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8 章

消費者搜尋強度與生產者策略

前一章的結果是否穩健 (robust); 換言之, 當環境改變生產者存活力是否受到

影響。 在模型中, 部分參數與市場環境有關, 透過這些參數的設定, 可以讓我們

來檢視環境改變的影響。 接下來, 除了與生產者本質相關的參數之外, 我們把環

境有關的部分挑選出來,討論有哪些參數可能改變生存力,以便進一步的驗證所

得到的結論。

1. 生產者人數: 這個參數直接與競爭壓力有關。 第一, 單純的人數增加, 將

使不確定性提高; 第二, 生產者策略族群的比例,例如: 改變人數使交配率

(突變率) 競爭的生產者比例有所改變, 當高交配率 (高突變率) 的生產者

比例減少, 他們的獲利表現是否還能夠維持顯著的優勢? 換言之, 社會中

能夠容納多元性的生產者所佔的比例很小, 其存活性是否會受到仰制? 或

者是檢驗社會看待冒險的態度對創新有何影響 (Diamond, 1997)?

2. 每代注入營運資本: 如果沒有每期注入新的營運資本, 表示生產者必須完

全使用自有資金, 或不斷累積利潤轉化成未來的營運資金。 所以若無持續

注入資金, 生產者一旦因資金不足而停業, 將完全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所以我們將這個參數做為與金融市場的一個接口,代表生產者的資金取得

環境。

3. 消費者人數與消費者所得: 這兩個參數共同構成市場的規模。 因此, 相對

於生產者人數, 此亦與競爭壓力有關。 市場規模愈大, 生產者的人數不變

下,存活將愈容易。然而,擴大市場規模無疑是增加計算機評估的時間。所

以若要同時考量計算資源, 暫時不會考慮擴大市場規模。

4. 消費者偏好與願付價格:這裡涉及四個參數共同的效果,包括總偏好深度、

共同偏好深度、 偏好轉換效用底數以及願付價格與效用兌換率等。 假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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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條件不變,只有願付價格與效用兌換率改變,以目前的參數值為 5倍,相

當於生產者若生產出符合消費者偏好的商品,消費者除了以指數函數來計

算效用並且再乘以 5 倍作為願付價格。 所以中間的議價空間其實相當大,

舉例來說, 若生產者的成本加成率僅為 100%。 表示生產者初始生產的商

品, 不論品質如何, 只要不會太複雜而導致成本過高, 使售價高出消費者

願付價格, 都有很高的機會成功銷售。 因此, 這幾個參數可以詮釋為消費

者對商品知識的敏感度, 消費者的評價若愈能反映出商品的真實價值 (成

本), 則表示消費者的知識水準愈高。

5. 消費者的搜尋強度: 當設定為 50% 搜尋, 則失去市場佔有率的生產者將

很難挽回失去的客源, 強者恆強與弱者恆弱的局面可能很難打破。第 7 章

後半部, 顯示兩寡佔生產者不同策略下 50 次模擬的市場佔有率。 當願付

價格比成本明顯較高, 表示消費者對商品知識的敏感度並不高, 生產者有

可能會濫竽充數, 如此一來, 整個篩選機制將會癱瘓。 可能會導致無法明

確比較生產者參數差異所帶來的表現。

我們選擇消費者搜尋強度做為訊息流通程度的一個變數。 之前章節的實驗都

是以 50%的搜尋強度來描述消費者,換言之,市場訊息的流通程度是受限的。 事

實上, 隨著資訊流通技術的進步, 消費者對商品訊息的掌握能力已經大幅改善。

因此,如果從放寬這個限制出發將可以讓我們瞭解,訊息流通程度的改變對市場

經濟有什麼影響。

8.1 模擬樣本數

表 8.1: 寡佔基本模型參數表 (完全搜尋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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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其餘參數同表 7.1。

