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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出現了許多提供各
式各樣服務的全球資訊網站。其中，提供消費者
網路購物服務的全球資訊網站被認為對企業而
言擁有無限的商機。全球資訊網購物網站的優點
是，能夠提供企業一個快速且直接地的產品行銷
及服務管道，相對的也能夠提供消費者一個迅速
且便捷地的購物環境。 

目前網際網路上全球資訊網購物網站(網
路購物支援系統)，大多提供以線上購物(產品購
買)的功能為主，亦有提供產品搜尋、產品挑選
或產品議價等功能。但目前的網路購物支援系
統，大多沒有支援從產品搜尋、產品挑選、產品
議價到產品購買等整個網路購物過程。在本研究
中，為支援消費者整個網路購物過程，將提出一
套網際網路上輔助消費者購物之方法論。此方法
論，除了支援整個從產品搜尋到產品購買的網路
購物過程外、亦將改善目前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在
各項功能上的缺點。另外，為使本研究所提之方
法論能夠更有效的來支援消費者網路購物，將設
計及開發以本研究所提方法論為基礎的網路購
物支援系統。藉由本研究所提之方法論及所開發
之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將能夠提供消費者一個迅
速且便捷地的購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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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論 

近年來國內大力推展網際網路的使用，在網
際網路的使用人口中以使用全球資訊網(WWW)
所佔的比例最多[1]。隨著國內大力推展網際網路
的使用，國內網際網路環境也日趨成熟，許多政
府單位或民間企業紛紛在網際網路上架設他們
的全球資訊網站。由於全球資訊網站的增多，網

際網路上所提供的服務也跟著增加，其實用性亦
相對的提高。目前網際網路上所提供的服務有網
路購物服務(線上購買[2~3]、虛擬商店[4]等)、通
訊服務(免費電子郵件[5]，聊天室[6]等)、及資料
查詢服務(搜尋引擎[7]、檔案查詢[8]等)。其中，
網路購物服務被認為是網路商機無限的要角之
一，本研究將針對網際網路上輔助消費者網路購
物服務加以探討，期能使企業與廠商的網路商機
早點實現，並且提供消費者一個舒適的購物環
境。 

自 1991 年網際網路被解除在商業方面的應
用以來，各界對於它在商業方面的價值一直抱持
著相當大的信心，因此產生了所謂的電子商務的
領域[9~12]。一般電子商務包含了企業與企業、
及企業與個人兩個層面。其中，企業與企業間的
電子商務，即企業與企業之間利用電腦科技和網
路所從事的商業活動，例如傳統的 EDI、新興的
QR(Quick Response)系統、電子表單等；企業與個
人間的電子商務，包含企業透過網路對個人所作
的服務及商業行為，例如電子購物、個人金融理
財、資料庫查詢等[9]。  

    一般，消費者網路購物過程大概可分為需
求識別、搜尋產品、評選產品、議價、購買產品
與運送、及產品購後評估等步驟[13]。然而，目
前的購物網站(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大多僅提供
搜尋產品、評選產品、議價及購買產品等支援，
對於需求識別、運送及產品購後評估方面皆沒有
支援。根據此網路購物過程，本研究將網路購物
過程分成產品搜尋、產品挑選、產品議價及產品
購買等四個步驟。其中，產品搜尋包含需求識別
及搜尋產品，產品挑選、產品議價則與評選產
品、議價的功能相同，產品購買僅提供購買產品
而已，至於運送及產品購後評估目前本研究亦沒
有支援。另外，在目前的網路購物支援系統中，
大多僅提供網路購物過程的部份支援而已，並沒
有提供一套方法論支援從產品搜尋、產品挑選、
產品議價到產品購買整個網路購物過程。並且，



 

在網路購物過程的支援上亦存在著許多的缺點。 

    在本研究中，為支援消費者整個網路購物過
程，將提出一套網際網路上輔助消費者購物之方
法論。此方法論，除了改善目前的網路購物支援
系統中的缺點外，亦將支援從產品搜尋、產品挑
選、產品議價到產品購買整個網路購物過程。另
外，為使本研究所提之方法論能夠更有效的來支
援消費者的網路購物，將設計及開發以本研究所
提方法論為基礎的網路購物支援系統。藉由本研
究所提之方法論及所開發之支援系統，將能夠提
供消費者一個迅速且便捷地的購物環境。 
 

