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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Commerce B2B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Development 

摘要

(中) 

在全球貿易自由化趨勢下，藉由網際網路推展電子商務，已成為世界各國

經貿發展之新指標，但我國出口貿易商對電子商務的應用大多以電子郵件

及設置企業網站為主。雖然本國企業對外國企業之 B2B 電子商務其難度



相較於國內企業間之 B2B 電子商務高而且複雜，但為了順應時代潮流，

已不容許我國業者躊躇，我國貿易業者宜把握國際經貿電子商務所帶來之

新契機，突破傳統接單模式，創造營運優勢營。 因此本研究設立了：報

價條件、信用調查、即期付款、分期付款、討價還價、交貨條件、產品規

格、佣金條件、數量條件、提前備貨等十項研究變數，並建立此十項變數

對國際貿行銷資訊系統無關之假說，採專家訪談的方式對國內出口貿易商

進行國際訂單在 B2B 架構進行網站下單其系統發展流程的困難與障礙研

究，在專家訪談資料分析中此十項假說檢定全部顯著，並且發現行業別與

交易對象關係不同對網站下單的認知有很大差異。 最後根據資料分析結

果以及國際行銷資訊系統專家意見，提出國際訂單在 B2B 架構進行網站

下單最適化之系統發展流程，此流程主要包含網站下單前、網站下單後、

契約成立前、契約成立後四項管制機制及外銷訂單之單價自動回應機制、

討價還價機制。在系統發展架構上提出 Twin-Application Server 之系統發展

架構。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完全符合國際訂單之交易流程，期望本研究結果

能提升國際貿易訂單網站下單之普及率。  

摘要

(英) 

In the trend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sm, the electronic commercial B2B under the 

internet structure become the new inde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world wide.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B2B is highly complicate than domestic, to meet the 

world trend, there is no time for us to have any hesitate to loss the new opportunity 

coming from this new trend and our industries should break themselves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to create more advantage of business. I hereby establish the 

followings 10 variable factor to study its related impact to world international 

trading information system, and have the comment from some specialist to address 

the reason of why our industrial is not populate to this B2B structure and where is 

the barrier。The ten variable statistic test have been conducted. In these expert 

interview analysis, the result of the ten hypotheses are obviously significant and 

those have variation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partnership of this B2B electronic 

commercial.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nd the opinion from the specialist of 

global business information system, we have build up the optimal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flow for B2B Model of export Orders and the optimal 

Inform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Structure named Twin-application Server. This 

flow major consist the before and after order from internet, the before and after the 

contract signed, these four management control, the management of immediately 

auto-apply the unit pricing and negotiation. This study support international ordering 

placing and could widen the commercial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o 

international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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