我們已經討論過在獨佔環境與市場明顯區隔的寡佔環境所需的模擬樣本數。

然而, 現在的環境跟之前相比, 正好是一個明顯的對比, 在兩家生產者的寡佔情

況, 如果雙方沒有合作的可能, 加上市場區隔不明顯, 將具有最為激烈的競爭行

為。 因此, 我們懷疑 50 個模擬樣本數可能不足以突顯生產者的策略差異所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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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回歸到最單純的想法, 我們以表 8.1 做為出發點。 消費者的強勢區辨能

力, 可能讓兩家生產者很難有共存的局面。 兩者所有的條件都一模一樣, 競爭的

結果勢必帶來成王敗寇的下場。 而運氣 (luck) 在這裡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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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兩母體平均數差異檢定 p 值與樣本數

表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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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2% 32,809 14,390 74,408, 458 34.16%
(58.63%) (24,351) (11,380) (56,873, 952) (30.49%)

生產者 (2) 33.15% 32,702 14,324 74,081, 799 34.81%
(57.11%) (24,276) (11,314) (56,543, 161) (29.73%)

p-value 0.4291 0.4876 0.4504 0.4838 0.4401

註: 以上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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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產者 (1) 變數平均數 = 生產者 (2) 變數平均數。

基於上述的觀察, 在進入正式實驗之前, 一個基本的問題: 需要多少模擬樣

本數才能夠消除生產者的運氣所導致的差異? 圖 8.1 顯示在不同的樣本數下檢

定兩個生產者差異的 p 值。 當 p 值接近 0.5 表示兩觀察值來自於同一個母體的

可能性愈高。 換言之, 兩者的各項統計量愈接近, 將愈難區辨兩者。 由圖 8.1 可

以看出當樣本數大於 30 之後各觀察值的檢定結果都無法拒絕兩者無差異的假

設, 當樣本數超過 100 時, 所得到的 p 值更介於 0.33 到 0.5 之間, 表示造成兩

者差異的機運因素已經近乎排除。 因此, 往後我們設定兩生產者有不同屬性時,

在樣本數 100 的情況下, 所有的統計推論將更具有說服力, 表 8.2 為 100 個模

擬樣本兩生產者的獲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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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兩生產者平均利潤估計機率密度函數

圖 8.2 為利用兩生產者 100 次模擬的平均利潤相對次數分配狀況, 利用

Epanechnikov 方法估計兩者的機率密度函數情形。 我們觀察到很明顯的雙峰

分配, 說明兩方激烈競爭下, 平均而言, 已到勝負難分的地步。 左峰代表利潤低

的情形, 和右峰代表經營成功的情形, 可觀察兩種狀況發生的機率非常接近。 而

中間凹陷的低谷,正好說明兩者勢均力敵之下和平共處的情形是非常少見的。 以

下正式進入實驗設計及模擬結果。

8.2 模組化競爭

同一產業, 由兩家勢均力敵的生產者所組成的寡佔市場若未能成功勾結, 將具

有高度互動的策略競爭行為。 因此, 除了價量的角度之外, 研究寡佔市場的競爭

是豐富而且多面向的, 有趣的是我們現在可以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 品質競爭

(quality competition) 來討論。

傳統理論上, 品質是研發成本投入的一個函數, 研發投入愈高則品質愈佳。

如果再加入一些不確定因素, 例如品質的精進與否是服從某一隨機過程, 其所

產生的效果則可類比真實所觀察到的現象。 品質競爭的文獻上, 品質設計可視

為特性、風格、與其它可以增進消費者使用或 「效用」的生產屬性 (Fine, 1986)。

Garvin (1988) 提出了品質維度 (dimensions of quality), 例如: 功能表現、 耐

久性、 可靠性、與美感等可以作為品質設計的維度依據。 但這並未說明品質精進

的真正內涵, 因為我們如果想要問為什麼有人成功而有人失敗,純粹是隨機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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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氣因素嗎? 如果有更明確的線索讓我們明白成敗背後的因素, 代理人基模型