             2. 相關文獻探討 

    目前網際網路上消費者的購物服務以全球
資訊網的網站為主。目前的購物網站(網路購物
支援系統)，大多以提供線上購買(產品購買)為主
[2~3]，亦有提供產品搜尋、產品挑選或產品議價
等功能[14~20]。不過在目前的網路購物支援系統
中，大多沒有支援從產品搜尋、產品挑選、產品
議價到產品購買等整個網路購物過程。在本研究
中，將提出一套網際網路上輔助消費者購物之方
法論，支援消費者從產品搜尋到產品購買整個網
路購物過程。並且，亦將在全球資訊網上利用軟
體代理程式(Software Agent)[21~23]技術來開發本
研究所提方法論的網路購物支援系統(購物網
站 ) 。以 下， 將針 對與 本研 究關 係較 密切的
Personalogic[14]、Firefly[15]、BargainFinder[16]、
Jango[17] 、 Kasbah[18] 、 AuctionBot[19] 及
AuctionWeb[20]等七個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加以說
明。 

Personalogic 提供一個幫助消費者搜尋產品
的工具，藉由此工具消費者可以在廣大多樣的產
品中，快速地找到符合自己所需的產品。此系統
主要是藉由讓消費者設定其個人興趣、喜好特質
及產品購買價格，來過濾不符合需求的產品。並
且在產品搜尋後，將符合需求的產品項目，依建
議購買順序排列呈現出來。 

Firefly 的功能與 Personalogic 相似，目的在
幫助消費者找尋合適的產品。此系統主要是運用
在販售音樂 CD 和書籍等產品上。Firefly 藉由自
動 化 合 作 式 過 濾 方 式 (Automated Collaborative 
Filtering,ACF)來搜尋產品，並向消費者建議購買
的產品。產品購買建議主要是利用目前的消費者
與以往消費者的喜好品味近似程度來做建議。 

BargainFinder 是第一個販售廠商搜尋的購
物代理程式(Shopping Agent)。消費者給予一個特
定音樂 CD，此系統便會到線上廠商中搜尋符合

之產品且價格最低廉的販售廠商，並將結果傳送
與消費者。 

Jango 的功能與 BargainFinder 相似，不同處
在 於 找 尋 最 符 合 消 費 者 需 求 之 產 品 時 ，
BargainFinder 只對產品價格作考量，而 Jango 則
考量更多樣的產品特性(如產品價格、產品屬性
等)，但 Jango 仍無考慮產品的附加服務。 

Kasbah 是一個以 Web 為基礎的多個代理程
式(Multi-Agent)的線上議價系統。當消費者需要
購買或銷售產品時，可以藉由 Kasbah 建立一個
代理程式，並賦予策略指示，只要將代理程式送
至代理程式集中市場，代理程式便會積極的找尋
符合條件之買方或賣方，完成消費者所賦予的任
務。Kashah 是一個以代理程式為基礎的議價環
境，並且提供以代理程式為主的產品交易環境，
但代理程式並不具有學習能力。代理程式依買方
或賣方所訂定的限制條件來進行產品交易，產品
交易時有提供產品議價的功能，但僅止於買方出
價賣方回應接受或拒絕的議價方式。 

AuctionBot 是密西根大學的一個網路拍賣
伺服器，AuctionWeb 則是商業用途之拍賣網站，
兩者皆是電子商務中議價系統之典型實例。消費
者與廠商可以在所建立的拍賣會場依拍賣規則
出價。AuctionBot 較特別之處在於它提供一個介
面，可供消費者利用代理程式自動完成出價動
作。拍賣式的議價系統具有以下限制：出價無法
取消，缺乏時效性，議價只強調在產品的價格上
而非整體的價值。這些限制隱藏了廠商對消費者
的附加服務，也損失了廠商在其產品的差異性機
會[24]。 

       

       3. 網路購物方法論 

    一般消費者的傳統購物流程大概可分為需
求認知、資訊蒐集、評估及選擇等步驟[25]。網
路購物流程則可分為購買前的準備期、購買完成
期及購買後互動期等三個階段[11]。另外亦有以
軟體代理程式支援網路購物的研究[13]，在這類
的研究中網路購物流程分為需求識別、搜尋產
品、評選產品、議價、購買產品與運送、及產品
購後評估等步驟。但目前的研究大多僅提供搜尋
產品、評選產品、議價及購買產品等步驟而已。 

    本研究是屬於軟體代理程式支援網路購物
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之網路購物流程將以此類之
網路購物流程為基礎來設計。本研究將網路購物
流程分成產品搜尋、產品挑選、產品議價及產品
購買等四個步驟(圖 3-1)。其中，產品搜尋包含軟



 

體代理程式網路購物流程的需求識別、搜尋產品
等步驟，產品挑選、產品議價則與評選產品、議
價的功能相同，產品購買僅提供購買產品與運送
中之購買產品而已。至於，產品運送及產品購後
評估等步驟，將在後續的研究中探討。 

