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 章

生產者策略與創新

7.1 模組化與獨佔市場

圖 7.1: 模擬獨佔者

註: 軟體畫面擷取自 http://www.economicswebinstitute.org/essays/monopolist.htm。

在教課書上, 獨佔也是造成市場效率無法充分發揮的原因, 亦即市場失靈的

因素之一。 社會福利因為獨佔的定價而無法充分實現, 利用這個模型, 我們將有

機會來討論生產者競爭與社會福利的關係。 傳統上,對市場失靈的討論焦點在定

價的問題, 因為獨佔定價往往造成社會無謂損失 (deadweight loss)。 實際上獨

佔者對於市場需求並非如理論介紹般那麼清楚透明 (Piana, 2002)。 換言之, 市

場需求是動態的, 而獨佔者仍然可以使用定價和產量來測試市場需求 (圖 7.1)。

相對而言, Piana (2002) 的教學平台已經將市場需求的未知以及不確定性考慮

進來, 其重點仍然是在教育獨佔者的定價能力; 然而, 獨佔者的創新效果難以單

純反應在商品的價格和數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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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基本模型參數表

參數名稱 型態 (變數) 資料範圍 設定值

生 產 者 參 數

生產者人數 整數 (np) [1, ∞) 1
初始化資本 整數 (K0) [1, ∞) 500
每代注入營運資本 整數 (K) [1, ∞) 500
存貨調整速率 實數 (λ) [0, 1] 80%
產品成本加成率 實數 (η) [0, ∞) 100%
產品折價率 實數 (rd) [0, 1] 0%
研究與發展比率 實數 (γR&D) [0, 1] 1%
研究與發展上限 實數 (R&D) [0, ∞) 500
廣告支出比率 實數 (ra) [0, 1] 0%
單位節點成本 實數 (c) [0, ∞) 1.0

GP 運 作 元 參 數

原始砌磚數目 整數 (ρ) [1, ∞) 5
商品樹初始深度 整數 (dini) [1, 17] 5
商品樹最大深度 整數 (dmax) [1, 17] 11
競賽選樣比率 實數 (rts) [0, 1] 10%
交配率 實數 (pc) [0, 1] 90%
突變率 實數 (pm) [0, 1] 80%
樹突變比率 實數 (rtm) [0, 1] 50%
自動定義終點 布林 (ADT) T, F T

消 費 者 參 數

消費者人數 整數 (nc) [1, ∞) 100
消費者每人所得 整數 (I) [1, ∞) 10000
總偏好深度 整數 (dp) [1, 17] 6
共同偏好深度 整數 (dc) [1, dp] 5
偏好轉換效用底數 整數 (z) [2, 10] 4
願付價格與效用兌換率 實數 (ν) [0, ∞) 5.0
搜尋強度 實數 (rs) [0, 1] 100%

時 間 排 程

每代交易日數 整數 (Day) [1, ∞) 6
代數 整數 (Gen) [1, ∞) 5000

7.1.1 基本模型

表 7.1為基本模型的參數設計,其乃是依據第 6章所討論的原則所設計。我們以

接下來各項模擬的變數, 若未特別指定參數值, 將以表 7.1 為參數的預設值。 從

基本模型出發, 模組化能力為本節觀察的重點。 因此, 自動定義終點 (ADT) 為

操弄的主要變數。 我們使用 GP 來表現商品的目的在於其具有良好的階層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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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性。 加上 ADT來表現模組化。 因此,為了瞭解模組化的功能是否正常發揮,

我們分別測試幾種情境。 包括獨佔、兩家寡佔兩種主要的市場結構。

表 7.2: 模組化模型參數表

參數名稱 型態 (變數) 資料範圍 設定值

標準生產者

自動定義終點 布林 (ADT) T, F (1) F
模組化生產者

自動定義終點 布林 (ADT) T, F (2) T

註: (1), (2) 為生產者編號對應適用參數, 其餘參數同表 7.1。 兩組實驗各獨立進行 50 次。

獨佔的安排如表 7.2, 兩生產者分別為標準生產者 (未使用 ADT) 與模組

化生產者 (使用 ADT 的生產者)。 其餘的參數皆固定不變。 這個設定之目的希

望觀察創新活動進行的情況與模組化能力的關係。 我們分別對兩組實驗設計獨

立執行。 每次實驗中, 消費者的偏好 (代表生產者所面對的市場環境) 皆保持不

變, 維持一致的比較基礎。 接著計算模擬結果的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獲利表現。

最後將消費者偏好中共同的部分以視覺化的方式呈現, 並選出幾個典型的商品

做比較, 如此一來, 可約略瞭解創新深入人心的程度。

消費者剩餘為消費者在某一時點針對某一特定商品願付最高價扣除商品定

價後之值, 消費者剩餘亦為消費滿足感的引伸, 需要商品實際成交才得以實現。

然而, 在不同的偏好下滿足感的定義會有所不同。 為了使不同的偏好設定與不

同的實驗有共同的比較基礎, 我們在滿足感的計算上皆以標準化之後的數值來

表示。 標準化的方式是以實現的消費者剩餘除以最大可能實現的消費者剩餘。1

由於開始時此值通常很小, 所以我們再將標準化的數 (介於 0 到 1 之間) 值放

大 1000 倍。 因此若我們得到某一個消費者實現的滿足感為 250, 則該消費者被

生產者商品滿足的程度為 250/1000 = 25%。 當滿足程度為 100% 表示該消費

者的偏好已經完全被發掘, 這是我們模擬要盡量避免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消費者的偏好,在表 7.1中, 消費者的共同偏好深度為 5, 總偏好