肯定是研究者的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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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產品品質與種類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在總體分析方面, Barro and Sala-i-Martin (1995) 的模型強調透過 R&D

的投入提升產品品質。 所著的經典教課書 Economic Growth 中, Chapter 7 企

圖描述技術改變對增進產品品質的模型。 從圖 8.3 顯示了兩個維度, 橫軸為商

品的種類, 縱軸為商品的品質。 每一種獨立的商品種類隨著時間的經過, 品質都

有提升的機會。 而在分析上, 要分析 R&D 的效果, 若要進行數理分析, 則要

限制問題的複雜度, 例如假設商品的種類固定下, 分析品質精進的成長效果; 或

不考慮品質, 僅以產品種類的擴增來表現中間財貨增加所造成的成本降低效果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然而, 個體和總體之間聯繫的關鍵似乎無法同時討論。 ABM 則可以同時觀

察個體的表現和總體的行為。所犧牲的代價為簡潔有力的數學表現;取而代之的

是統計方法的抽樣理論。 透過大樣本的模擬來展現個體互動到總體的效果。 在

模型表現的手法上, 傳統分析常引用的均衡狀態解有競爭性均衡解、計劃性最適

均衡解等, 可以分析其中某一類均衡成立時, 後續導出各項總體變數的解。 古典

模型若加入不確定性,再透過Monte Carlo模擬,也可以得到解的分配形態。然

而, 欲求得這些均衡解並不輕鬆, 而且實際上的用途卻很有限。我們都知道理想

條件和真實吻合, 幾乎是可遇不可求。 而我們的表現方法會有差別嗎? 我們希

望模型可以盡可能描述真實現象背後的重要特徵, 這點和古典的想法一致。 以

下以模擬來說明如何貼近這樣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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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品質維度視為生產者的生產策略同時伴隨定價策略為研究品質競爭的一

個常見做法。 因此, 這樣的做法必須將品質視為某些特性的組合, 藉由改變這些

組合來改變品質。 不同的組合會改變商品的成本結構,相當於是變相的價格競爭

策略。 較合理的做法將消費者的接受度 (偏好) 列入考慮, 同時也能反映不同特

性組合的不確定性, 所以模型無法僅由價格競爭來解釋。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代理人基模型再跨出一小步, 因為這個模型正可以處理商

品特性的組合爆炸效果 (combinatory explosion), 即真正的品質維度是所有可

能生產出來的商品特性。 如此一來原先的品質特性由商品結構取代, 消費者的

效用直接反映對商品結構的滿意程度。 換言之, 不同的結構即反映不同的特性

組合, 生產者能不能佔有更大的市場將由消費者來篩選。 因此透過商品結構的

表現間接呈現出商品的品質效果, 在生產者, 為提升品質的能力, 在我們的設定

下為模組化思維。 模組化象徵已經發明的物件不需再重新發明, 重點是能夠重

覆利用, 創造溫故知新的效果。 前面已經描述模組化生產者與標準生產者對消

費者福利帶來的影響。 兩種生產者如果在同一個市場競爭, 結果會如何? 我們將

這個問題引伸為品質差異的競爭。 表 8.3 為模型的參數表。

表 8.3: 模組化競爭參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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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定義終點 布林 (ADT) T, F (1)T,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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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次。

生產者績效與消費者福利 圖 8.4驗證了我們之前的臆測,一開始有 ADT的生

產者顯得弱了一點, 隨著時間的經過, 開始有了逆轉。 差距逐漸拉大, 到最後的

差距更是明顯。請注意圖中每個點都是 100次模擬的平均或中位數的結果。針對

這個結果我們也作了統計檢定, 平均數和中位數在統計上皆有顯著的差異。1然

而, 這是大樣本的結果, 如果想要個別來看他們的成敗結果, 在有營運資本注入

的模擬, 模組化生產者 100 次之中到第 5000 代時有 61 次市佔率過半, 換算為

成功率為 61%。標準生產者成功率為 39%。若我們更仔細的去計算 100 次模擬

中 5000 代中銷售量大於 0 的總比率, 亦即正常營業時間的比率或存活率。 模

1在虛無假設 H0: PADT ≤ 0.5, 對立假設 H1: PADT > 0.5。 兩生產者的 5000 個平均數
與 5000 個中位數分別的檢定結果 p-value 皆接近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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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兩種生產者的市場佔有率

