，如此即能增加 peer間的交易互動，P2P TIT FOR TAT之交

易策略如圖 2.3所示。而在本研究的資訊交易平台裡，為了防止詐欺交易行為的

產生，在資訊交易的流程中利用前置資訊成本的價值衡量來避免資訊價值不一之

情況，以及交易過程中利用雙方雙重確認接收訊息的方式來避資訊遺失的情況，

來防止可能詐欺的交易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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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P2P TIT FOR TAT strategy 

 

    另外，在 P2P世界裡 bartering演進的過程中，最近極受到注目的即是

BitTorrent[30]，其基本概念是透過集眾人之力，將欲交換分享之標的物分割為幾

個小塊，當某用戶下載其中的一小塊資源時，此用戶也立即把擁有之資源上傳給

其他用戶，透過所謂的 Golden Rule原理，你上傳之速度愈快，隨之下載的速度

也就愈快，因此，當所有用戶同時在上傳與下載過程中，資源種子不斷的擴散，

以這樣的原理就可以把大資源共享給所有 peer點之用戶，當然在 BitTorrent之使

用過程中，非法傳遞有版權之資源也讓 peer面臨了資源版權問題的挑戰。 

 

第三節 Disruptive Marketing分析與討論 

哈佛商學院教授 Clayton M. Christensen在「Innovator’s Dilemma」[12]一書

中根據創新的情境區分出兩種創新，一種是維持性（sustaining）創新，一種是破

壞性（disruptive）創新。所謂維持性創新是指銷售性能更好、更高價的產品給高

階顧客。這場競局中的贏家多半是市場在位者。破壞性創新則是指銷售更簡單、

更便利、更便宜的產品給新顧客，雖然這類產品的毛利較低，但在這場競局中，

新進者往往能挑戰成功。換句話說，在破壞性創新的競賽中，市場的領導企業容

易被新進者擊垮。當然這場競賽中隱含了一個重要原則：新進者對市場在位者的

最佳攻擊方法即是破壞市場。 

而主宰設計（dominant design）是指所有競爭者在創新競賽的過程中，會經

歷初期的激烈競爭撕殺過程，但最後一定會有一個主宰最後局面的勝利者產生，

這個勝利者的產品不一定是最好的，但經過技術、產品設計以及獨特的創新方法

等等的組合因素後，廣為市場大眾所接受，打敗其他競爭者，進而制定新的產品



 18

標準，這即是主宰設計汰舊換新進而制立新標準的過程，每一次的主宰設計的產

生過程中，其它在初期萬家爭鳴的眾多創新構想會被迫迅速揚棄，在短暫的淘汰

過程當中只留存少數幾家能夠成為主宰設計的廠商。 

在書中 Clayton M. Christensen教授以非常深入的硬碟機產業創新演化歷史

個案說明模範廠商所遭遇的創新陷阱，硬碟機產業個案很清楚的顯示新一代硬碟

機都是由全新的主導廠商所開創，前一世代的主導廠商很少能繼續主導新世代產

業，Clayton M. Christensen教授再進一步說明產品建構與價值網路之間複雜的生

態關聯，他的研究指出模範廠商之所以常常會與新世代主宰設計擦身而過是因為

其所主導的前世代設計如果要變更須要協調同意主要客戶、主要協力廠、主要通

路等等的價值網路當中重要的利害關係對象，在管理活動當中的某些價值理念，

例如：崇尚以客為尊到過度屈從原有大客戶的喜好；或是在資源分配機能，例如：

過度要求投資報酬率或是現金流量貢獻導致超額資源滯留在效率改善型之計畫

上。因此，受制於價值網路的結果使原創技術被迫出走以尋求較為合理的生態環

境，在某些條件下，這些由模範廠商出走的原創技術會演進成具突破性質的新世

代主宰設計，並且更進一步的淘汰原來的模範廠商。 

本研究基於 Clayton M. Christensen 教授的破壞性創新觀念，提出了利用

WP2P環境下資訊快速交易模式，以更合理的資訊交易方式吸引顧客加入通路，

並結合企業資訊行銷的方式，期望以突破性的破壞性行銷，達成企業、顧客雙贏

的目標，進一步設計一個全新、具高效率、效能的破壞性行銷（disruptive 

marketing）。 

Clayton M. Christensen 教授在「The Innovator's Solution: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ccessful Growth」一書中再進一步提到，破壞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並不是生產更好的產品給既有顧客，而是破壞既有市場，推出更簡