     圖 3-1 網路購物方法論之步驟 

3.1 產品搜尋 

產品搜尋主要是協助消費者搜尋符合需求
的產品。目前一般的網站大多提供分類搜尋及關
鍵字搜尋等方式來搜尋符合需求的產品。然而，
分類搜尋容易因多層的分類，而造成消費者在搜
尋過程中耗費大量時間，且必須知道產品分類才
容易搜尋等問題。而關鍵字搜尋也存在著消費者
必須鍵入適當關鍵字，且關鍵字多寡亦容易影響
搜尋結果等問題。有鑑於此兩種產品搜尋方式皆
有其問題，本研究主要將利用產品需求規格表來
搜尋產品。這種搜尋方式主要是透過產品的需求
規格來搜尋符合需求的產品，它可以減少分類搜
尋及關鍵字搜尋問題的發生。 

在本研究中，產品搜尋分成『消費者輸入
產品需求』及『搜尋產品』等兩個步驟。『消費
者輸入產品需求』主要是讓消費者輸入其對產品
的需求，『搜尋產品』則依據消費者所輸入之產
品需求來搜尋符合需求之產品。在本研究中，消
費者是以【產品需求規格表】來輸入產品需求，
然後利用輸入之【產品需求規格表】來搜尋產
品。【產品需求規格表】的內容如表 3-1 所示。 

表 3-1 產品需求規格表 

產品基本資料 產品功能特性 
產品名稱 產品功能特性描述 1 
產品價格範圍 產品功能特性描述 2 
廠商代理名稱 產品功能特性描述 3 

產品販售類型 產品規格 
販售類型 

表中，產品基本資料包含產品名稱、產品
價格範圍、廠商代理名稱、及產品規格等四項；
產品功能特性主要是以關鍵字描述產品功能與
基本特性；產品販售類型是廠商販售產品之類
型，分為可議價產品，不二價產品及特價產品等

三類。 

3.2 產品挑選 

    產品挑選主要是提供消費者由『產品搜尋』
所搜尋到符合需求之產品中挑選欲購買之產
品。當消費者能夠自行挑選產品時，則由搜尋到
符合需求之產品中挑選產品。若無法自行挑選
時，可利用產品挑選支援的功能，然後依產品挑
選支援所建議的購買順序來挑選產品。產品挑選
支援是提供消費者在無法自行挑選欲購買之產
品時，一個產品評估決策的機制。一般傳統消費
者在決定購買產品時，會經過一連串的評估與選
擇過程[26]。本研究針對此評估與選擇過程，提
供一個產品挑選支援的機制，幫助消費者在進行
網路購物時，能夠以多種評估標準來對多樣產品
進行評估，並從中挑選出最符合個人需求的產
品。 

目前網路購物支援系統[16][17]僅提供少數
固定的產品評估標準(如價格、基本屬性等)來進
行產品挑選支援。而本研究除了上述之評估標準
外，亦將考量廠商附加服務及消費者的喜好標準
(如顏色、樣式等)來多方面衡量產品的合適性，
藉此達到更充分的產品挑選支援。本研究所提供
的產品挑選支援，主要分成『選擇產品組合』、
『選擇產品評估標準』、『設定評估標準權重』、
『產品認知計分』及『產品評量』等五個步驟。 

(1) 選擇產品組合 

選擇產品組合是由消費者首先決定哪些產品
將列入產品挑選支援的產品組合中。消費者可以
從『產品搜尋』所搜尋到符合需求之產品中，挑
選欲進行決策比較的產品組合，以便後續的評
估。例如，消費者選購個人電腦時，可由所搜尋
到宏碁、大眾、迪吉多及 IBM 等四項產品中，
挑選其中宏碁、大眾及 IBM 等三項產品形成產
品組合。 

 (2) 選擇產品評估標準 

    選擇產品評估標準主要提供消費者選擇產
品組合中產品的評估標準。本研究提供由建議評
估標準中選取，及消費者自定評估標準等兩種方
式，來讓消費者選擇產品的評估標準。 

  1) 由建議評估標準中選取 

   消費者可由建議評估標準中，選取所需要
的評估標準項目，以便後續依評估標準項目中
之各項評估標準來進行產品評估。本研究所提
供之建議評估標準共有價格、品質、服務、可
用性及特殊性等五項評估標準，這主要是應用

產品搜尋

產品挑選

產品議價

產品購買



 

消費者行為理論 Howard-Sheth 模式之五項投入
變數[27]作為產品的評估標準。 

  2) 消費者自定評估標準 

   當本研究所提供之建議評估標準無法完全
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時，消費者可以根據自己的
需求自定評估標準項目。 

    例如，消費者選購個人電腦時，可由建議評
估標準中選擇價格、品質與服務等三項，及自
訂軟體相容性一項，此時評估標準項目共有價
格、品質、服務及軟體相容性等四項。 

(3) 設定評估標準權重 

設定評估標準權重是由消費者依據個人所
認為評估標準的相對重要性，給予每個評估標準
項目一個權重。權重設定的方式：最低 1 分、最
高 100 分，並且所有評估標準項目權重的總和為
100 分。 