註: 總共獨立模擬 100 次, 圖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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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化生產者為 90%, 標準化生產者也有 89%。 因此, 我們得到另一個重要的觀

察, 有外生的營運資本不斷注入, 雖然能讓不良的生產者一直都能夠苟延殘喘;

然而, 市場佔有率和最後經營的成功率已經說明了模組化的優勢。

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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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9% 29,084 12,596 65,445, 150 36.59%∗∗
(51.15%) (25,192) (11,762) (58,780, 241) (27.00%)

模組化生產者 43.68%∗∗ 37,940∗∗∗ 16,803∗∗∗ 86,471, 322∗∗∗ 29.47%
(54.22%) (24,185) (11,286) (56,404, 229) (28.60%)

p-value 0.0349 0.0060 0.0053 0.0053 0.9641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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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標準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 模組化生產者變數平均數。

表 8.4 顯示了兩生產者最後的綜合表現。 除了存貨折損率為負向的表現, 標

準生產者顯著高於模組化生產者, 其餘正向表現的指標皆由模組化生產者勝出。

另外和表 7.3相比, 競爭的結果,各項指標皆顯著變差。若觀察括號內的標準差,

兩者的變異程度也變大。 特別是存貨折損率提高, 導致各項報酬指標降低, 背後

原因正是消費者的篩選結果所致。 若我們比較圖 8.5 與圖 7.4 則可發現消費者

福利都明顯上升了, 相較於圖 7.4中, 模組化生產者在最後一代所締造的消費者

福利最高紀錄大約 275, 而在競爭下最高可接近 600。說明了市場競爭為消費者

福利所帶來的好處。 之後, 我們再陸續進行幾個兩家生產者競爭的實驗, 下一章

的最後再彙整實驗結果及總體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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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5: 消費者福利滿足程度

註: 為每代 100 次模擬平均值的極大值與平均值的期望值。

8.3 研發策略競爭

8.3.1 研究發展比率競爭

表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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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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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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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6: 兩種生產者的市場佔有率

實驗結果 高研發比率生產者的績效是否較佳? 初步的參數探勘, 我們先觀察

到一些線索。 在模型中, 與研究發展有關的變數有二, 一為 R&D 比率, 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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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 上限。 R&D 比率的高低與生產者的初期表現有很大的關係。 隨著營運資

本的累積, R&D 經費 (R&D 比率 × 累積營運資本) 將會達到 R&D 的上限。

屆時對上限相同的生產者而言,只要持續存活在市場者,他們的研發經費終將趨

於一致。 因此我們研究這組參數, 希望觀察到初期 R&D 的高低是否有路徑相

依的效果, 導致後來的成敗。 從實驗結果, 圖 8.6, 我們觀察市場佔有率, 兩生產

者勝負幾乎已經確定。 假設每期投入資本均能收回的情形下, 估算兩生產者研

發支出的金額, 低研發率生產者為 0.0001 × 500 × Gen = 0.05 × Gen, 高研發

率生產者為 5×Gen。 換言之, 低研發率生產者至少要到第 20 代才會開始研發

新產品。 低研發率生產者的起步落差, 將是注定未來積弱不振的源頭。

表 8.6: 生產者獲利表現

研究發展比率競爭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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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 19,466 8,526 45,118, 849 52.61%∗∗∗
(γR&D = 0.01%) (65.46%) (25,750) (11,735) (58,553, 487) (34.24%)
高研究發展比率 45.41%∗∗∗ 43,182∗∗∗ 19,246∗∗∗ 98,680, 607∗∗∗ 28.42%