單、更便利、更便宜的產品給要求不高的新顧客。破壞性創新具有癱瘓領導企業

的殺傷力。由於領導企業的資源分配流程往往是針對維持性創新設計，因此，領

導企業的組織結構很難因應破壞性創新。既有的領導企業多半朝高階市場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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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會對破壞者有興趣的低階市場或新市場採取防範措施，我們將這種現象稱為

「不對稱動機」（asymmetric motivation），這正是讓創新者陷入兩難的關鍵，但

也是破除兩難的著力點。根據這樣的概念，本研究提出破壞性行銷（disruptive 

marketing），架構出資訊交易平台，以現實生活中合理的資訊交易觀點，利用無

線點對點（wireless Peer-to-Peer）的行動裝置，讓顧客間彼此交換所需資訊，進

一步達到企業的行銷目的，讓企業的廣告行銷成本達到最低、行銷效果提升，進

而破壞原有市場競爭者的行銷版圖，以爆發性的新行銷技術，達到破壞性行銷之

目的。 

在我們的破壞性行銷中，將廣告資訊行銷過程分為下面幾個程序： 

 

1. 首先公司設計適合行動裝置（handheld device）的行銷資訊，加入行銷創意

進行折價券設計，或產品訊息的描述。 

2. 透過系統散發折價券或產品訊息至公司會員或可以傳遞的第一層顧客群手

上。此與以往行銷不同點在於，傳統行銷之行銷對象是所有可能的客戶，而

本研究的行銷只針對的公司會員，或固定的少數顧客族，將大量減少以往的

行銷成本，這是破壞性行銷的低成本特性。 

3. 當會員或顧客接受到折價券訊息後，將會把資訊留存於行動裝置裡，作為與

其他通路成員資訊交易之標的物。以往的紙張行銷方式，顧客若未隨身攜帶

即會減少進行銷費的可能性，本資訊行銷方式讓顧客拿著行動裝置即可隨時

查詢想要的產品資訊，而消費時更可利用顯示資訊的折扣碼，而得到優惠的

產品折扣，對使用者來說這是讓消費更便利的突破性做法，屬於破壞性行銷

的便利特性。 

4. 通路成員因為所處環境情境，產生產品資訊的需求，透過本研究三個交易模

型，進行 Sensible Bartering。Sensible Bartering的三個交易模型考量了資訊

成本、值價與人際關係因素，讓通路成員的資訊交易更貼近自己的需求，有

別於以往置入性行銷或強迫接收傳單的方法，WP2P Sensible Bartering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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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的吸引力更大，這是破壞性行銷切合顧客需求的特性。 

5. 通路成員得到訊息折價券後，與公司實體通路進行消費，公司達成破壞性行

銷之目的。 

 

整個破壞性行銷之程序，依圖 2.5所示如下： 

 

 

圖 2.4 Disruptive Marketing Process 

 

    Clayton M. Christensen教授將創新事業分為九大關鍵，本研究將針對資訊行

銷領域相關的其中兩項：「如何打敗最強競爭者」及「誰是產品的最佳顧客」，進

行討論與分析。 

 

一、如何打敗最強的競爭者？關於這一點，書中提到可以分為三種關鍵要素，將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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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個關鍵要素是，每個市場都有一定程度的改善空間，也就是能被顧客利

用或吸收的產品改良。如圖 2.6所示，上升中的虛線代表能被顧客利用或吸

收的產品改良，在一個市場上，會有許多這類的直線或階梯線，形成一個範

圍，如圖中的分配曲線。金字塔頂端的顧客（對產品要求最高的顧客）可能

永遠不會滿足生產者提供的最佳性能，金字塔底部的顧客（對產品要求最低

的顧客）只需要部分功能。而圖中虛線代表足以滿足顧客需求的技術。 

 

