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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 

 

在 WP2P 中，peer 在進行資訊的交易前會考量一些重要的因素，隨著 peer

所在的情境、價值的認知及 peer與 peer間存在的單向關係與族群關係，都會影

響到最後資訊交易的結果。而在以往的資訊交易裡，彼此間只單純揭露交易資訊

的內容介紹，讓 peer 憑著自我價值的認知，進行最後交易的決策，這樣的交易

方式容易因為 peer 缺乏資訊價值的衡量制度與情境因素的考量，而產生錯誤的

交易決策；此外，peer間的資訊交易存在著利己的自私導向，即如何用最少的資

訊代價，交換最高的資訊利益，在這樣利己的交易競賽裡，如何達到交易雙方雙

贏的局面，減少某一方資訊交易損失的情況產生，也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為了

解決以上的資訊交易問題，本研究提出一個 Barter Framework及三個資訊交易的

模型（Bartering Pattern），期望用更完整的資訊交易決策思維，考量三個主要面

向，即資訊成本的衡量、peer 所在情境的資訊價值以及 peer 間關係的維持，架

構出最符合公平原則的最適資訊及最廣泛交易方式。 

在本章研究方法中，將闡述本研究的主題「Disruptive Marketing through 

WP2P Sensible Bartering」，從如何架構出一個低成本、高效率的產品資訊交換的

行銷平台觀點出發，再進一步的描述架構中 peer 間資訊交易的方式，第一節將

說明本研究的理論基礎；第二節說明本研究資訊傳遞架構；第三節說明本研究方

法的 Barter Framework，第四節說明 peer utility的三個 pattern，第五節再闡述 The 

barter matching process以及 user decision 之系統 learning process。 

 

第一節 理論基礎 

哈佛商學院教授 Clayton M. Christensen[14]提出 Disruptive概念，主要在說

明企業間的創新競爭方式，如何扳倒大企業，及大企業如何維持穩定的成長，必

須在創新方法上有所突破，不同的狀況有不同的創新方法，Christensen教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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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所謂的創新包含以下兩種： 

 

一、維持性（sustaining）創新 

    指銷售性能更好、更高價的產品給高階顧客。而這種競局中的贏家多半是市

場在位者。 

 

二、破壞性（disruptive）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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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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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競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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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本研究採用破壞性創新的概念，在舊有的行動媒體行銷方法中，使用新的

行銷技術，用最貼近使用者的資訊傳遞方式，以及最合適的產品廣告資訊，期望

以最低成本、較高效率的廣告行銷方法，將訊息傳遞到顧客手中，提升產品的銷

售力，進一步提升企業的競爭力，達到破壞性行銷的目的。 

所謂 Disruptive Marketing 破壞性行銷，即是以低成本、高效率的行銷方式

來進行行銷手法，突破傳統的行銷框架，提供人們工作導向的廣告需求行銷，在

這樣的基本假設前提下，本研究提出的破壞性行銷具有以下特點： 

 

一、低成本 

在破壞性行銷中，低成本是主要的特點，在本研究的系統架構中，應用產品

訊息的快速傳遞，來達成公司最低成本的行銷動作，具有破壞原有高成本的行銷

方式潛力。例如：剛成立的新公司，透過本產品行銷架構，只要將產品訊息散發

到少數的 peer，即可再透過 peer 自行的資訊交易，達到公司最低成本的產品廣

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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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傳遞迅速 

當一個 peer 接收到產品訊息後，可立即的將產品訊息散發到其他 peer，以

一傳十、十傳百的方式將產品訊息快速的傳導出去，可讓資訊快速的傳遞。例如：

公司廣告數位相機，將訊息傳遞到某些 peer，第一手接收到的 peer，再透過與其

他 peer 的資訊交易，將訊息再傳導出去，而每個新接收到數位相機產品資訊的

peer可再重覆進行資訊交易的動作。 

 

三、廣告回覆率的成效高 

由於 peer 可以選擇具有興趣的產品訊息才接收，因此，收到產品訊息廣告

的回覆率成效會高於以往的廣告方式。例如：家庭主婦因為過年大掃除的工作需

求，設定只接收家用清潔產品廣告訊息，只要收到家用清潔用品的訊息，購買機

會一定遠高於其他非清潔用品的產品廣告。 

 

四、以工作導向來分析顧客，解決顧客真正的需求 

本研究以工作導向分析顧客需求，所謂工作導向分析，即是 Christensen 教

授所提出的市場區隔概念，也就是顧客是「顧用」產品來做特定「工作」，想使

行銷發揮功效，就必須了解顧客購買及使用產品的情況。因為顧客是在尋找能夠

完成日常工作的產品，也就是說，顧客是因為需要完成某件工作，才開始尋找能

讓他們以有效、快速、便宜的方式完成工作的產品。從這個角度來說，工作的功

能、情感與社會因素才是構成顧客購買情境的關鍵。由此可見，在區隔市場時，

分析的對象不是顧客，而是顧客所處的情境，也只有如此才能推出成功的產品。

拫據這樣的概念，本研究在推導產品廣告時，以工作導向來分析顧客需求，提出

真的符合顧客的產品廣告，行銷效果才能符合期望。例如：一個速食店的折價券

訊息，即是針對用餐時間不多、且預算不多用折價券來填飽肚子的顧客，完成他

們「節省時間、省錢且能吃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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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壞性行銷（Disruptive marketing）以顛覆傳統的廣告資訊行銷方式，結合

日漸普遍與計算能力愈強的行動裝置（handheld device），形成另一行銷方式革

命，在此列出傳統與破壞性行銷特性的比較如下表 3.1： 

 

 破壞性行銷 傳統行銷 

成本 極低 高 

資訊傳遞速度 快 慢 

廣告成效 高 低 

需求分析 工作導向 屬性導向 

表 3.1 破壞性行銷與傳統行銷的特點比較 

 

在本研究裡，資訊傳遞過程中，為了達到產品資訊能傳遞到更多顧客的考

量，提出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即是讓收到產品資訊的顧客與顧客間能夠進行資訊

的交易（Bartering），而在以往的交易模式裡，由於充斥著資訊不對稱現象，導

致雙方進行交易時會有不公平的交易結果產生，這樣的交易只能讓交易的某一方

獲益，如果一個市場中充滿了這樣的交易行為，那麼顧客對於資訊的交易接受程

度就會降低，另一方面，當顧客若收到不適合自己需求的資訊，那交易也就失去

意義，針對以上這些問題，本研究提出合理的交易（Sensible Bartering）模型。 

在提出 Barter Framework 及交易的模型之前，先對整個交易過程的一些行

為，提出學術上理論合理的解釋，依據這些理論，再衍生出本研究中的三個主要

資訊交易模型。換言之，這些學術上的理論，即為本研究提出資訊交易模型的理

論基礎。在整個資訊交易過程中，本研究試著從最初對交易行為模式的觀察，對

其交易行為進行解釋，我們找出人際關係裡面三個重要的理論來說明及印證本研

究提出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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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在資訊傳遞過程中，有種交易行為是建立在彼此間關係上，這種交易行