(γR&D = 1%) (58.46%) (26,044) (12,138) (60,660, 501) (30.54%)
p-value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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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6 顯示兩生產者的獲利表現, 從平均數來看, 高研發比率的生產者在各

項表現上都較佳。 由此可見, 研發競賽在市場完全透明的情況下, 研發率主導市

場初期的狀況,即使低研發率生產者後期的研發支出追上來,也難以挽回其競爭

條件。 兩家寡佔的市場將如同一家獨佔的局面,因為起步慢的生產者面臨非常嚴

重的進入障礙。

如果將每次模擬 5000 代之中, 生產者銷售量大於 0 的比例計算出來, 再

取 100 次模擬的期望值, 我們可以大致瞭解生產者的存活情形。 低研發率生產

者存活率的 95% 信賴區間為 (62.62%, 77.78%), 高研發率生產者為 (83.48%,

93.84%)。 雖然兩者存活率有顯著的差別, 我們認為若低研發率生產者的研發比

率再提高, 是否有可能觀察到其後來居上的情形。 因為, 根據我們對 GP 的觀

察, 到了後期, 成功搜尋消費者更深層的偏好次數愈來愈少, 加上模擬時每代都

會額外賦予生產者一筆營運資本, 使得低研發率的生產者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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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7: 生產者獲利表現

研究發展比率競爭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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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27,973 12,027 62,595, 434 38.65%∗∗∗
(γR&D = 0.2%) (58.91%) (22,422) (10,404) (51,996, 156) (30.52%)
高研究發展比率 45.76%∗∗∗ 36,704∗∗∗ 15,973∗∗∗ 82,326, 876∗∗∗ 28.16%

(γR&D = 1%) (48.84%) (21,957) (10,314) (51,544, 203) (25.50%)
p-value 0.0055 0.0030 0.0038 0.0038 0.9955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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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8: 生產者獲利表現

研究發展比率競爭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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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 30,743 13,419 69,556, 534 36.36%∗
(γR&D = 0.5%) (57.57%) (23,798) (11,069) (55,320, 370) (30.10%)
高研究發展比率 40.82%∗ 34,413 15,056 77,737, 287 30.85%

(γR&D = 1%) (52.01%) (23,170) (10,806) (54,003, 723) (27.08%)
p-value 0.0908 0.1353 0.1456 0.1456 0.9125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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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研發投入較容易有回報, 這個期間研發投入的多寡有明顯差異, 但不

一定投入愈多愈有利, 我們臆測中間可能存在某個臨界值, 當小於這個臨界值

時, 研發投入愈多愈有利; 反之, 大於臨界值時, 研發投入則是愈小愈有利。後者

可能的情況為早期低研發生產者研發投入較少,但卻能保留較多的資本累積,可

以成為後來長期抗戰的資本。 因此,我們分析這個顧慮的可能情境為初期的研發

資金如果能剛好滿足市場需求。 換言之, 新研發的產品大部分能被市場接受, 只

有少部分的存貨損失, 為最理想的狀況。 在這個狀況下, 如果研發資金太高, 將

會造成太多的存貨損失; 相反的, 研發資金太低, 則會可能造成需求大於供給的

情形, 讓對手有機可趁。 如此複雜的動態下, 這個潛在的臨界值將也會嚴重受到

交配率和突變率的影響。 在生產者還沒有學習能力之前,為了初步瞭解是否有上

述的動態過程, 我們再提高低研發率的生產者成為 0.2% 和 0.5%, 再重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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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模擬。 因此, 表 8.7 和 8.8 可以讓我們進一步來看這個議題。

表 8.9: 生產者獲利表現

研究發展比率競爭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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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研究發展比率 34.62% 32,809 14,390 74,408, 458 34.16%
(γR&D = 1%) (58.63%) (24,351) (11,380) (56,873, 952) (30.49%)
高研究發展比率 33.15% 32,702 14,324 74,081, 799 34.81%