 
圖 2.5 破壞性創新模型 

 

2. 第二個關鍵要素是，每個市場都會出現創新公司推出的改良式新產品，而這

又是另一條獨特的產品改良軌線，這種技術革新的速度總是比顧客吸收的速

度還快，如圖 2.6中較高的實線，因此，日新月異的技術將使企業提供超出

主流顧客實際需要的產品。這是因為公司希望藉由性能更好的產品，賣給要

求高、不易滿足的顧客，以賺取更高的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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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個關鍵要素是維持性創新和破壞性創新的區別。維持性創新主要是針對

高階顧客，也就是對性能要求高的顧客進行的產品研發。維持性創新部分來

自優秀企業的產品改良，部分來自突破性的競爭產品。不論創新技術如何艱

難，在維持性創新的競局中，贏家幾乎都是市場在位者，畢竟為了賺取更高

利潤，市場在位者通常會竭盡所能地保衛既有地位，而且他們也有足夠資源

可以這麼做。 

 

破壞性創新並不是生產更好的產品給既有顧客，而是破壞既有市場，推出更

簡單、更便利、更便宜的產品給要求不高的新顧客。對於創新事業的領導人來說，

維持性創新與破壞性創新的區別相當重要，儘管在維持性創新的競局中，領導企

業總能獲勝，但是成功的破壞多半都是出自新進企業之手。基於這樣的觀念，本

研究將提出之資訊交易行銷平台定位為破壞性行銷，在眾多廣告行銷媒體中，以

更簡單、更便利、更低成本的行銷方式，迎擊市場的領導企業。以圖 2.6 來說明，

破壞性行銷如同破壞性創新的斜線，利用顧客能接受的行銷方式，在顧客可能消

費的範圍內，切合顧客需求提供最迅速的資訊服務，而產品的消費方式也能讓使

用者輕鬆上手。換言之，利用WP2P Sensible Bartering進行之行銷，結合行動裝

置普遍性趨勢，以突破傳統行銷的方式，強調高使用者滿意，讓行銷變得更貼近

需求，迅速擄獲顧客市場。 

 

二、誰是產品的最佳顧客？書中提到，管理者欲找出破壞性創新的理想顧客與應

用領域，有四大關鍵，分別是：1.顧客想完成某件工作，但因財力不足或缺乏適

當技能，需要更簡單、更便宜的方法幫助他們完成工作。在本研究中，資訊交易

平台讓使用者利用最簡便的交易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既可取得所需資訊，來完

成他們想要達成的工作。2.顧客會將這個產品和完全沒有來比較。在沒有適當工

具的情況下，顧客樂於購買這個產品，雖然性能不如價格較高、需要特殊專長的

高性能產品，但需要跨越的性能障礙相對較低。將來無線裝置更為普及後，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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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資訊的簡單交易方式能讓顧客輕易上手，即可達到此關要素。3.這個產品背

後的技術也許相當複雜，但是你將這個產品變得簡單、便利、容易上手。也因為

容易上手，收入不高、欠缺技能的人會趨之若鶩，此為本研究目標之一。4.這個

產品創造了全新的價值網絡，而且讓新顧客透過新通路，在新場合使用。本研究

的資訊交易平台，為一全新的資訊行銷通路架構，可應用在未來任何一個新場合

來使用。 

新市場破壞性創新中的關鍵之一為：透過破壞型通路擄獲新市場顧客。通路

通常是指遞送與銷售產品的批發商與零售商，不過，書中指的是產品送至顧客手

中的過程，也就是提高或創造產品價值的所有單位。例如，IBM 和康柏電腦是

英特爾微處理器與微軟作業系統的通路；醫生是許多健康醫療產品的通路；企業

的銷售團隊也是一種通路，因為所有產品都必須經由他們推到市場。我們可以將

資訊交易平台視為產品資訊的通路，可以創造及提高產品價值，增加產品曝光

率，讓顧客迅速取得，並做進一步的消費，因此，本研究資訊交易平台可視為破

壞型通路，用以擄獲新市場顧客的破壞型通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