為的發生，我們用以下的理論來解釋： 

 

 人際需求理論（FIRO Theory of Needs）[17] 

    心理學家 William Schutz[17]曾指出人類都需要愛、歸屬和控制等三種人際

需求；而且我們所建立的關係為何種，也仰賴互動雙方的人際需求程度而定。 

 

 愛的需求（Need for Affection）：反映出一個人表達和接受愛的慾望。 

一種交易行為的產生是建立在愛的需求基礎上，當一個人擁有一個優惠的產

品折價訊息時，人們會有反映自己表達愛的慾望，相對的，當別人給予自己一個

優惠產品訊息時，即是接受愛的慾望 

 

 歸屬需求（Need for Inclusion）：指希望存在於別人團體中的慾望。 

在歸屬需求方面，在此架構中，當有一個 peer新加入的時候，此 peer要進

行資訊交易前，會希望存在於團體中，得到團體的認同，我們稱這種慾望需求為

歸屬需求。 

 

 控制需求（Need for Control）：乃是「缺乏人際關係」的人希望成功地影響

周遭人與事的慾望。 

    而在控制需求方面，當一個 peer 在交易的世界中獨立運作的時候，peer 進

一步會希望具有影響力，這樣的影響力能控制其他 peer 的決定，我們稱這種慾

望為控制需求。 

將人際需求理論的三種人際需求所要接受他人與表達給他人的需求列表整

理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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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sion Control Affection 

Wants from others Acceptance Guidance Closeness 

Expresses to 
others 

Interest Leadership Liking 

表 3.2 Fundament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Orientation (FIRO) [17]  

 

本研究因此提出的 Social Pattern 綜合人際需求理論的三種需求。在 Social 

Pattern中，我們考量的即是人際需求理論的三種主要的人際需求。在本章第五節

中，將再詳述 Social Pattern。 

 

二、在交易的過程，交易的雙方都在追求一個公平或是對自己有利的交易結果， 

在這樣的假設前提下，本研究可以用交換理論（Social Exchange Theory）來解釋

這樣的交易行為： 

 

 交換理論（Social Exchange Theory）  

John w. Thibaut和 Harold H.Kelley首創交換理論[18]，認為關係可藉由互動

所獲得的報酬和代價的互換來加以暸解。報酬是接收訊息者所重視的結果，例如

好的感覺、經濟收益和感情需求等。而代價則指接收訊息者不想蒙受的損失包括

時間、精力和焦慮。 

根據 Thibaut和 Kelley的說法，人們通常期待高報酬低代價的互動；但所謂

最令人滿意的代價與報酬率是會隨著不同的人與不同的時間而有差異，因為每個

人對滿意度有不同的定義。雖然人們在代價高於報酬時會終止關係或互動，但是

假如沒有一個替代性的選擇可保證讓人達到更高水平的滿意度的話，環境有時候

仍會令人被迫繼續處於非常不滿意的關係中。 

    將交換理論的各種狀態列表如下，其中 Outcome 為交易能得到的報酬，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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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level）為付出的代價，CLalt（comparison level of alternatives）為可

選擇的替代品價值： 

 

Relative Value of Outcome, CL, CLalt State of the Relationship 

Outcome > CL > CLalt Satisfying  
Stable 
Dependent 

Outcome > CLalt > CL Satisfying  
Stable 
Nondependent 

CLalt > CL > Outcome Not satisfying  
Break relationship 
Happy elsewhere 

CLalt > Outcome > CL Satisfying  
Unstable 
Happier elsewhere 

CL > CLalt > Outcome Not satisfying  
Break relationship 
Continue unhappy 

CL > Outcome > CLalt Highly unsatisfying  
Can’t break away 
Dependent and unhappy 

表 3.3 Six Relational Typologies (adopted from Rolof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Exchange Approach.) [18]  

      

在本研究中，交易行為的發生符合交換理論。當一個資訊交易要成立，必須

在交易雙方對於彼此的資訊價值公平認定的基礎下；相對的，若處於不滿意的資

訊交易條件下，peer可以選擇接受與不接受此交易，當交易另有更具價值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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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擇時，peer 可終止交易，選擇與他其更具資訊價值的 peer 來作交易，若無

更好的選擇，又迫於 peer 所在情境上的需求時，則可能被迫接受這樣的資訊交

易。[18] 

本研究提出的 Cost Pattern與 Value Pattern即是對應交換理論提出的觀點，

在相對等的成本或價值下，才會進行資訊交易。在本章第三、四節中，將再分別

詳述 Cost Pattern與 Value Pattern。 

 

三、交易也是一種學習，我們常常在學習的過程中，瞭解什麼樣的交易對我們有

利，什麼交易條件才是公平的交易，在這種動機下，本研究希望對於所有交易行

為進行記憶及學習，作為將來的最適交易模型，在人際關係學說裡，我們可以找

出以下的社會學習理論來說明： 

 

 社會學習理論（Social Learning Theory） 

Bandura 的社會學習理論[19]強調在觀察學習中，認知抽象能力的作用。當

一個人耳聞目睹一種行為時，他會將觀察到的感覺經驗包括表現該行為之楷模的

反應序列、行為後果，及該行為發生時的場地刺激等，以一種抽象符號型態貯存

於記憶系統中經過一段時間後，若有類似的剌激出現，他會將貯存於記憶系統內

的感覺經驗取回而付諸實際行動。 

      其次重視學習者在學習歷程中所扮演之重要角色。他認為個人在觀察別人

行為時，透過思考，可以將學習情境諸多因素，以及被觀察者的反應綜合起來成

為一完整有意義的整體，由此而學得各種不同的行為反應。[1] 

透過對交易過程的學習，本研究架構可以對交易行為的模型提出適時適地適

人的交易方案，可讓交易過程與結果更為完善，減少顧客對交易產生後悔的情

況，進一步提高顧客對交易參與度。而此理論可以對應 Social、Cost、Value 

pattern，將過去透過三種 pattern的交易經驗，經過學習與思考，儲存於記憶內，

作為下次資訊交換的決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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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人際需求理論考量人際間關係的需求與維持問題，交換理論則考量交易