深度為 6。 因此,圖 7.2顯示的為深度為 5的共同部分,其中最上面的功能 F1

會再連結到更上一層的功能, 同時, 上一層功能也會有另一個深度為 5 的子樹。

因此, 若要將每個消費者的偏好列出來是有困難的。 每個消費者需要圖 7.2 兩

1最大可能實現的消費者剩餘計算方式是假設消費者消費到與自己偏好完全相同的商品時,
其所能得到的效用計算出的願付最高價格再扣除該商品的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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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消費者共同偏好

倍大的空間, 總共有 100 位消費者, 就會有 100 種不同的偏好表現。 因此, 我們

僅在圖 7.2 顯示共同偏好的部分, 其餘的部分則需要依靠想像力來填補。2

7.1.2 獨佔環境模擬樣本數

為了得到有效率的統計結果,我們並非無限制的重覆執行模擬。計算機模擬所需

的計算成本也應考慮進來。 無疑地, 這跟我們所得到的初步樣本性質有關, 樣本

變異數愈大, 若欲達到所需的統計精確性, 所需要的樣本量愈多; 相反的, 變異

數愈小, 所需的樣本量愈少。 Law and Kelton (1991) 的書中第 532 頁敘述樣

本大小與信賴區間的抵換關係。 我們可以期待不同的模擬環境將帶來不同的樣

本變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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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累積樣本期望值與樣本數

2這裡牽涉到一些技術性的細節, 在共同偏好的部分是採用完全法的方式來產生, 其餘的則
是使用 RHH 方式產生。 這是為了避免共同偏好長出太過於歪斜的樹, 而使生產者所面對問題
複雜度改變。

64



經濟學中的創新 第 7 章 生產者策略與創新

以獨佔的情況來說, 沒有競爭壓力, 而且消費者的偏好具有良好的特性。 整

個環境對獨佔者而言, 算是相當穩定, 因此預期需要的模擬樣本數不需太多。 我

們將每一次模擬 5000 代所得到的統計量做為一個樣本點, 累積不同的模擬次

數, 來觀察樣本平均的座落情況以及對母體變量估計的信賴區間。 圖 7.3 的例

子中, 顯示單獨一家模組化生產者的樣本累積平均投資報酬率 (ROI, return on

investment), 隨著樣本數 (n) 增加, 我們可以觀察到平均投資報酬率的期望值

有愈來愈穩定的趨勢, 同時 95% 的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也隨著樣本

數增加而縮小。 信賴區間的計算方式為 x̄±Z0.05/2×s/
√

n, 其中 x̄, s為樣本期

望值和標準差。 在初步 50 次的模擬中, 我們觀察各變數的累積樣本期望值與樣

本數的關係, 當樣本數大於 35 時, 期望值對樣本數的敏感度變得非常小。 95%

的信賴區間範圍已經縮小至正負 1% 以內。因此, 我們選擇模擬樣本數為 50, 應

可以合理估計模擬的母體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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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消費者福利滿足程度

註: 為每代 50 次模擬平均值的極大值 (左) 與平均值的期望值 (右)。

7.1.3 消費者福利與生產者表現

消費者福利 圖 7.4 顯示兩種不同設定的實驗, 模組化生產者為藍線與標準生

產者的紅線在滿足消費者福利上的差異。 極大值的涵意是所有消費者之中各期

滿足感最高者的值。 平均值則是 100 位消費者在各期的平均滿足感。 50 次模擬

會有 50 組時間序列圖, 因此每個記錄時間點有 50 個數值。 圖 7.4 每期的數值

為 50 個數值的平均與極大值。 從兩種生產者的表現反應在消費者的滿足程度

可以推論出這個差異, 並肯定模組化生產者對消費者有較長遠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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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表現 接下來我們觀察獲利表現, 本文所計算的投資報酬率以代為計算

單位, 以每代結束時計算當代獲利的結果。3 我們將各數值表現的結果整理在表

7.3 中, 其中投資報酬率的計算方式為: 報酬率 = 利潤 / 當期投資總額。 我們

未使用資本報酬率做為指標, 其原因是資本報酬率為利潤除以營運資本, 然而,

在定義營運資本有困難, 因為生產者每代所賺的利潤全數會再投入營運資本中,

不像一般企業會分配紅利、 員工薪資、與場地租金等。我們的模型並沒有這些分

配的機制, 每代的利潤都會全數累積下來, 使得資本額呈現單調成長, 而市場規

模並沒有改變的情況下, 以其計算的報酬率將會有所偏誤。

表 7.3: 生產者獲利表現

生產者型態 平均報酬率 平均銷售額 平均利潤 期末總資本額 存貨折損率

標準生產者 84.90%∗∗∗ 71,028∗ 32,533∗ 165,083, 133∗ 7.55%
(1.63%) (3,582) (1,728) (8,636, 988) (0.83%)

模組化生產者 83.71% 66,551 30,193 153,390, 083 8.16%∗∗∗
(1.79%) (2,975) (1,306) (6,524, 595) (0.91%)

p-value 0.9927 0.9337 0.9087 0.9122 0.0001

註1: 以上為兩種生產者個別獨立 50 個模擬的結果。 括號內的數值為標準差。 p-value 為 t 檢

定的結果, 虛無假設, H0: 標準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 模組化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註2: 星號 *, **, *** 分別代表 10%, 5%, 以及 1% 顯著水準下, 變數期望值顯著較高。 往後
檢定皆比照此規則。