例如，消費者選購個人電腦時，所選擇的
評估標準項目為價格、品質、服務及軟體相容性
等四項，消費者依其個人所認為評估標準的相對
重要性，設定權重各為 30，25，40 及 5，權重總
和為 100。由此權重可知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認
為最重要的是服務，其次為價格及品質，最後是
軟體相容性。 

(4) 產品認知計分 

產品認知計分是讓消費者依評估標準項目中
所選定的各項評估標準，分別對產品組合內各項
產品進行認知計分。認知計分主要是消費者依其
個人認知，針對單一評估標準項目檢驗產品組合
中各項產品，並以李克特量法的五尺度分別給予
計分。李克特量法的五尺度包含非常差(1 分)、
平均之下(2 分)、平均(3 分)、平均之上(4 分)及非
常好(5 分)等五種，由於李克特量法具有容易使
用及對每一個問題具有充分鑑別的能力[28]，故
本研究採用李克特量法作為消費者認知計分的
方法。 

例如，消費者選購個人電腦時，產品組合有
宏碁、大眾及 IBM 等三家產品，評估標準項目
有價格、品質、服務及軟體相容性等四項。消費
者針對每個評估標準項目分別給予每個產品的
認知計分如表 3-2 所示。如價格的評估標準方
面，消費者認為宏碁的價格位於平均之等級故給
予 3 分，大眾則位於平均之下(2 分)及 IBM 位於
平均之下(2 分)。 

 

表 3-2  產品認知計分表 

產品 
評估標準 

宏碁 大眾 IBM 
價格 3 2 2 
品質 3 2 4 
服務 4 1 5 
軟體相容性 3 3 2 

 計分尺度：1 分=非常差；2 分=平均之下； 
 3 分=平均；4 分=平均之上；5 分=非常好 

(5) 產品評量 

    產品評量是依照消費者所設定的各項評估
標準權重與各產品的認知計分，計算各產品的總
得分，並且依據產品總得分的高低來建議產品的
購買順序。在目前的研究[16][18]中，大多僅針對
單一評估標準(如價格等)來評量產品，然而本研
究則提供多項的評估標準來做產品評量。產品評
量的方法主要是應用補償性決策規則計算方法
[26]，利用多項的評估標準來考量消費者對產品
的偏好。本研究之產品評量方法如下： 





n

i ibBiWbR
1  

Rb：產品 b 之總得分 
Wi：第 i 項評估標準之權重 
Bib：第 i 項評估標準對產品 b 之認知計分 
n：評估標準之個數 

    在上述消費者選購個人電腦的例子中，利用
本研究之產品評量方法所計算的產品總得分如
下： 

宏碁總得分：30*3+25*3+40*4+5*3=340 

大眾總得分：30*2+25*2+40*1+5*3=165 

IBM 總得分：30*2+25*4+40*5+5*2=370 

    最後，依產品總得分的高低來建議購買順
序，本實例建議購買順序分別為 IBM、宏碁及大
眾。表 3-3 為消費者選購個人電腦例之產品挑選
支援彙整表。 

表 3-3 產品挑選支援彙整表 

產品 
評估標準 標準權重 

宏碁 大眾 IBM 
價格 30 3 2 2 
品質 25 3 2 4 
服務 40 4 1 5 
軟體相容性 5 3 3 2 
總得分 340 165 370 
建議購買順序 2 3 1 

 

3.3 產品議價 



 

產品議價主要是提供一個當消費者對產品
價格或附加服務不滿意時，可以和廠商進行協議
的機制。在傳統交易市場中，消費者在購買產品
時，若對產品價格或廠商所提供的附加服務不滿
意，可以直接與廠商進行議價。議價方式為消費
者與廠商雙方可提以出議價方案，在一來一往的
議價中達到買賣雙方皆可接受的議價方案後成
交，若無法達成議價則交易將不成立。 

目前一般的購物網站大多沒有提供產品議
價的功能，消費者僅能面對產品標價決定是否購
買， 無法 與廠 商進 行議價。僅 Kasbah[18]、 
AuctionBot[19] 與 AuctionWeb[20]等少數網站有
提 供 產 品 議 價 的 功 能 ， 但 AuctionBot 與
AuctionWeb 屬於拍賣性質的網站，只提供消費者
多次喊價的議價功能，無法提供消費者與廠商一
來一往的議價能力。並且在議價時只考慮產品價
格因素，沒有對廠商所提供的附加服務加以考
量。至於 Kasbah 則僅提供買方出價賣方單純的
回應接受或拒絕的議價方式，沒有提供討價還價
的互動能力，並且在議價時也只有考慮產品價格
因素。 

在本研究中，將提供買賣雙方皆可以出價
一來一往的議價功能，達到消費者與廠商有如傳
統交易市場的議價方式。另外，傳統交易市場的
議價是由買賣雙方以人工方式達成，而本研究將
提供買賣雙方自動議價的功能，並且在決定產品
價格時各自考量消費者或廠商的立場來定價。本
研究之產品議價分為『議價申請』、『議價前置
準備』及『議價進行』等三個步驟。 