衡量指標問題，是否終止或繼續交易行為，而社會學習理論則考量交易行為模式

的學習，因此，在所有的資訊交易行為模式裡，可用此三個理論來完整含蓋與解

釋，而本研究提出的資訊交易模型則架構在這樣的理論基礎之上，讓整個WP2P

中的資訊交易模型更加健全與周詳，以下為本研究交易模型與支援理論的示意圖

如下圖 3.1： 

 

 
圖 3.1 理論與模型示意圖 

 

    根據以上三個理論為基礎，本研究提出了三個在資訊交易上考量的實作模型

（Pattern），分別為：成本模型（Cost Pattern）、價值模型（Value Pattern）、社會

模型（Social Pattern），此三個模型可以解決資訊交易的成本衡量、peer所處情境

的資訊價值評定、peer間關係的維持與族群資訊的分享、顧客收到資訊的適切性

的問題，詳細的模型運作將於第四節中分別陳述。 

破壞性行銷（Disruptive marketing）利用異於傳統的廣告行銷方式與技術，

進行產品資訊廣告行銷，而整個破壞性行銷裡面核心觀念為資訊的快速傳遞與交

易，而交易的方法則依據三個主要交易模型，即為 Cost pattern，Value pattern與

Social pattern，而交易模型則以三個理論為基礎，即為人際需求理論、交換理論

與社會學習理論，下圖 3.2為整個研究的應用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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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應用架構 

 

第二節 資訊傳遞架構 

本研究中架構一個新的產品資訊廣告行銷通路架構，透過此新的通路架構進

行商務活動的廣告行銷，此通路架構中的主要參與者為電子商務公司以及行動裝

置（handheld device）擁有者，而行動裝置擁有者的角色則可以是一個商務活動

的資訊接受者或是資訊傳遞者，而參與此通路架構的行動裝置擁有者則定位為一

個 peer 單位，每個 peer 皆可進行資訊的接收與傳遞，在此以圖 3.3 說明通路的

架構。 

 

 

圖 3.3 通路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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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訊息廣告行銷通路架構的資訊傳遞示意圖如下圖 3.4： 

 

 

圖 3.4 資訊傳遞 

 

    欲透過此架構進行產品廣告的公司為訊息來源（Message source），將最初的

產品廣告訊息或折價訊息傳遞到某些 peer，再透過 peer 間互相訊息的傳遞與交

易，將產品廣告訊息以一傳十、十傳百的方式，傳送到此通路中的每一個 peer，

而 peer間的資訊交易則依循 Cost pattern，Value pattern以及 Social pattern 來進

行，在此架構下每個 peer 能收到自己真正需求的產品資訊，因此，實際去購買

產品的機會即會升高，所以此架構能提高廣告廠商的行銷效率。在本行銷通路架

構下，每個 peer為此通路中最重要的基本單位，而 peer加入到此廣告行銷通路

會有一些利益動機，也是本架構吸引 peer加入的主要因素，在此將 peer加入本

廣告行銷通路的動機條列分析如下： 

 

一、即時的購物資訊 

    當公司欲從事產品訊息廣告時，會將第一手、最新的產品或折價資訊透過本

架構來進行行銷，再透過 peer 間快速的訊息傳遞，因此到達每個顧客手中的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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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訊息皆為即時、有效的產品廣告訊息。例如：限時的產品特惠折價券。 

 

二、個人化的購物資訊 

    加入到此行銷通路架構中的每個 peer，可進行個人化的資訊喜好設定，此優

點可以讓 peer 避免類似傳統行銷方式的電子垃圾信件問題的發生，因此可以讓

peer 放心的加入此通路架構，而 peer 所收到的產品廣告訊息皆為每個顧客所想

收到的個人化購物資訊。例如：學生可設定文具相關產品的廣告資訊，過濾其他

的垃圾廣告訊息。 

 

三、更便宜的物品價格 

    透過本通路架構進行廣告的產品訊息，為優惠的產品廣告訊息，在這樣的假

設前提下，即能吸引 peer 快速的加入本通路架構，顧客想找更便宜的產品，就

會加入，並且會更進一步影響別人加入，這也是本研究破壞性市場（Disruptive 

Marketing）的特性之一。例如：公司想推廣叫好卻不叫座的產品，於是將產品

價格大幅降底，並透過本廣告行銷通路來推廣。 

 

四、地域化的購物資訊 

    當 peer 處於某一地區，則產品廣告訊息的傳遞技術會過濾一些非顧客需求

的訊息，即太遠或不屬於本區域之訊息，讓 peer 收到的資訊皆為最貼近或顧客

所在位置的產品廣告訊息。例如：逛街到 SOGO 百貨公即可透過行動裝置接收

百貨公司產品的廣告訊息，並不會接收到其他百貨的產品訊息。 

 

五、時間因素的購物資訊 

    當 peer 處於某一時間點，產品廣告訊息的傳遞技術會選擇切合時間點促銷

的廣告訊息傳遞，而太久遠或過期的產品廣告訊息則會被過濾掉，避免顧客收到

重覆或過期的購物資訊。例如：下午三點截止的特賣訊息，會針對有需求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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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即時訊息，而昨天特惠已截止的廣告訊息即會過濾掉。 

 

六、更便利於產品的比較 

    當此一通路架構擴大後，顧客會收到更豐富的產品訊息，對於以往因資訊不

足，產品無法獲得充分的比較，這樣的情形就會減少，更多的產品比較，對於顧

客則更形有利，對於購物則更加安心。例如：欲購買電視產品，即可針對接收到

的眾多電視產品訊息進行比較，以利於購買決策制定。 

 

七、無負擔的購物管道 

    在此通路架構下，顧客擁有最大的自由度，產品廣告訊息的傳遞並非強制性

的購訊資訊，而是提供顧客更多選擇、更快速的購物訊息，讓顧客做最有利的購

物決策，因此對於顧客，本通路架構是一個無負擔的購物管道。例如：顧客接收

自己想知道的名牌衣服資訊，滿足購買欲望，卻不是強制的壓迫購買。 

 

八、角色多樣化 

    在本通路架構下，每個 peer 扮演的角色有：消費者、訊息傳遞者、資訊提

供者（information provider）。例如：顧客可以為一個單純接收產品廣告訊息的消

費者；第二種角色，peer可以幫助產品公司傳遞產品廣告訊息，並達到與他人作

資訊交易的目的，也可以將優惠訊息傳遞給好友，作為人際間交往關係的提升；

第三種角色，peer也可以自行產生有用的資訊，作為資訊交易的籌碼。因此在本

產品行銷通路架構下加入的 peer 擁有多重角色，讓顧客不再是一個只付費的消

費者角色。 

 