若我們將表 7.3 中的平均銷售額扣除平均利潤, 可以得到兩組生產者的平均

成本, 分別為標準生產者 38,495 與模組化生產者 36,358。 我們發現模組化生

產者平均利潤與成本皆較低。 再加上圖 7.4 的線索, 不難拼湊出模組化生產者

在 ADT 的幫助下, 較有能力生產出有意義的商品。 因為生產者採用成本加成

定價, 若能節制商品的製造成本, 即相當於控制商品的定價。 另外, 可以由存貨

折損率來觀察,模組化生產者的折損率顯著高於標準生產者,表示其商品更迭的

頻率相當高。所以我們試著以這些觀察來說明為什麼在獨佔環境下,模組化生產

者的表現不佳的原因。一方面是製造成本較低以致定價較低,最後導致其報酬率

較低; 二方面表示其創新頻率較高。 因為一旦市場上有革新性的產品, 消費者會

趨之若鶩並且放棄先前的商品, 導致原先已經量產的商品大量折損。 反觀標準

生產者商品一旦變得複雜, 因為沒有模組化的概念, 其努力往往是徒增成本, 反

3除非經過校準, 這個結果並無法與真實的時間單位, 例如, 對照日報酬率、 月報酬率或年報
酬率等。 代理人基模型相對為簡化的環境, 如: 成本面、 行銷面等因素皆如此。

66



經濟學中的創新 第 7 章 生產者策略與創新

With ADT 

Without ADT 

圖 7.5: 第 26 次模擬, 生產者獲利最高的商品

註: 第 1000 代, 上為模組化生產者的商品, 下為標準化生產者的商品。 綠 (淺) 色虛線框的是與

消費者共同偏好吻合的部分, 紅 (深) 色虛線框的是已經成為 ADT 的部分。

應出來只是提高售價,並非真正提供消費者更高的滿足感。所以可以有較高的獲

利同時存貨折損率也較低,因為創新的能力較低,不容易再發現消費者更深層的

偏好。

直覺地來看, 這裡兩組生產者是獨立分別模擬, 消費者沒有被賦予議價能力,

在沒有替代商品的情況下, 滿足程度雖然較低, 但只要低於願付價格一點點, 其

仍然會購買。 因此, 在沒有競爭者的環境下, 標準生產者沒有生存壓力, 生產的

商品容易停滯在某一形式; 換言之, 標準生產者的產品僵化, 不易在組成刺激消

費者的新產品。 另一個角度來看, 兩個組生產者的商品有相同的加成率, 而模組

化生產者的存貨折損率之所以會比較高, 乃是因為其所推出的新商品較容易被

市場接受, 所以導致商品過渡或存貨折損發生頻率較高, 間接使報酬率下降。4

我們再仔細來研究兩種生產者的投資報酬率, 根據生產者所制定的加成率

(100%), 其報酬率應為 100%, 但實際上生產者的報酬率皆小於 100%。 亦即

投資額中約有 8% 會花費在研發無法回收的新商品上, 連同這部分原本如果賣

出可以多帶來約 8% 的利潤, 來回共侵蝕約 16% 的報酬率; 換言之, 這主要是

未出售商品所造成的損失。

4所謂商品過渡時期是指新舊商品共存的時期, 此時較少人購買舊商品, 甚至淘汰舊商品, 使
得生產者的沈沒成本增加, 報酬率下降。 這相當於是研究發展所導致的成本, 包括新商品上市不
被市場接受的風險與舊商品被新商品取代時的轉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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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次模擬, 是我們隨機從 50 個模擬樣本中抽出的其中一次實驗結果。

圖 7.5 是站在生產者的角度來看獲利最高的明星商品組成的內涵為何。 以模組

化生產者的商品來看, 我們發現商品構成共有 51 個節點, 每個節點成本為 1,

所以成本為 51。 考慮加成之後, 定價為 (1 + 1) × 51 = 102。 另一方面, 還有一

大半的偏好我們沒有辦法掌握。 我們僅利用已知的共同偏好來推估消費者的願

付價格, 願付價格最少為 5 × (4 × 42−1 + 1 × 44−1) = 400,5 大於定價 (102),

因此這筆交易的生產者利潤為 102 − 51 = 51。 因此我們幾乎可以歸納出影響

商品利潤高低的因素有二, 一為商品的複雜度或成本, 其直接影響售價。 如果加

成率不變, 生產者在這個例子可以利用更複雜的商品來抬高成本 (價格) 使其提

高到接近 200 (400) 都還能被消費者接受。 因此, 增加成本 (價格), 生產者的利

潤卻因此增加, 而消費者剩餘可能反而會減少。 在競爭的環境下, 此種濫竽充數

的行為應不會獲得消費者的青睞; 但是, 在獨佔的情況, 消費者沒有替代選擇之

下, 有可能發生這種窘境。 這個結果與 Leibenstein (1966) 觀察到實證資料非

常類似, Leibenstein 當時稱為 X 無效率 (X-inefficiency), 其主要是因為政治

力保護或獨佔所造成的效率損失。 他也試著提出原因來解釋無效率的來源,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競爭壓力與獨佔者本身的能力。 如今,利用這個模型可以讓我們看

到內部的運作原理。

就競爭壓力而言, 我們臆測這部分可能和消費者的搜尋能力與生產者人數有

很大的關係, 在我們的設定下, 消費者有無限的搜尋能力 (搜尋強度 = 100%),

表示其可以完全接觸到所有生產者的商品。 所以生產者想拿粗糙的商品來蒙蔽

消費者的情形會大大的減少; 目前的模擬由於獨佔的保護, 使得獨佔者可能會

發揮複雜度 (價格) 的影響力, 如果商品能被消費者接受並購買, 又能盡量避免

供過於求的情形,則獨佔者就是在執行利潤最大化目標,也就是我們所看到標準

生產者 (能力不足者) 的行為。 至於模組化生產者 (能力強者) 則產生出能者多

勞的表現, 不斷地更新產品來滿足消費者。

接著我們再回到消費面, 深入地瞭解這個商品帶給消費者的滿足程度。 假設

完美商品可以為消費者帶來的願付最高價為 5× (46−1 − (1 + 1)× (26 − 1)) =

4490。6 而對於模組化生產者的商品所願付的最高價假設為 400, 因此標準化滿

5這裡的意涵為 4 個深度為 2 的子樹與 1 個深度為 4 的子樹, 加上表 7.1 中偏好轉換效用
底數 z = 4 以及願付價格與效用兌換率 v = 5 計算而得。