(γR&D = 1%) (57.11%) (24,276) (11,314) (56,543, 161) (29.73%)
p-value 0.5709 0.5124 0.5496 0.5162 0.4401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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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7 和表 8.8, 分別將低研發率生產者的研發比率提高為 0.2% 與 0.5%。

很明顯的在統計上的效果已經浮現,隨著研發比率的愈來愈接近, 到了表 8.8兩

生產者的各項統計量已經無顯著的差異。 再觀察他們的存活率情形,在表 8.7這

一組, 低研發率生產者的 95% 信賴區間為 (78.16%, 90.08%), 高研發率的生產

者為 (86.10%, 95.24%)。 在表 8.8 這組低研發率和高研發率生產者的存活率

則分別為 (80.53%, 91.03%) 與 (84.68%, 94.54%)。 經由這些觀察, 我們仍然

對高研發率的生產者在各項表現以及存活的優勢抱著樂觀的態度。 但隨著競爭

對手也採取愈來愈接近高研發率生產者的策略則會出現愈來愈多的干擾。 從表

8.7 與 8.8 的比較, 我們可以發現後者括號內的標準差值增加了。 這顯示高研發

率的生產者受到的挑戰程度愈來愈高。

最後, 表 8.9 我們再揭露兩者條件完全一樣的獲利表現。 此時的變異程度都

比表 8.7 和 8.8 還大, 但卻比表 8.6 小。 我們將從市場佔有率的情形來解釋。

圖 8.7 和圖 8.6 顯示出的形態有很大的不同, 從中位數的結果來看, 前者幾乎到

後期都是接近 0 的水準, 而後者都在 50% 的水準附近。 因此, 前著的情形是屬

於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姿態,大部分的情形都是失敗的, 但仍然有少數的情形可

以成功, 所以平均值的水準才有可能維持在 30% 左右。 至於後來三組實驗的比

較, 則是在兩生產者實力愈來愈接近的情形下競爭愈來愈激烈的結果。 因此, 演

化的情形會如何? 仍然需要進一步的觀察, 畢竟我們目前的實驗都是大樣本下

的結果, 如果在實際的生存壓力下, 根據環境的回饋學習並且隨機應變可能更

為重要。 所以現階段的結果可以做為進一步實驗的參考。

91



第 8 章 消費者搜尋強度與生產者策略 經濟學中的創新

0%

20%

40%

60%

80%

100%

1 501 1001 1501 2001 2501 3001 3501 4001 4501

0%

20%

40%

60%

80%

100%

1 501 1001 1501 2001 2501 3001 3501 4001 4501

Mean Median 

%1D&R =γ %1D&R =γ

%2.0D&R =γ %2.0D&R =γ

0%

20%

40%

60%

80%

100%

1 501 1001 1501 2001 2501 3001 3501 4001 4501

0%

20%

40%

60%

80%

100%

1 501 1001 1501 2001 2501 3001 3501 4001 4501
Mean Median 

%1D&R =γ %1D&R =γ

%5.0D&R =γ %5.0D&R =γ

0%

20%

40%

60%

80%

100%

1 501 1001 1501 2001 2501 3001 3501 4001 4501

0%

20%

40%

60%

80%

100%

1 501 1001 1501 2001 2501 3001 3501 4001 4501

Mean Median 

%1D&R =γ %1D&R =γ

%1D&R =γ %1D&R =γ

圖 8.7: 兩種生產者的市場佔有率

8.3.2 研發訊息交換與變異能力差異競爭

我們藉由這個實驗進一步對消費者的搜尋強度的影響做觀察。 過去相對較封閉

的環境可能易形成強者恆強, 弱者恆弱的現象。 但 90 年代末期後, 有了很大的

轉變,經由網路的效果,使得許多公司透過網路崛起,也有許多公司因此而沒落。

這個現象和我們目前從模擬結果觀察到的更替效果有某種程度上的相似性。 因

此我們很好奇,在資訊相對較流通的環境下, 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的福利有何

影響。 兩組模擬參數如表 8.10 所示, 分別為交配率競爭組與突變率競爭組。

消費者福利 圖 8.8, 接著檢視不同搜尋強度的消費者福利。 分別由模擬的平均

結果來看, 平均數顯示較高的搜尋強度有較高的消費者平均福利, 且統計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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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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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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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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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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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不同搜尋強度的消費者福利比較