    在本通路架構下，peer 與 peer 間的訊息交換，透過本研究提出的 Cost 

pattern，Value pattern以及 Social pattern，進行資訊的交易，在這樣的架構下，每

個 peer會將產品廣告訊息遞送到其他 peer手裡，如此將可提高廣告訊息的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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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進而提升產品銷售率。 

 

第三節 The Barter Framework資訊交易模型 

 

3.1   The Barter Universe資訊交易模型元素 

在此先定義本研究的 Barter Universe B = {P, I, c, R, Sd, St}，P = {Pi, i = 1, …., 

m}為 peer的集合；I = {Ij, j = 1, …., n}為交易的資訊集合，而每一個資訊 Ij的成

本為 cj；R則為每一個 peer要願意去換出或換入的資訊量，在此定義為兩維(m x 

n)的矩陣，假設 R為一個整數矩陣，當 Pi擁有 Ij欲換出時，則 Rij > 0；相反的，

如果 Pi欲換入 Ij，則 Rij < 0，而如果 Pi 不想交易 Ij，則此時 Rij = 0；最後 Sd

與 St分別表示在某一固定區域[註 1]（例如：西門町區域）的最長距離範圍（單

位為公尺）與最長距離中步行所花費之最長時間（單位為分鐘）。 

接著定義實際交易量 T，Tij 為 Pi 實際換出或換入 Ij 的數量。舉一實例：

demander peer需要換得任何「速食店」之 coupon，此時 Ij = 「速食店 coupon」，

希望得到 5 種速食店 coupon 以作為他午餐的決策選擇，此時 demander peer 的

Rij = 「-5」，當某一 coupon owner peer擁有「麥當勞、肯德基、漢堡王」共三種

歸類為速食之 coupon，隨之互相做資訊交易，此時 Tij最終交易量，只可能小於

或等於 3。 

T必須滿足以下兩個條件： 

1. 如果 Pi擁有 Ij欲換出，則 0 ≦ Tij ≦ Rij；而 Pi 若為欲換入 Ij，則 0 ≧ Tij 

≧ Rij。 

 

註 1：大部份資訊交易的產生會集中在熱鬧、人口集中的區域範圍內，所以在此

以西門町為一資訊交易的區域，並作為資訊交易平台研究的區域範圍，將來可複

製到各個都會區域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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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m

i

Tij
1

0；表示單一個資訊 Ij，實際換出與換入的數量相等，而所有資訊交

易總量(total)：total(T) = ∑∑
==

n

j

m

i
Tij

11
||2/1 。 

 

    本研究破壞性行銷目標是針對coupon沒有成本的特性，最大化複製使用者需

要的coupon，讓系統使用者滿足資訊的獲得，達到最大資訊交易量與流通性，換

言之，找出可能之最大交易量的最大資訊交易集合（maximal trade set）T。Sj和

Nj分別代表Ij的提供者與需求者，如果Ij 的供給量大於需求量時，則最大的交易

T將包含所有需求者中的Tij = Rij；同樣的，如果Ij的供給量沒有大於他的需求

量，則最大交易T將將包含所有提供者的Tij = Rij。此時系統最大交易量的總量

為：資訊提供者能提供的量加起來，與需求者想換入的量加起來，兩者間取較小

的，然後再從每個交易資訊累加起來： }||,{min
1

∑ ∑∑ ∈ ∈
=

Sji Nji

n

j
RijRij 。 

    以下為一個非常簡單的實例（只考慮一個資訊項目）來解釋Maximal trade set 

T： I1 = 「速食店 coupon」，P1 = 「demander peer」，R11 = 「-5」，P2 = 「owner 

peer」，R21 = 「3」。根據定義：0 ≧ T11 ≧ R11與 0 ≦ T21 ≦ R21 ，所以 0 ≧ 

T11 ≧ -5，0 ≦ T21 ≦ 3 ，又 T11 + T21 = 0，所以在愈靠近 Rij滿意度愈高的前

提下，得知 T11 = -3，T21 = 3，為最後之Maximal information trade set T之交易量 

為 3。 

 然而在 maximal trade set最廣泛交易之目標下，每一個 peer換出或換入資

訊的過程中亦需考量資訊成本的衡量、peer 所在情境的資訊價值以及 peer 間關

係的維持，以架構出最符合公平原則的最適資訊交易方式。換言之，在 trade 

matching 之過程需考慮到 peer utility。在本研究中，peer utility 將由三個構面組

成（Cost Pattern、 Value Pattern、 Social Pattern）。 

 

3.2   The Barter Protocol資訊交易程序 

本研究中的資訊交易，依據下面的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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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e 1: PUSH 
Step 1: peer A 廣告它所擁有的 coupon：{coupon description, B} 
Step 2: peer B接到廣告訊息，決定與 A 做 barter 
Step 3: B送出同意 barter及自己的 coupon描述：{A, B’s coupon description, B} 
Step 4: A比較雙方的價值 
Step 5: A 若答應交易則將 coupon送至 B，若不答應也回覆結果給 B： 

{B, Yes or No, [coupon]}. 
Step 6: B送回確認收到的訊息及自己的 coupon給 A： 

{A, receipt} 
{A, coupon} 

Step 7: A送確認收到的訊息給 B，完成 barter：{B, receipt} 
 
Style 2: PULL 
Step 1: peer A廣告它所”需求的”coupon：{demand coupon description, to B} 
Step 2: peer B接到廣告訊息，決定與 A 做 barter 
Step 3: B送出同意 barter及自己需求 coupon描述：{A, demand coupon description, 
B} 
Step 4: A作決定是否與需求相符，及是否擁有 B所需求的 coupon 
Step 5: A 若決定交易則將 coupon送至 B，若不能交易也回覆結果給 B： 

{B, Yes or No, [coupon]}. 
Step 6: B送回確認收到的訊息及自己的 coupon給 A： 

{A, receipt} 
{A, coupon} 

Step 7: A送確認收到的訊息給 B，完成 barter：{B, receipt} 

 

第四節 The Peer Utility個體資訊交易評估 

    為了尋求最符合公平原則的最適資訊交易方式，其資訊交易過程需考慮到

peer utility。本節將逐一介紹 peer utility，分別由三個構面組成（Cost Pattern、 Value 

Pattern、 Social Pattern），透過此三個 utility pattern係數的設定及 peer utility之

計算，資訊交易平台再產生最後的交易決策結果。 

 

4.1  Cost Pattern資訊交易模型 

本研究提出的第一個交易模型為成本模型（Cost Pattern），peer與 peer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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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易會考慮的兩個主要因素為：時間與地點，根據這樣的概念，讓使用者依個