(1) 議價申請 

   議價申請是當消費者對欲購買產品的價格或
附加服務不滿意時，可以提出產品議價的申請。
產品議價的申請是由消費者填寫議價申請單來
提出申請，議價申請單分為基本資料及消費者購
物基本資料等兩大部份，分別各有議價產品名
稱、議價產品廠牌與議價產品代號等三項，及會
員編號與欲購買之數量等二項(表 3-4)。 

表 3-4 議價申請單 

產品基本資料 消費者購物基本資料 
議價產品名稱 會員編號 
議價產品廠牌 
議價產品代號 

欲購買之數量 
 

    消費者在填寫議價申請單後，廠商會檢驗消
費者的議價資格，當消費者具有議價資格時才允
許議價。消費者的議價資格由廠商指定，包含身
分及購買數量等兩項。 

(2) 議價前置準備 

   議價前置準備是當消費者完成議價申請且通
過議價資格檢驗後，準備議價進行時所需的相關
資料。本研究提供自動議價的方式，因此在議價
前置準備中會產生買方及賣方議價代理人，並且
由它們來準備議價時所需的相關資料。以下，分
別就買賣雙方議價代理人之議價前置作業加以
說明。 

  1) 買方議價代理人前置作業 

    買方議價代理人前置作業主要是提供消費
者議價資料表，給消費者設定議價條件，以作
為買方議價代理人議價進行時之依據。消費者
議價資料表包含廠商提供議價資料及議價基
本考量項目等兩部份(表 3-5)。 

    其中，廠商提供議價資料包含服務議題及
服務選項等兩種。服務議題是廠商所提供可進
行協議的服務議題。服務選項是廠商於每個服
務議題中所提供可替代的服務選項。議價基本
考量項目包含服務議題重要性、服務選項重要
性、產品出價範圍(最希望購買價格及最高可接
受價格)、及議價時價格調漲幅度。 

表 3-5 消費者議價資料表 

廠商提供議價資料 議價基本考量項目 
服務議題重要性 服務議題 
服務選項重要性 

最希望購買價格 產品出價 
範圍 最高可接受價格 

服務選項 

議價時價格調漲幅度 

  2) 賣方議價代理人前置作業 

     賣方議價代理人前置作業是準備議價時所
需廠商的議價資料(廠商議價資料表)。廠商議
價資料表由廠商事先提供，主要是設定廠商在
議價時的議價條件。 

     廠商議價資料表(表 3-6)有以下八項：1.價
格議題(廠商販售該產品的價格)、2.服務議題
(廠商提供的附加服務，每一項附加服務是一
個服務議題)、3.服務選項(廠商於每個服務議
題中提供可替代的服務選項)、4.服務議題重要
性(廠商設定各服務議題的相對重要性)、5.服
務選項重要性(廠商設定各服務議題的相對重
要性)、6.服務選項索價(廠商設定各服務議題
中各服務選項所索取之價格)、7.服務選項費用
(廠商設定各服務議題中各服務選項的基本費
用)、及 8.議價限制(廠商訂定議價的限制有資
格限制及折扣條件等兩種)。 

 



 

表 3-6 廠商議價資料表 

價格議題 
服務議題 
服務選項 
服務議題重要性 
服務選項重要性 
服務選項索價 
服務選項費用 

資格限制 議價限制 

折扣條件 

(3) 議價進行 

   買賣雙方議價代理人在完成議價前置準備作
業後，即可正式進行議價。議價過程消費者與廠
商皆不參與，直到自動議價完成後會通知消費者
確認最終的議價結果。以下分別就買方及賣方議
價代理人的議價過程加以說明。 

  1) 買方議價代理人議價過程 

    買方議價代理人處理議價的過程包含『擬定
最初議價方案』、『傳送議價方案並等待議價
結果』、『處理議價結果』及『提出新的議價
方案』等四個步驟。 

    (Ⅰ) 擬定最初議價方案 

      買方議價代理人依消費者所設定的消費
者議價資料表，來擬定最初議價方案。議價
方案由分為價格及服務兩個部份所組成，價
格部份是依據消費者議價資料表之[產品出
價範圍]來決定價格，而服務部份則依據[服
務選項重要性]選取服務議題中之服務選
項。最初議價方案是最低價格且最優先服務
之議價方案，它是由[產品出價範圍]中的最
希望購買價格來當成價格部份(最低價格)，
而依據[服務選項重要性]選取各服務議題中
之服務選項重要性最大者來當成服務部份
(最優先服務)。 