6完美商品是指商品型態完全符合消費者心中的偏好, 在此偏好總深度為 6, 所以完美商品計
算時的 d = 6, 26 − 1 為完美商品製造成本的上限。 因為我們沒有消費者完整的偏好樹, 所以
採用上限來估計。 在模擬中, 會自動使用正確的製造成本來計算。 引入完美商品的概念是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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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度量為 1000 × (400 − 102)/4490 = 66.37。 這個數值與圖 7.4 第 1000 代

的模擬期望值比較接近。 以模組化生產者而言, 在模擬的第 5000 代, 消費者的

平均滿足程度僅到達 75, 平均最大值達 277, 而標準生產者平均和平均最大值

僅為 54 及 128, 相差十分懸殊。 因為在市場中只有一家獨佔的環境, 消費者可

能因為別無選擇而屈就。 而生產者乃是根據個別類型的商品平均報酬高低來判

斷, 並非從消費者心中的感覺出發。 加上模型中並沒有潛在的競爭者, 所以特別

是對標準生產者而言, 創新動機在獨佔環境並沒有那麼強。

然而, 模型中, 創新是生產者的本能, 能力上的差別, 在於模組化能力的有

無。 考慮有競爭對手的環境, 原本獲利情況良好的商品突然喪失客源, 可能有部

分的銷貨會變成存貨損失。 內生的創新 (改變) 機制需要產生符合消費者偏好的

商品才有可能挽救局勢。 舊的商品會因為滯銷遭到下架的命運, 重新組合改變

後的新商品, 再投入市場, 競爭消費者的目光, 生存壓力展開。 另一方面, 獨佔

者有創新的動機以保持獨佔的超額利潤, 這是站在深思熟慮與防範未然的想法,

機械化思考的獨佔者可能沒有這個遠見。 他只是根據一些既定的機制來運作,真

正的智慧則是突現在市場的福利面。 現在的基本模型還沒有辦法回答競爭下的

問題, 接下來我們先考慮競爭的環境, 慢慢的進入問題的核心。 在未來的研究我

們會將生產者的策略交由他自己來調適與學習, 進一步的觀察我們才有能力抽

絲剝繭, 例如, R&D 的競賽是否可能出現。7

消費者如果可以選擇, 能夠貨比三家不吃虧, 當市場上同時出現不同類型的

生產者一起競爭時, 生產者的獲利和消費者福利表現會如何呢? 在這裡我們將

透過這個方法來檢視相關參數背後所代表的經濟意義。 接下來我們要透過寡佔

競爭的環境來測試有無模組化能力、突變率高低、 交配率高低、 不同成本加成率

與研發率等在獲利與福利表現上的差異。

7.2 獨佔與寡佔

代理人基模型的其中一個挑戰是需要在複雜的模擬結果中尋找可能有用的線索。

有別於古典的數理模型,古典模型會仔細的定義和規範模型的複雜度,一般而言

是簡化成數理邏輯可行的程度,再加以推導並得出模型的結論。 在古典的精緻設

要標準化偏好的滿足程度, 使不同設定的偏好型態可以做比較。
7此即所謂的紅心皇后效果 (red queen effect)。 在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紅心皇后告訴愛麗

絲, 如果你想要待在原地, 那你必須愈跑愈快。 此常被學者用來比喻共演化下, 生物為了維持生
存, 而不得不的演化競賽。 現實生活上一個生動的例子如軍備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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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下, 有可能出現無解的情形, 透過各種機率分配的假設下, 藉由機率模型的幫

助, 仍可以得到完美的答案。 然而, 當利用許多假設前提推論可能的結果以解釋

所觀察到的現象,是否表示真的可以畫上完美的句點。所有的前提都只是其中一

種可能性, 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些假設在真實環境中都成立。 Judd (2006)描述

代理人基模型能彌補古典模型的不足, 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在模型中測試。 然而,

這樣的做法遭遇變數維度組合爆炸的問題, 這包括模型本身所考慮的變數項目,

變數之間的組合可能性。 在變數項目方面,之前的章節是以定義我們的研究範圍

來決定有哪些變數需要考慮。 而變數的組合, 可以從研究者所關心的議題切入,

做出適當的設計。

針對獨佔者的模擬, 有許多的好處。 第一, 可以得到生產者各項策略進入市

場後最直接的效果; 第二, 不同策略的競爭力在此單純的設定下可以看出端倪,

經由觀察消費者的滿足程度, 可預測消費者選擇的結果; 第三, 總體表現的結果

方便分析, 一家生產者的資訊就足以代表總體經濟。 但是, 若換個角度思考, 獨

佔為一個高度控制的環境。 因此, 同樣也存在一些缺點。 第一, 潛在的競爭效果

無法觀察, 不同的策略競爭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二, 真實環境能觀察到

的獨佔產業十分有限,隨著制度開放與資訊流通速度加快,消費者選擇愈來愈多

樣化, 獨佔模型適用的限制將日趨明顯。 第三, 獨佔所產生的無效率, 可能會對

總體的效果造成扭曲。 基於這些考量, 我們的模型可以更有彈性的增加生產者

人數, 可以設定不同參數的生產者, 以接近真實環境的條件。 之後, 我們考慮兩

家寡佔生產者的模型, 來檢視各種策略的競爭效果。

表 7.4: 寡佔基本模型參數表 (低搜尋強度)