人對時間與地點兩因素的重視程度，事先設定時間與地點的比重權重，接著再計

算每一個交易訊息的成本總額。在計算出各自 peer 的資訊成本總額後，再進行

後面章節 matching rule的判斷，來決定兩 peer是否進行交易。 

在初步瞭解 cost pattern後，接下來再逐步介紹 cost pattern各個細節的步驟。

在進行資訊的交易之前，系統先進行資訊的價值評定，在雙方認同對方的資訊價

值下，再進行交易的動作，而在資訊價值的認定方面，本研究提出了 Cost pattern

的評定模型，Cost pattern 能讓資訊交易的雙方間，依照公平的價值判斷，進行

合理的交易（Sensible Bartering），Cost pattern中包括了交易的資訊 Ontology設

定、環境屬性、配對程序步驟，接下來 4.1.1、4.1.2、4.1.3、4.1.4 將詳細說明本

研究提出的 Cost pattern的概念與實作方法。 

 

4.1.1  Cost pattern之資訊 Ontology定義說明 

由於本研究以購物資訊的折價劵為資訊交易的標的物範例，因此購物資訊折

價券（coupon）之Ontology（圖3.5）是由Product Coupon Ontology（圖3.6）、Food 

Coupon Ontology（圖3.7）及Entertainment Coupon Ontology（圖3.8）組合而成。

由於peer在本架構下主要進行資訊交易活動（不論是產品或食品的資訊交易），

故peer會透過其他peer間做資訊交易，以收集感興趣產品的資訊，因此，在共享

的Coupon Ontology建構之下，peer即可利用Ontology來瞭解彼此所交換的資訊與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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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Coupon Ontology 

 

 

圖 3.6 Product Coupon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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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Food Coupon Ontology 

 

 

圖 3.8 Entertainment Coupon Ontology 

 

    當 demander peer 尋找某一種類的 coupon 時，會啟動系統執行 information 

discovery agent，散發需求訊息，透過 coupon ontology 找尋符合條件的 coupon 

owner peer，此時符合條件的 coupon owner peer會收到來自 demander peer的需求

訊息，接著再進行 cost pattern的 coupon過濾與配對程序。 

 

4.1.2 Cost pattern情境屬性 

在我們之前談到的交換理論[18]中，交易前提為在相同的資訊成本下，交易

才會成立，換言之，即是在 Outcome > CL的情況下，交易才會成立，而 cost pattern

談到之成本，概念與交易理論一致，使用者皆希望與他人交易而來之 coupon，

在將來使用時所付出的時間與距離成本，將低於目前自己擁有的 coupon，此時

才會與他人做資訊交易，所以 Cost pattern以此為考量基礎，設置了交易前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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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件」與交易過程中的「交易成本計算」，基本條件考量使用者的目前活動與

個人喜好，當基本條件符合再進行雙方資訊成本的計算，而交易成本計算則考量

了時間與距離的資訊投入成本條件，在 Cost Pattern中，將基本條件與成本單位

的四種屬性（attribute）變數組成一個資訊交易的情境（context），如圖 3.9所示，

其中 Activity 與 Preference 為一個 peer 進行資訊交易的基本條件，而 Time 與

Location則組成 peer資訊交易的成本單位，這四個屬性變數為 Cost pattern執行

peer間資訊交易的衡量因素。 

 

 
圖 3.9 資訊交易情境因素 

 

4.1.3 Cost Pattern屬性說明 

接下來將一一介紹在 Cost pattern中四個主要的資訊交易情境因素。 

 

一、Activity 

    活動的情境因素，每個 peer 可以設定自己目前的活動狀態，以過濾資訊交

易的活動種類，在此將活動簡略分為 A、B、C、D、E五個活動種類，活動的說

明於下表 3.4。 

記號說明：下面文章提到之格式 X.Y時，代表 X為一個 class，Y則是 class

之 property；格式為 X[Y]時，X為一 function，Y為 function之參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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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kind = A 表示家裡活動，資訊需求為家用產品的相關訊息，例如：

家電產品、家用清潔用品等等。 

 Activity.kind = B 表示戶外活動，資訊需求為戶外相關的產品訊息，例如：

運動產品、玩樂相關資訊等等。 

 Activity.kind = C 表示上班中，資訊需求為上班族需求的相關訊息，例如：

求職資訊、服飾相關產品資訊等等。 

 Activity.kind = D 表示上課中，資訊需求為學生需求的相關訊息，例如：文

具產品、流行用品訊息等等。 

 Activity.kind = E 表示用餐時刻，資訊需求為餐飲相關的資訊，例如：麥當

勞的折價券、餐廳折價券等等。 

表 3.4 Activity情境因素說明 

 

二、Preference 

    喜好的情境因素，peer 可設定自己喜好的資訊類型，在此將喜好的種類依

食、衣、住、行、育、樂分為六種；另外，peer也可設定想要作資訊交易的時間。

表 3.5詳細說明 Preference情境因素。 

 

一、type 

 Preference.type = A 表示需求「食」相關的產品資訊，例如：各種餐飲的

折價券、新推出美食資訊等等。 

 Preference.type = B 表示需求「衣」相關的產品資訊，例如：各種名牌服

飾的廣告資訊、飾品廣告資訊等等。 

 Preference.type = C 表示需求「住」相關的產品資訊，例如：新推房屋的

銷售廣告資訊、家具產品廣告資訊等等。 

 Preference.type = D 表示需求「行」相關的產品資訊，例如：汽車推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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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資訊、旅遊地圖資訊等等。 

 Preference.type = E 表示需求「育」相關的產品資訊，例如：新書廣告資

訊、書局廣告資訊等等。 

 Preference.type = F 表示需求「樂」相關的產品資訊，例如：飯店住房的

廣告資訊、風景遊樂區的資訊等等。 

二、Btime 

 Preference.Btime 設定欲作資訊交易的時間，例如：1200-1600，表示從中

午 12 點到下午四點為資訊交易的時間，讓使用者避免忙錄時間作交易的

情況發生。 

表 3.5 Preference情境因素說明 

 

三、Time 

    時間的情境因素，代表從 peer的所在地到產品訊息目的地所需花費的時間，

為了讓資訊交易平台能自動計算找尋交易對象，使得資訊交易更有效率，peer

需設定每一個產品資訊裡，由 peer 所在地到目的的大約時間（time）1，設定方

式如下表 3.6；另外，時間因素的權重變數（weight）也要依使用者重視呈度來

設定，下表 3.6將說明時間的情境因素並舉例。 

 