    (Ⅱ) 傳送議價方案並等待議價結果 

      買方議價代理人將擬定之議價方案傳送
給賣方議價代理人，並且等待賣方議價代理
人對議價方案的議價結果。 

    (Ⅲ) 處理議價結果 

      當買方議價代理人收到賣方議價代理人
的議價結果時，將對議價結果進行處理。處
理議價結果分為『處理議價成交』及『處理
議價提案』等兩種情形。 

      Ⅰ) 處理議價成交 

         當議價結果為成交時，記錄議價資料
及議價成交結果，然後結束議價。 

      Ⅱ) 處理議價提案 

         當議價結果為賣方議價提案時，買方
議價代理人將依價格優先或服務優先來
處理。 

        Ⅰ. 價格優先處理：首先比較賣方議價
提案的價格是否與買方原議價方案的
價格相同。當價格相同時，確認賣方議
價提案的服務是否為可接受，若服務為
可接受時，通知賣方議價代理人議價結
果為成交，記錄議價資料及議價成交結
果，然後結束議價。若服務為不可接受
時，【擬定新的議價方案】。當價格不
同時，亦【擬定新的議價方案】。  

        II. 服務優先處理：首先確認賣方議價
提案的服務是否與買方原議價方案的
服務相同。當服務相同時，確認賣方議
價提案之價格是否為可接受，若價格為
可接受時，通知賣方議價代理人議價結
果為成交，記錄議價資料及議價成交結
果，然後結束議價。若價格為不可接受
時，【擬定新的議價方案】。若當服務
不同時，亦【擬定新的議價方案】。 

【擬定新的議價方案】 

    新的議價方案有加價議價方案及次優先服
務議價方案等兩種。加價議價方案主要是根據原
議價方案以消費者議價資料表中的[議價時價格
調漲幅度]來調漲價格部份(加價)，而服務部份仍
以原議價方案之服務為服務。但價格不得大於
[產品出價範圍]之最高可接受價格。次優先服務
議價方案主要是依據原議價方案以消費者議價
資料表中[服務議題重要性]及[服務選項重要性]
等兩項資料來擬定服務部份，價格部份則維持原
議價方案之價格。 

    (Ⅳ) 提出新的議價方案 

       若新的議價方案存在時，則回到(Ⅱ)傳送
議價方案並等待議價結果。若不存在時，
通知賣方議價代理人議價失敗，記錄議價
資料與議價失敗結果，然後結束議價。 

  2) 賣方議價代理人議價過程 

    賣方議價代理人議價過程包含『等待及接收
議價資料』及『處理議價資料』等兩步驟。 

    (Ⅰ) 等待及接收議價資料 



 

       賣方議價代理人等待及接收買方議價代
理人所傳來的議價資料。 

    (Ⅱ) 處理議價資料 

       賣方議價代理人在收到議價資料後，將
處理議價資料。議價資料有議價結果及議
價方案等兩種。 

      Ⅰ) 當議價資料為議價結果時 

   首先確認議價結果是成交或失敗，若
議價成交時則記錄議價成交結果做為交
易處理時之根據，然後結束議價。若議
價失敗時，則直接結束議價。 

      Ⅱ) 當議價資料為議價方案時 

         首先依據議價方案的服務來計算買方
所應付的價格，計算方式是依據廠商議
價資料表中的[服務選項索價]及[折扣條
件]來計算。在計算應付價格後，將根據
應付價格來處理議價方案。當應付價格
小於等於買方議價方案的價格時，通知
買方議價代理人議價結果為成交，記錄
議價成交結果做為交易處理之依據，然
後結束議價。當應付價格大於買方議價
方案的價格時，賣方議價代理人將擬定
新的議價提案。 

         新的議價提案有同價格且不同服務及
不同價格且同服務兩種。同價格且不同
服務之議價提案是將以買方議價方案的
價格(買方出價)為基礎，依廠商議價資料
表中的[服務選項索價]及[折扣條件]，計
算於買方出價下賣方所能提供的服務選
項，藉此形成新的議價提案。不同價格
且同服務之議價提案是將以買方議價方
案之服務選項為基礎，依廠商議價資料
表中的[服務選項索價]及[折扣條件]，計
算買方議價方案之服務選項賣方所應索
取的價格，藉此成為新的議價提案。 

         在擬定同價格且不同服務及不同價格
且同服務之議價提案後，將由其中挑選
對廠商而言獲利較大的議價提案當成議
價結果，通知買方議價代理人。 

買賣雙方議價代理人自動完成議價後，買方
議價代理人會將議價結果傳給消費者確認。消費
者在確認議價結果時，若對產品價格滿意時，則
可進入產品購買步驟。若不滿意時，則可以再對
其他產品進行議價，或重新挑選新的產品。 

3.4 產品購買 

產品購買提供消費者可以向廠商訂購產品
的功能，消費者將依廠商所提供的產品購買單來
購買產品。產品購買單的內容分為產品基本資料
及消費者基本資料兩部份。其中，產品基本資料
有產品名稱、廠商代理名稱、產品編號、產品價
格及產品購買數量等項目，消費者基本資料有姓
名、會員編號、聯絡地址、聯絡電話及電子郵件
地址等項目(表 3-7)。 