參數名稱 型態 (變數) 資料範圍 設定值

生產者人數 整數 (np) [1, ∞) 2
搜尋強度 實數 (rs) [0, 1] 50%

註: 其餘參數同表 7.1。

7.2.1 模擬樣本數

表 7.4 設定目的為兩家生產者, 搜尋強度 50% 表示消費者只會選擇一家生產

者進行拜訪。8 然後, 以拜訪後的成交情形來更新下一次拜訪各家生產者的機率。

82 × 0.5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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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兩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p 值與樣本數

表 7.5: 生產者獲利表現

生產者型態 平均報酬率 平均銷售額 平均利潤 期末總資本額 存貨折損率

生產者 (1) 63.63% 31,529 12,182 63,373, 110 18.20%
(0.98%) (1,778) (742) (3,709, 895) (0.51%)

生產者 (2) 63.54% 30,942∗ 11,950∗ 62,213, 960∗ 18.25%
(1.04%) (2,190) (926) (4,628, 069) (0.74%)

p-value 0.3155 0.0723 0.0851 0.0852 0.3270

註: 以上包括 50 個獨立模擬。 括號內的數值為標準差。 p-value 為 t 檢定的結果, 虛無假設,
H0 : 生產者 (1) 變數平均數 = 生產者 (2) 變數平均數。

舉例而言, 若第一次成功交易, 則原本 50% 的拜訪機率提升為 1+1
2+1

= 66%, 反

之則降為 1+0
2+1

= 33%。 連續二次成功交易則變為 1+1+1
2+1+1

= 75%, 第一次成功,

第二次消費者沒有搜尋到理想的商品則機率變為 1+1+0
2+1+1

= 50%, 以此類推。 我

們稱此機制為簡單強化式學習。 針對參數表 7.4 進行重覆模擬, 我們所得到的

結果標準差相當小。 表示兩家生產者面對的客源十分穩定, 雖然是兩家寡佔; 但

實際上只是將市場瓜分為二, 兩家生產者各自在自已得到的市場如同獨佔的地

位。 這樣的結果使得 t 檢定的 p 值反而變得更敏感。 每新增加幾個樣本點, 皆

可能使檢定結果有相當大的改變。 但如果僅看每個變數的期望值,我們發現相差

的幅度非常小。 換言之, 所有數值很快進入穩定水準。 因此, 若在不同樣本數下

檢定兩母體均數的差異, 我們得到圖 7.6 的結果。 說明在搜尋能力受限的環境

下, 我們認為, 模擬樣本數 50 次應相當足夠。 另外, 為了精簡我們的計算資源,

我們採用 50 次模擬的結果並將顯著水準定在 5% 以下, 則兩相同設定下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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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者表現無異。暗示模擬樣本數已經足夠消除兩生產者獲利表現上的運氣成分。

模擬樣本數的討論到此告一段落, 接下來進入各種寡佔情境模擬的主題。

7.3 研發策略競爭

在 Agent-Based 建模, Silverberg and Verspagen (1994, 1995) 討論廠商對技

術的搜尋能力, 包括廣度與深度搜尋的取捨 (trade-off) 以及創新擴散的速度。

所依賴的最重要變數為 R&D 額度。 透過不同廠商間的競爭, 廠商的策略經由

社會式學習逐漸調適, 並且觀察其與市場集中度的關係以及其對經濟成長的影

響。 因此, 研究發展策略的角色十分重要, 研發支出的比重自然為研究者首先要

考慮的觀察變數。 然而, 研發支出的不確定非常大, 而且難以估計, 加上隨著產

業不同, 研發效果也會有差異。 實務上, 除非生產者有閒置的資金使然, 一般而

言, 其並不輕易嘗試研發新的產品。 另外, 在競爭的環境下, 生產者若不進行研

究發展, 而其他的生產者卻開始進行, 則其未來存活的機率是否一定會降低? 換

言之, 將來在演化的環境中, 紅心皇后準則是否會出現, 將是一個有趣的議題。

另外, 在模型中與研究發展直接相關的遺傳運作參數: 交換率與突變率也會

納入觀察。 在相同的研發支出比例之下, 如果組織內的交換率與突變率不同, 對

生產者的生存力會帶來什麼影響。 換言之, 組織內部對新事物接受的文化, 我們

以交換率和突變率的不同來表示。我們若能先瞭解這些策略可能的演化方向,對

於未來共演化的分析將會有幫助。接下來,我們先討論研究與發展比率的差異對

生產者的表現有何影響。 表 7.6 為參數設計。

7.3.1 研究與發展比率競爭

表 7.6: 研究發展比率競爭參數表

參數名稱 型態 (變數) 資料範圍 設定值

生產者人數 整數 (np) [1, ∞) 2
搜尋強度 實數 (rs) [0, 1] 50%
研究與發展比率 實數 (γR&D) [0, 1] (1) 0.01% (2) 1%

註: (1), (2) 為生產者編號對應適用參數, 其餘參數同表 7.1。 獨立進行 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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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生產者獲利表現

研究發展比率競爭組

生產者型態 平均報酬率 平均銷售額 平均利潤 期末總資本額 存貨折損率

低研究發展比率 63.71% 29,818 11,464 59,777, 625 18.21%∗∗
(γR&D = 0.01%) (1.09%) (1,678) (686) (3,425, 551) (0.57%)
高研究發展比率 63.99%∗ 32,138∗∗∗12,458∗∗∗ 64,749, 675∗∗∗ 18.02%

(γR&D = 1%) (0.80%) (1,709) (689) (3,442, 870) (0.42%)
p-value 0.0696 0.0000 0.0000 0.0000 0.9707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50 個獨立模擬的結果。 括號內的數值為標準差。 p-value 為 t 檢定的結果,
虛無假設, H0 : 低研發率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 高研發率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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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兩種生產者的市場佔有率