 

 

 

 

1在可見的未來裡，當我們生活環境佈滿 sensor 時，系統可透過 agent 即時偵測

出 peer 的位置，即可換算出目的地需花費的時間，可以取代目前人工的時間設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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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ime 

 Time.time：到達產品訊息目的地所需花費的時間。 

Example：當 Time.time設定為 45，表示到到目的地需要花費 45分鐘時間。

二、weight 

 Time.weight：peer對時間的重視權重變數。 

Example：Time.weight = 0.55，表示權重為 55%，此時間權重與距離的權

重相加，將為 100%。 

表 3.6 Time情境因素說明 

 

四、Location 

    地區的情境因素，表示從 peer 的所在地到目的地所需的距離，同樣的，為

了讓資訊交易平台能自動計算找尋交易對象，使得資訊交易更有效率，peer需設

定每一個產品資訊裡，由 peer所在地到目的的大約距離（distance）1，設定方式

如下表 3.7；另外，地區因素的權重變數（weight）也要依使用者重視呈度來設

定，下表 3.7將說明地區的情境因素並舉例。 

 

 

 

 

 

 

 

1在可見的未來裡，當我們生活環境佈滿 sensor 時，系統可透過 agent 即時偵測

出 peer的位置，即可換算出目的地之距離，可以取代目前人工的時間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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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istance 

 Location.distance：到達產品訊息目的地所需的距離。 

Example：當 Location.distance 設定為 230，表示到到目的地的距離為 230

公尺。 

二、weight 

 Location.weight：peer對距離的重視權重變數。 

Example：Location.distance = 0.45，表示權重為 45%，此距離權重與時間

的權重相加，將為 100%。 

表 3.7 Location情境因素說明 

 

4.1.4 Cost Pattern之資訊成本計算 

在說明完以上四種 Cost pattern的資訊交易因素後，peer與 peer間就可以依

循 Cost pattern的規則進行屬性的設定，而實作的方法將分為設定程序與資訊成

本的計算，分別敘述在表 3.8與表 3.9。 

 

Setting process： 

1.設定 Activity factor之 kind，例如：將 Activity.kind的值設為 A~E，可複選，

方式為「Activity.kind = A,B,C」。 

2.設定 Preference之 type，例如：將 Preference.type的值設為 A~F，可複選，方

式為「Preference.type= C,F」。  

3.設定 Time factor之 time與 weight屬性 

4.設定 Location factor之 distance與 weight屬性 

表 3.8 Cost pattern sett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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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calculate process： 

Cost = (Time.time / St) * Time.weight + ( Location.distance / Sd) * Location.weight 

表 3.9 Cost calculate process 

 

4.2  Value Pattern資訊交易模型 

    本研究提出的第二個模型為價值模型（Value pattern），價值模型的考量為

peer的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動機，在不同的情境下所需要的資訊不同，本

研究將這些動機列出以下四項： 

 

 Convenience 

 Emergency 

 Accessibility 

 Selection 

 

在不同的資訊需求動機下，所需的資訊優先權順序不同，不同的優先順序給

予變數不同的權重，可依不同情境動機的狀況作調整，例如：在 Convenience情

境動機下，各變數的權重比率為「time = location > activity = preference」，當時間

與地點符合，則給予最高的權重（如：0.3），而活動與喜好則給予次要的權重，

累加權重數後，算出自動交換機率值（Bartering Probability，BP），再以交易雙

方的自動交換機率值 BP 相乘為機率，作為系統自動化交易的機率（Automated 

Bartering Rate，ABR），此為價值模型（Value Pattern）。表 3.10為價值模型運作

的計算方式： 

 

1. bp = 0.00   /*bp：Bartering Probability，此為每個 peer身處情境的自

動交易機率變數，初始值為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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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lculate the bp of demander and neighbor according to context weight 

3. ABR = demander.bp * neighbor.bp 

表 3.10 Value pattern計算程序 

 

    Value pattern是以 peer的情境感知（context aware）的資訊需求動機為出發

點，即在什麼情境下，需要什麼樣的資訊，而 Value pattern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

達到依據使用者身處環境，給予最適當的資訊自動化交易。在 Value pattern中包

含了資訊需求的動機、動機下的交易變數優先順序及最後自動化交易的程序，接

下來將一步步細部說明 Value pattern的實作方法，首先在 4.2.1小節列出使用者

在四項情境裡資訊需求動機的分析，並舉例說明。 

 

4.2.1  Value Pattern資訊需求的四項動機 

 

一、Convenience 

便利性動機，只要擁有行動裝置（handheld device），如：PDA、手機等等，

即可隨意在任何時間（anytime）、 任何地點（anywhere）取得自己所需產品資訊

或折價券。例如：在大賣場需要即時取得某產品的折價券，用 PDA 即可交換取

得。 

 

二、Emergency 

緊急需求的動機，在時間緊迫的狀況下，可能處於現況急需得到某些資訊，

可取得所需要的資訊或折價券。例如：在趕時間的機場裡，急需登機地圖資訊，

在一踏進機場就可以交換資訊，迅速取得登機地圖資訊。 

 

三、Accessibility 

易接近、易存取的動機，資訊交換的方式簡單，花費的時間、金錢的成本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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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例如：學生在學校離上課時間只剩幾分鐘，想要交換上課內容資訊，則只需

在幾秒內即可完成。 

 

四、Selection 

”自動”選擇性的動機，對於資訊的接受是有選擇性的，而不是無限制的接收

到不要的折價券。例如：家庭主婦可以預先設定家中用品相關資訊交換，來自動

過濾不必要的資訊訊息。每個人可以設定個人喜好、角色，以過濾資訊的交換，

及合適資訊的取得。 

 

    圖 3.10為情境感知動機資訊需求之示意圖： 

 

 

圖 3.10 情境感知資訊需求 

 

4.2.2 Value Pattern動機的交易變數優先順序 

在分析以上四種不同情境需求不同後，價值模型（Value Pattern）架構出在

這四種不同情境的資訊需求下，peer的資訊需求考量環境變數的優先順序則有差

異，以下將列出此四種情境資訊需求動機下的優先順序，如表 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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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資訊需求動機 資訊交易變數之優先權順序 

Convenience time = location > activity = preference 

Emergency time > location = activity = preference 

Accessibility activity > time = location = preference 

Selection preference > time = location = activity 

表 3.11 情境資訊之交易變數優先順序 

 