       表 3-7 產品購買單 

產品基本資料 消費者基本資料 
產品名稱 姓名 
廠商代理名稱 會員編號 
產品編號 聯絡地址 
產品價格 聯絡電話 
產品購買數量 電子郵件地址 

    當消費者填寫產品購買單完成後，廠商將檢
驗產品購買單的內容，確認填寫的資料是否完
整，產品價格與消費者基本資料是否正確。檢驗
【產品購買單】無誤後，將記錄購買產品的相關
資料，完成網路購物。 

 

       4.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 

4.1 系統設計原則 

  網際網路消費者購物支援系統依據以下原
則設計： 

(1) 與方法論配合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將以支援網際網路消費
者購物方法論為主，因此支援系統將與方法論各
步驟密切配合。並且將以方法論為基礎來支援網
際網路消費者購物之進行。 

(2) 支援系統使用方便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將利用全球資訊網相關技
術來建構，消費者僅需連上網際網路，利用全球
資訊網瀏覽器即可使用網路購物支援系統，並不
需做額外或繁雜的設定及安裝。 

(3) 使用者介面親切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將設計親切的使用者介
面，使得消費者能夠愉快的進行網路購物，並且
將提供系統操作說明，讓消費者在不會使用時給
予適當的協助。 

(4) 跨平台性與移植性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將考慮在任何作業平台皆
可執行，並且能夠移植到任何全球資訊網伺服器
上為原則來設計。 



 

4.2 支援系統架構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之系統架構由『使用者
介面部份』、『系統控制部份』及『資料庫部份』
等三大部份所組成(圖 4-1)。 

      圖 4-1 支援系統之系統架構圖 

以下，將針對支援系統之『使用者介面部
份』、『系統控制部份』及『資料庫部份』等三
大部份加以說明。 

(1) 使用者介面部份：配合方法論分成 4 個小部
份。 

  1) 產品搜尋：提供讓消費者輸入其所需之產
品需求、及顯示搜尋到符合消費者輸入產品需
求之產品等畫面。 

  2) 產品挑選：提供顯示消費者挑選符合個人
需求之產品挑選建議、及讓消費者自行挑選產
品或是依據產品挑選建議所建議的來挑選產
品等畫面。 

  3) 產品議價：提供讓消費者填寫議價申請單
以進行議價之申請、議價前準備消費者與廠商
議價資料、及讓消費者檢視議價進行的過程與
議價結果等畫面。 

  4) 產品購買：提供讓消費者填寫產品購買單
來購買產品的畫面。 

(2) 系統控制部份：配合方法論分成 4 個小部份。 

1) 產品搜尋：提供消費者輸入產品需求、及
依據消費者輸入之產品需求搜尋產品資料庫
中符合需求之產品等控制功能。 

  2) 產品挑選：提供依據消費者所設定條件計
算各符合產品需求之產品的得分，然後依得分
高低排列產品購買建議順序、及消費者挑選產
品等控制功能。 

  3) 產品議價：提供消費者申請議價、議價進
行前消費者議價條件之設定與議價廠商資料
之準備、及根據消費者議價條件與議價廠商資
料自動進行議價等控制功能。 

  4) 產品購買：提供消費者購買產品的控制功
能。 

(3) 資料庫部份：提供系統控制部份所需的資
料，大概可分為五部份。 

  1) 產品需求規格資料庫：儲存產品之需求規
格，以供消費者輸入產品需求之參考。 

  2) 產品資料庫：儲存產品分類及分類細項，
以供產品搜尋及產品挑選之用。 

  3) 廠商議價資料庫：儲存廠商在議價時所提
供的議價條件及相關資料，以便議價時有關廠
商資料之設定。 

  4) 議價結果資料庫：儲存消費者在議價時所
設定的議價資料及議價結果，以便作為產品購
買時之依據。 

  5) 消費者購買資料庫：儲存消費者購買產品
的紀錄，此記錄可供產品出貨及產品銷售之參
考。 

4.3 支援系統實作 

目前網路購物支援系統是架構在 Windows 
NT 的全球資訊網伺服器(IIS)上，支援系統之系
統結構圖如圖 4-2 所示。消費者只要連上網際網
路且透過全球資訊網瀏覽器，即可與本支援系統
連 線 進 行 網 路 購 物 。 此 支 援 系 統 主 要 利 用
Borland C++ Builder(BCB)的 ActiveX Form 來開發
應用程式的部份，並且透過 BCB 所提供的資料
庫界面 BDE 來存取資料庫。資料庫則是利用
BCB 內附的 Paradox 資料庫來實作。 