著。2 在模擬資料中, 高搜尋強度組的極值為 40.92 到 133.74, 低搜尋強度組的

極值為 39.05 到 92.31。 因此, 這個結果突顯了之前的臆測, 高的搜尋強度將會

帶來高的消費者福利。 原因是高的搜尋強度, 可以讓消費者可以很明確的擇優,

加上我們的實驗設計, 每代都會挹注一筆資金給生產者, 即使中間有失敗, 只要

有持續地研發, 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 反觀低搜尋強度, 代表消費者的忠誠度極

高。 因此, 若消費者不懂隨時更新商品資訊, 對於創新反而是弊多於利。

生產者表現 當消費者搜尋能力受限,低交配率生產者的表現未必較差,甚至反

而較佳。我們在前一章已經分析過低交配 (突變) 率的生產者在平均收益與資本

累積較佳的原因。 因為產品僵化的關係, 使其投入成本較高; 透過加成定價, 其

產品售價較高, 資本累積較快。 在市場飽合的情況下, 若投入較多的資金研發新

產品, 其存貨折損也較高。 圖 8.9 為兩種搜尋強度的比較, 我們發現在搜尋能力

較小的市場不會發生一面倒的情勢。 因為當搜尋能力有限時, 消費者會根據簡

單強化式學習來形成其與生產者的關係。

2對低搜尋強度 50 個模擬和高搜尋強度 100 個模擬的第 5000 代消費者平均福利做 t 檢定,
H0: 低搜尋能力的消費者平均福利 ≥ 高搜尋能力的消費者平均福利。p-value =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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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9: 市場銷售量: 左為完全搜尋強度, 右為低搜尋強度

註: 交配率競爭組中, 在不同消費者搜尋強度下, 低交配率生產者各模擬回合的市場銷售量。

表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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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 24,899 10,534 55,146, 993 45.20%∗∗∗
(pc = 45%) (60.41%) (23,073) (10,591) (52,927, 550) (31.26%)
高交配率 52.57%∗∗∗ 41,182∗∗∗ 18,238∗∗∗ 93,641, 197∗∗∗ 24.39%

(pc = 90%) (48.75%) (22,933) (10,710) (53,523, 294) (25.03%)
p-value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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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2% 27,216 11,551 60,228, 066 43.18%∗∗∗
(pm = 40%) (61.01%) (24,785) (11,328) (56,615, 899) (31.66%)
高突變率 43.20%∗∗∗ 37,646∗∗∗ 16,612∗∗∗ 85,517, 235∗∗∗ 30.03%

(pm = 80%) (51.82%) (25,157) (11,758) (58,763, 118) (27.71%)
p-value 0.0007 0.0018 0.0011 0.0011 0.9990

註: 觀察值皆包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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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作為篩選機制的消費者, 高搜尋能力有決定性的影響。 因為現在顧客

見風轉舵的能力很強, 表現差的 (低交換率與低突變率) 生產者, 其存貨折損自

然較高。 和之前封閉的社會原因有很大的不同。 也可以從表 8.11 和表 7.10 的

結果發現其差別,兩組實驗關鍵在於消費者搜尋強度的大小。當消費者搜尋能力

最強時, 高交配 (高突變) 率生產者的表現有顯著優勢, 因為低交配 (低突變) 生

產者僵化的產品將有很高的機率會被鄙棄。

另外,有趣的是,如果環境改變,生產者的適應性行為應該要有所反應。 因此,

以賽局的角度來看生產者的策略, 不論環境 (消費者搜尋能力) 如何改變, 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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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變異性 (交配率和突變率) 似乎是一個優勢策略。 這說明了, 隨著資訊愈來