註: 總共獨立模擬 50 次, 圖為 50 次按記錄時期的平均數 (Mean) 及中位數 (Median)。 中線
為兩方市場佔有率相等皆為 50%。

實驗結果 表 7.7 和圖 7.7 顯示高研發率生產者有較佳的表現。 如果我們仔細

觀察市場佔有率的情形, 會發現高研發比率的生產者在模擬開始前幾代已經佔

有較高的比率, 大約 51.5% 左右。 因此我們推論, 初始時低研發率生產者因為

沒有即時投入研發經費,以致有客源流失,即使後來研發能力趕上也無法挽回這

些顧客。我們試著來分析這個動態過程,生產者在初始時的產量主要受到初始資

本的限制, 加上對消費者偏好並不熟悉, 所以能夠銷售出的商品非常有限。 根據

模擬所得到的數據, 大約在第 10 代之後, 市場的總銷售量才達到飽和, 在總量

接近 600 的水準穩定波動。

產量的調整, 除了生產者本身對存貨調整的策略之外, 其與市場的需求有很

大的關係。由於消費者偏好有很大的部分是相同的,低研發率生產者可能因此有

不錯的生存空間。 因為當消費者搜尋到特定生產者而一無所獲時, 在下一代, 轉

向另一生產者購買的機率會提高。 因此, 低研發率生產者一開始所得到的存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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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兩標準生產者與研發率差異生產者前 15 代銷售量表現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Producer 1 44 77 111 149 211 262 300 308 309 303 312 306 307 307 306
44 33 34 38 62 50 39 7 1 -6 9 -7 1 0 -1

Producer 2 42 74 108 145 189 242 290 292 291 297 287 294 293 293 294
42 32 34 37 44 53 49 2 -1 6 -10 7 -1 0 1
86 151 220 294 400 503 591 600 600 600 599 600 600 600 600

Producer 1 44 77 111 146 181 216 252 286 295 291 291 290 288 289 291
44 33 34 35 35 35 36 34 9 -4 0 -1 -2 1 2

Producer 2 42 74 108 143 186 244 295 303 305 308 304 307 307 305 305
42 32 33 36 43 58 51 8 1 3 -4 3 0 -2 1
86 151 219 290 367 460 547 589 600 599 595 597 595 594 596Total Qty.

Changes in Qty.

              Gen
Sales Qty.

Changes in Qty.

Changes in Qty.

Changes in Qty.

Total Qty.

調整訊息就可以派上用場。 只要與高研發率生產者交易失敗的顧客都有很大的

可能轉向低研發率生產者。 但是問題在於, 低研發率的生產者前幾代只能專注

生產幾種固定的樣式。 而對手已經開始研發新型的商品。 接著請看表 7.8, 其中

揭露的資訊為兩個模擬的前 15 代比較。第一為兩基本參數設定生產者 (研發率

都是 1%) 的競爭, 第二為低研發率生產者與基本參數設定生產者競爭。 表 7.8

中所呈現的各為 50 次模擬的平均銷售量與每代銷售量的改變。

從前 3 代來看兩組實驗的結果完全沒有差異, 代表初始條件的控制得宜。9

由於兩組生產者一開始的規模有限, 皆無法完全服務所有市場的需求。 一旦消

費者得到滿足, 則其成為常客的機率大增; 相反的, 無法得到滿足的消費者, 被

推向另一個生產者的機率提高。 因此在吸附力和排斥力的作用下, 還沒有得到

滿足的消費者在兩生產者之間遊走。 經由兩者銷售量的變化, 可以觀察兩組實

驗 Producer 1 的表現, 第 4 代之後就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 如果 Producer 1

採用基本設定的參數,研發能力已經開始發生作用,吸附消費者的能力明顯比低

研發能力的生產者強。 比較兩者第 4 代到第 8 代銷售量的變化, 38, 62, 50, 39,

7 與 35, 35, 35, 36, 34。 我們會發現前者有加速度的作用, 而後者成長的速度

幾乎是固定的。這個差異正說明著研發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幫助生產者更快速的

深入市場的飽和點。 剛開始沒有研發能力的生產者在我們的模型中僅能以適應

性預期的方式來增產即有樣式的產品。

此處隱約帶出了另一個可能影響成敗的策略, 數量調整的方法與速度。 在模

型中, 利用一個調整存貨速率的參數來控制。 如果在市場為資訊不發達或低搜

9包括消費者偏好與生產者初始化商品固定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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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強度的情境下, 數量調整速度可能是一個很關鍵的參數。 甚至可能彌補研發

能力不足的缺失。 然而, 在真實的環境下, 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更是讓生產者難以

掌握。 我們的模型已經算是相當程度的簡化市場需求的過程。 但經由以上的觀

察, 可以說明初始的研發比率差異如何影響後來表現。

7.3.2 研發訊息交換與變異能力競爭

表 7.9: 遺傳參數競爭參數表

參數名稱 型態 (變數) 資料範圍 設定值

交配率競爭組

生產者人數 整數 (np) [1, ∞) 2
搜尋強度 實數 (rs) [0, 1] 50%
交配率 實數 (pc) [0, 1] (1) 45% (2) 90%

突變率競爭組

生產者人數 整數 (np) [1, ∞) 2
搜尋強度 實數 (rs) [0, 1] 50%
突變率 實數 (pm) [0, 1] (1) 40% (2) 80%