   圖 4-2 支援系統之系統結構圖 
 

       5. 實例試用 

本節將利用消費者網路購物實例，來測試
本研究所提之網路購物方法論及所實作之網路
購物支援系統。網路購物實例為筆記型電腦之購
買，消費者對筆記型電腦之需求如下： 

 產品價格範圍：45,000~60,000 元間 

 產品規格：CPU 是 INTEL 公司出品的 

 產品功能特性：具有可攜性高、ALL-IN-ONE
設計及可支援 DVD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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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販售類型：可議價產品 

 產品評估標準：以價格、品質、服務及可攜
性等四項標準來評估產品 

【進入網路購物支援系統】 

消費者首先利用全球資訊網瀏覽器進入網
路購物支援系統，在成功進入後將出現圖 5-1，
在此消費者可透過瀏覽器來進行網路購物。例
如，本實例為筆記型電腦之購買，將選擇圖 5-1
中之[電腦產品類]，然後將出現圖 5-2。 

以下，將依網路購物方法論的各步驟，說明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中所提供的網路購物過程。 

【產品搜尋】 

產品搜尋主要是讓消費者輸入產品需求，
並利用所輸入之產品需求搜尋符合需求之產
品。在本實例中，消費者在圖 5-2 上方之[產品需
求規格表]內輸入產品需求，然後按下”搜尋”
鈕，將在圖下方[產品展示列]中顯示符合需求之
產品。 

【產品挑選】 

產品挑選提供消費者在搜尋到的產品中挑
選符合個人需求之產品。當消費者可以自行挑選
時則直接挑選產品，若無法自行挑選時則可利用
產品挑選支援的建議購買順序來輔助產品挑
選。在本實例中，當消費者可以自行挑選產品
時，可由圖 5-2 下方之[產品展示列]中挑選產
品，然後按下”產品議價”或”產品購買”鈕，則可
進入【產品議價】或【產品購買】步驟。若消費
者無法自行挑選產品時，則可按下圖下方之”產
品挑選支援”鈕，此時支援系統將根據方法論中
所提之方法進行產品挑選支援。最後將出現圖
5-3，在[產品評量表]中將顯示建議購買順序，以
供消費者挑選產品之參考。接著按下”結束”鈕，
將回到圖 5-2 讓消費者挑選產品。 

【產品議價】 

產品議價主要提供消費者與廠商間對產品
價格做討論的機制。本支援系統採用自動議價的
方式，當消費者提出議價申請後，系統將準備消
費者與廠商之議價資料，然後進行議價，並將議
價過程及議價結果顯示出來。例如，圖 5-4 為本
實例之議價過程及議價結果的畫面，由圖右方之
[買方議價記錄表]及[賣方議價記錄表]中可以看
出雙方經過 14 次協議後議價成功。議價結束後
按下”確認”鈕，將記錄議價結果並回到圖 5-2。
此時消費者可按圖下方之”產品購買”鈕，進入
【產品購買】步驟。 

【產品購買】 

產品購買提供消費者購買產品的功能。採
用的方式為填寫產品購買單，此時若有議價成功
時產品價格將以議價成功之價格為準。圖 5-5 為
本實例之產品購買單，在此消費者填寫圖中之
[產品數量]及[消費者基本資料]、按下”完成”鈕
後，系統檢驗消費者基本資料，並將結果顯示在
圖下方之[購買單檢驗欄]中。當檢驗合格時，表
示購買產品已完成，此時可按下”結束”鈕，結束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 

 
     圖 5-1 網路購物支援系統主畫面 

 
      圖 5-2 產品搜尋之畫面 

 
      圖 5-3 產品挑選之畫面例 



 

 
     圖 5-4 產品議價之畫面例 

 
     圖 5-5 產品購買之畫面 

       6. 結論 

隨著網際網路的興起，提供網路購物的網
站越來越多。但目前網際網路上全球資訊網購物
網站(網路購物支援系統)，大多提供以線上購物
(產品購買)的功能為主，並且沒有提供一套方法
論有效的來支援從產品搜尋、產品挑選、產品議
價到產品購買整個網路購物的過程。在本研究
中，提出一套方法論支援整個網路購物的過程。
此方法論，除了支援整個從產品搜尋到產品購買
的網路購物過程外、也改善了目前網路購物支援
系統的缺點。為使本研究所提之方法論能夠更有
效的來支援消費者網路購物，也設計及開發以本
研究所提方法論為基礎的網路購物支援系統。 

藉由實例試用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提之方
法論及所開發之網路購物支援系統，能夠提供消
費者在網路購物時適度的支援。在產品搜尋方
面，消費者能以產品需求來搜尋產品；在產品挑
選方面，多方面考量產品評選標準來建議消費者
應購買產品的順序；在產品議價方面，同時考慮
買賣雙方的利益以自動議價方式有效率的來議
價；最後在產品購買方面，除了提供購買產品的
功能外，也提供產品價格正確性的確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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