4.2.3 Value Pattern自動交易程序 

    前面談到，Value pattern的主要目的是讓 peer身處不同環境下，系統自動化

的幫助 peer 作資訊交易，所以在此會針對之前提到的四種情境，不同資訊需求

動機，加上不同的資訊交易變數優先順序的觀念，用演算法來實作本研究的 Value 

pattern中之 bp變數值的設定，如表 3.12所示。 

 

Function Convenience() 

variable: 

  bp = 0.00 /* Bartering Probability */ 

begin 

  if Convenience.time is matched then  /*例如：能在大賣場營業時間內取得

coupon*/ 

    bp = bp + 0.3 

  else if Convenience.location is matched then  /*例如：在 3C賣場能取得數

位相機的 coupon*/ 

    bp = bp + 0.3 

  else if Convenience.activity is matched then  /*例如：搭公車路上可取得公

車站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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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 = bp + 0.2 

  else if Convenience.preference is matched then  /*例如：在用餐時刻能取得

自己喜好食物的 coupon*/ 

    bp = bp + 0.2 

  end 

end 

 

Function Emergency() 

variable: 

  bp = 0.00 /* Bartering Probability */ 

begin 

  if Emergency.time is matched then  /*例如：在登機的短暫時間能取得地圖

資訊*/ 

    bp = bp + 0.4 

  else if Emergency.location is matched then  /*例如：在火災現場可取得逃生

出口資訊*/ 

    bp = bp + 0.2 

  else if Emergency.activity is matched then  /*例如：在會議上取得開會參考

資訊*/ 

    bp = bp + 0.2 

  else if Emergency.preference is matched then  /*例如：在趕時間的上班路途

上可取得喜好的早餐資訊*/ 

    bp = bp + 0.2 

  end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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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Accessibility () 

variable: 

  bp = 0.00 /* Bartering Probability */ 

begin 

  if Accessibility.time is matched then  /*例如：學生能在下課的時間取得上

課內容資訊*/ 

    bp = bp + 0.2 

  else if Accessibility.location is matched then  /*例如：看病的人能在醫院裡

取得預約人數資訊*/ 

    bp = bp + 0.2 

  else if Accessibility.activity is matched then  /*例如：戶外活動時，可取得

旅遊資訊*/ 

    bp = bp + 0.4 

  else if Accessibility.preference is matched then  /*例如：在用餐時間取得特

定餐廳的 coupon */ 

    bp = bp + 0.2 

  end 

end 

 

Function Selection () 

variable: 

  bp = 0.00 /* Bartering Probability */ 

begin 

  if Selection.time is matched then  /*例如：家庭主婦能在白天的時間取得家

用產品的資訊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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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 = bp + 0.2 

  else if Selection.location is matched then  /*例如：在餐廳內取得所需價位之

餐點資訊*/ 

    bp = bp + 0.2 

  else if Selection.activity is matched then  /*例如：到區公所辦事可取得所需

服務資訊*/ 

    bp = bp + 0.2 

  else if Selection.preference is matched then  /*例如：依個人物品收集喜好，

收到相關物品資訊或 coupon*/ 

    bp = bp + 0.4 

  end 

end 

表 3.12 Value pattern bp setting algorithm 

 

    在表 3.12中的演算法裡，依情境資訊需求的不同條件，設定了每個 peer之

自動化資訊交易的機率值變數（bp），接下來為系統自動資訊交易的決策程序，

演算法如表 3.13，由於在之前社會交易理論裡談到當 Outcome > CL時，交易才

會處於 Satisfying及 Stable，所以當 peer身處環境的各種情境狀況皆符合不同角

色的使用者需求時，bp值就愈大，其代表 Outcome值就愈大、CL值愈小，所以

我們考量到資訊交易雙方的bp值，Value pattern最後將demander之bp與neighbor

之 bp相乘的積，作為系統隨機自動資訊交易的機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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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Automated-Decision (demander.bp, neighbor.bp) 

  input: 

    bp[demander] /* demander’s bartering probability */ 

    bp[neighbor] /* neighbor’s bartering probability */ 

begin 

  ABR = bp[demander]* bp[neighbor] /* automated bartering rate  */ 

End 

表 3.13 Value pattern automated decision algorithm 

 

4.3  Social Pattern資訊交易模型 

    本研究提出的第三個模型為社會模型（Social Pattern），此模型為考量人際社

交的模型，在 peer跟 peer做交易的方式中，有一種非利益導向的交易，則此種

交易可以歸類在 Social Pattern。首先 peer可以設定其好友名單作為關係的界定， 

在設定好親友名單後，在此名單內的 peer，交易就不依循前面的模型，而是單方

面非利益式的傳送產品廣告訊息，在此模型下，傳遞方式可為 1到 1及 1到多兩

種，主要是考量社交關係的一種模型。 

    支援 Social pattern的理論為人際需求理論（FIRO Theory of Needs），是屬於

人與人之間關係維持的理論模型，因此，本研究的 Social pattern主要目的是期望

讓交易模型更為完整及符合現實世界的交易模式，下面 4.3.1 說明 Social pattern

假設基礎與 relationship table的設定方式，4.3.2 說明 Social pattern單一與多重接

收者的資訊傳遞方式。 

 

4.3.1 Social pattern之基本假設與 Relationship table的設定 

    接下來將介紹 Social pattern實作概念與程序。在 Social pattern中，基本的假

設定義下表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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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ption： 

具有關係的交易，為非利益交換的交易行為，亦即單方面的傳輸與接收；若牽

涉到互相資訊交易，則循一般之資訊交易方式進行。 

表 3.14 Social pattern基本假設定義 

 

    Social pattern中關係的界定是透過 Relationship table 來設定，設定的實例如

下表 3.15。 

 

Relationship setting example： 

Relationship[Family] = [Jacky, Jason] 

Relationship[Colleague] = [Alan, Joan, Joseph] 

Relationship[Friends] = [Peter, Mary] 

表 3.15 Social pattern relationship setting 

 

4.3.2 Social pattern單一與多重接收者的資訊傳遞方式 

    在設定好 Relationship table的關係名單之後，Social pattern的系統資訊傳遞

方式分為兩種，即單接收者與多重接收者，接下來針對這兩種不同資訊傳遞方

式，分別說明在 Social pattern下的系統程序，表 3.16與 3.17分別為單接收者與

多接收者的系統程序。 

 

Single receiver process： 

1. When peer A wants to deliver a coupon to B, the system checks the name from 

relationship table. 