註: (1), (2) 為生產者編號對應適用參數, 其餘參數同表 7.1。 兩組實驗各獨立進行 50 次。

首先為了解答參數設定的問題, 第 6 章我們已經討論過, 基於欲觀察的經濟

現象, 理想的參數規範。 在研發階段, 即有產品的訊息交換與變異是構成創新的

過程。 其中涉及遺傳運作的兩個基本的運作元, 交配與突變。 之前, 對於 GP 的

遺傳運作參數突變率與交配率的設定並沒有太多著墨,現在以經濟的框架,市場

做為舞台, 這些參數可以做為作為競賽的基礎。 這兩個參數乃是 GP 運作的核

心也是模型中生產者創新行為的關鍵。 如果要用隱喻來說明參數的概念, 如同

生物最基本的遺傳訊息 「基因」。 不同的基因組合決定不同的性狀, 再往上層也

會和經驗形成意識層次, 進而對行為有影響; 換言之, 這些底層特徵不僅決定生

物外表特徵, 還有其內在性格。10 其在決策上有一部分受此先天的特徵所指導。

我們的研究除了想要瞭解不同參數對生產者生存表現的影響, 追根究底以另一

種角度來看這些參數, 並取得重要的經濟意義。 為了瞭解這個效果, 在參數上改

變如表 7.9:

10以一種比較接近唯物主義的想法, 目前的腦科學證據顯示人類的心智活動都可以歸因於大

腦某些神經連結共同協調的結果。 這些連結是先天的結構和後天的環境共同造就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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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 生產者獲利表現

交配率競爭組

生產者型態 平均報酬率 平均銷售額 平均利潤 期末總資本額 存貨折損率

低交配率 62.53% 32,471∗∗∗12,408∗∗∗ 64,502, 891∗∗∗ 18.73%∗∗∗
(pc = 45%) (1.22%) (2,428) (1,015) (5,070, 047) (0.62%)
高交配率 63.49%∗∗∗ 31,063 11,984 62,384, 517 18.28%

(pc = 90%) (1.07%) (1,806) (747) (3,734, 106) (0.54%)
p-value 0.0000 0.9993 0.9902 0.9903 0.9999

突變率競爭組

生產者型態 平均報酬率 平均銷售額 平均利潤 期末總資本額 存貨折損率

低突變率 61.19% 31,055∗ 11,701 60,968, 110 19.43%∗∗∗
(pm = 40%) (0.98%) (1,432) (577) (2,884, 139) (0.51%)
高突變率 63.34%∗∗∗ 30,665 11,812 61,522, 916 18.35%

(pm = 80%) (0.84%) (1,285) (514) (2,571, 524) (0.44%)
p-value 0.0000 0.9223 0.1551 0.1563 1.0000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50 個獨立模擬的結果。 括號內的數值為標準差。 p-value 為 t 檢定的結果,
虛無假設, H0 : 低交配 (突變) 率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 高交配 (突變) 率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實驗結果 這裡像上一小節沒有顯示如圖 7.7 的兩生產者市場佔有率情形, 因

為如果繪出市場佔有率圖,不同交換率和不同突變率,兩組的市佔率平均數和中

位數情況都穩定在 50% 波動。11 也因此, 我們可以看到表 7.10 顯示出兩組生

產者的獲利表現十分接近。雖然統計上有些顯著差異,那表示兩者的變異數或標

準差都很小,市場幾乎是完全區隔,兩生產者等於是獨自在子市場中扮演獨佔的

角色。 就投資報酬率來看高交配率與高突變率生產者的表現比較優秀。 但是, 為

什麼低交配率和低突變率生產者的存貨折損率比較高呢? 之前, 我們討論過存

貨折損率表示生產者創新的節奏, 愈勇於創新折損率愈高。 所以, 直覺而言, 高

變異率的生產者存貨折損率應較高, 因為創新造成的產品更迭。

然而, 我們如果計算兩組模擬生產者的平均投入成本 (平均銷售額減平均利

潤), 在交配率組, 低交配率生產者為 20063, 高交配率生產者為 19079。 在突變

率組, 低突變率生產者為 19354, 高突變率生產者為 18853。 我們發現低變異率

生產者平均投入成本皆較高。 可能有兩個原因造成這個現象, 第一, 低變異率的

生產者產品的變化小, 因此容易僵化以致於產品內有較多的無效率或非必要的

11主要理由是消費者對商品的知識敏感度很低, 換言之, 商品只要能符合一點點消費者的偏
好, 消費者就願意付相當不錯的價格來購買。 詳細內容, 請參考下一小節對不同加成定價率的生
產者所做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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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存在,這些都是成本較高的原因。12 成本較高,透過加成定價,所能得到的收

益也較高。 因此, 能夠再投入的資金也較多, 在市場飽和之後, 導致存貨折損較

高。 第二, 造成這樣的結果亦有可能在初期, 低變異率生產者在突變或重組產品

的機率較低, 所以美名是研發, 實際上有很大的比例是增加既有商品的數量。 所

以等於是加快商品數量調整, 而既有商品, 有些已經被消費者接受, 在下一代就

不會被淘汰,生產者可以累積更多的資本;而這些資本又是商品數量調整和研發

的資金, 自然有較多的資金可以投入。 所以低變異率生產者有較高的投入成本。

然而, 第二種原因發生的可能性較低, 因為其與存貨折損率較高的結果不符。

至於高變異率的生產者, 因為產品變化較具彈性, 消費者的選擇會很自然地

幫助生產者降低成本, 並使其收益也同比例減少。 導致其累積的資金較少, 使其

初期的投入也較受限。 加上後期會有總研發投入的上限, 因此, 可能從某一代之

後, 兩生產者的研發投入已經沒有差異。 平均的差異只是反應初期的效果。 而這

個細微的差異就可能是導致後來平均存貨折損差異的原因。 因為市場已經飽和,

投入愈多的生產, 就有愈多的產品無法銷售。 以上是我們根據結果提出的臆測,

Agent-Based 模型不僅提供模擬的平台也讓我們可以有機會進一步來追蹤及驗

證所提出來的假設。

7.4 定價策略競爭

生產者的定價策略直接會影響到消費者的決策, 如果兩商品, 品質完全一樣, 當

我們有兩者的訊息時且交易成本相同之下,沒有理由選高價者。這樣的概念引申

為經濟學中的一價定律 (law of one price), 或所謂的無套利條件 (no-arbitrage

condition)。 考慮了時間和空間之後, 同一種品質的商品, 淨價值應一致。 然而,

Varian (1980) 的模型指出了資訊不完全, 使市場上可能存在所謂的價格歧異

(price dispersion) 的現象。 我們的模型能說明什麼現象? 如果產品沒有辦法將

其資訊透明化至成本面,消費者僅能以其意識到的主觀滿足感來評價商品。 在這

個模型並不需價格資訊不完全的假設下,只要消費者的異質偏好,仍然可以討論

價格歧異。

更何況在創新的框架之下, 產品的異質度相當高, 目的為了盡可能滿足各式

各樣的消費者。 所以是否定高價的生產者一定會被淘汰, 或者走薄利多銷的生

產者可以成為最後的存活者。 在我們現階段的設定下, 並沒有得到價格決定論

12這與標準生產者的生產無效率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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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1: 加成率競爭參數表

參數名稱 型態 (變數) 資料範圍 設定值

生產者人數 整數 (np) [1, ∞) 2
產品成本加成率 實數 (η) [0, ∞) (1) 100% (2) 200%
搜尋強度 實數 (rs) [0, 1] 50%

註: (1), (2) 為生產者編號對應適用參數, 其餘參數同表 7.1。 獨立進行 50 次。

的結果。 表 7.11 為新的參數表。

表 7.12: 生產者獲利表現

加成率競爭組

生產者型態 平均報酬率 平均銷售額 平均利潤 期末總資本額 存貨折損率

低加成率 63.30% 30,580 11,777 61,346, 657 18.36%
(η = 100%) (0.91%) 1,459 (618) (3,087, 719) (0.46%)
高加成率 142.41%∗∗∗ 40,783∗∗∗23,874∗∗∗121,826, 463∗∗∗ 19.17%∗∗∗

(η = 200%) (1.83%) 2,384 (1,426) (7,127, 463) (0.62%)
p-value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50 個獨立模擬的結果。 括號內的數值為標準差。 p-value 為 t 檢定的結果,
虛無假設, H0 : 低加成率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 高加成率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實驗結果 市場佔有率的情況我們並沒有將圖顯示出來, 因為兩家生產者的佔

有率情況,從模擬一開始到結束都維持在 50%左右。顯示即使加成率高達 200%

仍然可以吸引來訪的消費者。 對於消費者和生產者的連結關係是建立在消費成

功與否, 在願付價格與效用兌換率高達 5 倍的情形下, 2 倍的加成率並不會讓

消費者打退堂鼓。 因此, 很直覺地我們會想到如果使用消費者剩餘來做為消費

者強化式學習的權重, 結果可能會有所改變。 另外, 如果加成率再提高到某一個

程度可能也會對這個情況下的市場佔有率造成影響。 以上這兩點都是想要突顯

某一部分生產者競爭的效果。 這些都是可以在後續研究討論的課題。 然而, 我們

的模擬正好突顯出兩種極端的形態, 前面消費者搜尋強度 100% 的情況是競爭

最激烈的情形; 後者搜尋強度降為 50% 則為極端保護生產者的情形。 後者正好

將市場分隔, 雖然消費者偶爾會流動; 但是整體而言, 剛好抵銷。 所以生產者等

於是在自己所得到的一半市場中穩定的經營。我們看到表 7.12的結果顯示高加

成率的生產者除了存貨折損率較高, 各方面的獲利表現均顯著地優於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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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結果驗證了我們之前的臆測, 高加成率的生產者得到的資訊更為精

確。 雖然讓他折損更多的存貨, 但同時也為他帶來更高的生產優勢。 為了證實這

個想法, 我們再來比較這兩家生產者所帶來的消費者剩餘。 在 50 次模擬中, 消

費者剩餘達到最大的模擬為第 17 次模擬。 我們將該模擬最後一代的兩個生產

者獲利最大的商品樹取出。

圖 7.8: 表 7.11 第 17 次模擬, 第 5000 代, 低加成率生產者獲利最高的商品

圖 7.9: 表 7.11 第 17 次模擬, 第 5000 代, 高加成率生產者獲利最高的商品

圖 7.8 中的商品, 生產成本為 55, 按照低加成率的定價, 售價為 55 × 2 =

110。此商品的消費者願付最高價格為 5×(43+42+4+4) = 440。 因此,這個商

品所帶來的消費者剩餘為 440− 110 = 330。 表 7.8 的商品, 生產成本為 31, 照

高加成率的定價為 93。此商品的消費者剩餘為 5×44−93 = 1187。 同樣的方法

我們也檢視了 50 次模擬中消費者剩餘最低的模擬, 第 16 次模擬。 計算出低加

成率獲利最高的商品帶給消費者的剩餘為 5× (42 +42 +4×4)−47×2 = 146,

高加成率的為 5 × (43 + 42 + 4) − 45 × 3 = 285。 以上的願付最高價格都是

按照消費者的共同偏好來估計, 所以實際上可能會有誤差。 然而, 誤差值不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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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我們所觀察的結果。 高加成率的生產者在創新的環境中, 就平均值而言, 其將

有更佳的表現空間。 因為合理的加成率須介於消費者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所以

在這個消費者資訊較不流通的情境下, 生產者只要能在一開始和消費者完成交

易, 接下來的日子就不太需要擔心競爭對手所帶來的壓力。 相反的, 若由極端的

情形來看, 高加成率生產者的定價高到成本的 100 倍, 消費者大概很難接受, 也

沒有能力消費這樣的商品。所以高定價生產者將永遠被消費者拒於千里之外,此

時, 其將失去優勢, 在市場上完全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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