2. peer A delivers the coupon to B: 

{B, coupon description, fro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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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eer B makes a decision to receive the coupon from friend A: 

{A, coupon description, from B} 

4. peer A delivers the coupon to B: 

{B, [coupon]} 

5. peer B sends back the acknowledgement to A: 

{A, acknowledgement , from B} 

表 3.16 Social pattern single receiver process 

 

Multiple receivers process： 

1. peer A delivers coupons to a designated group: 

{group:Relationship[group name], coupon description, from A} 

2. Group receive the message, each member of the group decides either to receive 

the coupon or to reject it and then sends to A a confirmation message t: 

{A, coupon description, from member of Relationship[group name]} 

3. peer A receivs the family member’s confirm message and then records the 

message to message table: 

msg = {Coupon description, Relationship[group name]: member of 

Relationship[group name]} 

then peer A sends the coupon to Relationship[group name]: 

{msg, [coupon]} 

4. family member send back the acknowledgement to A: 

{A, receipt, from member of Relationship[group name]} 

表 3.17 Social pattern multiple receivers process 

 

Social Pattern考量 peer與 peer間的「關係」，屬於單方面的付出行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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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與人之間的存在著「關係」，會有些非利益導向的交易行為產生，因此在

交易行為的研究裡，Social Pattern是必要的。 

 

4.3.3 Social Pattern Relationship degree setting 

    前面設定之Relationship table是為了增加資訊傳遞的便利性，而Relationship 

Degree（RD）則是資訊交易平台為達成系統自動交易的重要係數，使用者可依

朋友關係的深淺來設定 RD，以作為系統資訊交易決策方程式係數之用，可讓使

用者得到更精確的資訊交易決策，提高資訊交易效率，在 Social pattern 裡，將人

際關係簡略定為三個 group的層級，分別為 Family、Colleague、Friends，而各個

group系統預設的 RD值如下表 3.18所示。 

 

RD[ Relationship[Family] ] = 0.8 

RD[ Relationship[Colleague] ] = 0.5 

RD[ Relationship[Friends] ] = 0.3 

RD ~ U[0,1]  /* 若未列於 Relationship table則 RD default value為 0*/ 

表 3.18 RD default value  

 

4.4  The Relationship of Utility Pattern 

在說明三個模型 utility後，在此針對三個模型間關係進一步探討，Cost pattern

與 Value pattern 皆屬利益導向的交易模型，其中 Cost pattern 依照 activity、

preference、time、location四個屬性進行條件比對與衡量；而 Value pattern則依

據 peer所處的環境情境，對 activity、preference、time、location給予不同大小的

權重，再進行自動交易配對的機率計算；最後的 Social pattern則是考量交易行為

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因素，屬於非利益導向的模型，注重彼此間關係的維持，是

種單向付出的模型。圖 3.11將三個模型的圖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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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Sensible Bartering模型關係 

 

第一節  The Barter Matching Process 

 

5.1  Matching Rule資訊配對分數 

在經過 peer utility 的三個 pattern 計算後，資訊交易進入最後一個階段，應

用前面 utility值，算出資訊交易最終的 Barter Value（BV）。BV值的運算，將一

一詳細說明。 

首先先依使用者於 Cost pattern的個人設定進行資訊交易的過瀘： 

 

/* 1.活動的判斷 Check Activity.kind： */ 

BV = 1;     /*BV default值*/ 
If (demander.Activity.kind not null) and (demander.Activity.kind <> 
neighbor.Activity.kind)  
then {BV =  0} 

 

/* 2.喜好的判斷 Check Preference.type： */ 

If (demander.Preference.type not null) and (demander.Preference.type <> 
neighbor.Preference.type)  
then {BV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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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交易時間的判斷 Check Preference.Btime： */ 

If (demander.Preference.Btime not null) and (demander.Preference.Btime not 
matching) 
then {BV = 0}  

 

/*4.計算 cost pattern的 utility value（u1）：*/ 

u1 = 1 - Cost; 

 

/*5.取得 value pattern的 utility value（u2）：*/ 

u2 = ABR; 

 

/*6.取得 Social pattern的 utility value（u3）*/ 

u3 = RD; 

 

/*7.計算 BV*/ 

w1 = (1/3);      /*u1的權重 default值，此值也可由使用者自行設定*/ 

w2 = (1/3);      /*u2的權重 default值，此值也可由使用者自行設定*/ 

w3 = (1/3);      /*u3的權重 default值，此值也可由使用者自行設定*/ 

if (BV <> 0) then {BV = w1*u1 + w2*u2 + w3*u3} 

 

/*8.mathcing result（MR）*/ 

if (0 <= BV) and (BV <= 0.33) then 
    MR = Low 
elseif (0.34 <= BV) and (BV <= 0.66) then 
    MR = Medium 
else 
    MR =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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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Learning Process資訊配對學習 

推算出MR結果後，資訊交易平台系統會將計算結果提供給使用者，使用者

可做最後交易的決定，或是交由系統做自動化的交易。系統會將使用者決策過程

透過學習程序（Learning process）記錄下來，隨時訂正最後的資訊交易決定，以

提高資訊交易平台資訊交易自動化的準確性。 

 

5.2.1 User Decision Making資訊配對學習時機 

    資訊交易平台產生的交易結果有三種：Low、Medium、High，若使用者交

易狀態設定為系統自動交易處理，則在結果為 High 的情況下，則系統會自動做

資訊交易的動作；Medium則隨機交易；Low則不進行交易。若使用者交易狀態

設定為手動交易處理，則系統提供交易結果讓使用者作決策參考，不管使用者最

後的交易結果為何，都會執行 Learning Process，將結果記錄並作下次系統推論

結果的依據。 

 

5.2.2 Inference Process資訊配對學習方法 

若使用者交易狀態設定為手動交易處理，則系統提供交易結果讓使用者作決

策參考。 有了使用者多次決策的資料後，應用多元迴歸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來預測推論之使用者交易模型。另外，即使是自動交易處理，假若需要

使用者確認 (confirmation)之程序，則當使用者確認與系統所產生之決策偏差大

時，亦可利用多元迴歸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來修正之使用者之交易

模型。 

換言之，Learning Process記錄每次資訊交易平台系統算出的三個 pattern之

utility value u1、u2、u3為預測變數，而使用者的決策結果 Y（1：交易，0：不

交易）為應變數，在一段時間內每次 peer 作任何的資訊交易的時候，將系統產

生的 u1、u2、u3 及最後使用者的決策結果紀錄下來，利用多次決策的資料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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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迴歸模型： 

Y  = w0’ + w1’u1 + w2’u2 + w3’u3 

以尋找更適當之 regression coefficients（w0’, w1’, w2’, w3’）以期建立更精確的迴

歸預測模型。當資訊交易的資料累積一定的數量後，此多元迴歸的模型會趨於穩

定，資訊交易的決策預測將更為精確，以達到一個穩定、公平且精確的資訊交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