愈容易取得,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接觸也變得更容易,生產者的彈性和變異能力顯

得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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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0: 交配率競爭組與突變率競爭組市場佔有率

由表 8.11 與圖 8.10 的結果, 在經濟的框架下, 我們對於高訊息交換率與高

產品變異率的表現給予正面的肯定。 模型中的生產者, 大部分的獲利產品皆有

量產的機制以保障生產者的收入無虞, 研發策略是挑戰未知消費者偏好的一個

重要因素。 差別就在於如何善用這個改變商品的能力, 是保守或是積極更新。 如

同一個組織內的文化,能否包容更多元的意見與鼓勵不同部門之間的交流。此一

創新機制也相當於生產者的風險態度, 目前的實驗設計產品的數量調整速度很

快 (80%), 表示內部有一股很大的穩定力量可以支持生產者基本的營運。 若數

量調整速度很低, 則突變率和交配率的角色就兼任數量調整的角色, 因此, 變異

的比率相對較低, 表示其愈強調保有固有的設計, 反之, 則愈勇於創新。 我們目

前的模擬, 基本上是相當保守的設計, 然而, 從生產者對產品額外的變異能力上,

已得到大樣本的結果, 具體地顯示積極改變是致勝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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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定價策略競爭

因為消費者可以隨時接觸到兩組生產者, 只要發現哪一組生產者帶給他滿足程

度高, 他就跟誰購買。 價格並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真正的考慮還是在於商品所

帶來的滿足感。 商品只要能帶來愈高的消費者剩餘, 就愈可能在市場上成功。 因

此, 定價會影響成功嗎? 或是影響創新能力? 以下為我們的實驗設計 (表 8.12)

與模擬結果。

表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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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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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次。

表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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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5% 38,708 17,162 88,269, 321 33.59%
(η = 100%) (63.80%) (25,900) (12,046) (60,199, 592) (32.62%)
高加成率 72.01%∗∗∗ 34,509 21,212∗ 108,516, 338∗ 43.99%∗∗

(η = 200%) (94.70%) (33,501) (21,343) (106,677, 094) (32.52%)
p-value 0.0006 0.1613 0.0502 0.0502 0.0125

註: 各觀察值皆包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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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者獲利表現 表 8.13 的結果顯示高加成率組的平均表現皆較優秀, 然而,

括號內的標準差值更大, 以致除了平均報酬率, 其餘變數的表現在統計上並沒

有達到 1% 的顯著水準。 相同的邏輯, 我們也會好奇市場佔有率的情況, 隨著

時間經過會怎麼改變。 如果在每個時間點取 100 次模擬的平均數與中位數來觀

察, 如圖 8.11 趨勢顯而易見。 一開始高加成率的生產者並不受到市場的青睞,

但隨著時間的經過, 消費者又有 100% 的搜尋能力時, 只要高加成率的生產者

有能力製造出好的產品, 消費者仍然會回頭來購買。 一旦有生意上門, 兩生產者

的平均銷售額很相近, 但是, 根據他們的定價策略, 定價高者將有高的獲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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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帶來更高的研究發展資金, 成為正向的循環。3 高加成率生產者的平均獲利

率高達 60.53% (正常為 2
1+2

= 66%), 而低加成率生產者為 44.1% (正常為

1
1+1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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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 不同加成率生產者的市場佔有率

註: 總共獨立模擬 100 次, 圖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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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兩生產者的市場佔有率來看,平均而言高加成率生產者最後仍保有約 45%

的市佔率。從中位數來看,模擬後期約有一半的次數市場佔有率都在 6.5%以下,

而平均要能達到 45% 的佔有率, 表示有一半的次數市場佔有率大於 50%。所以

變化情形相當的極端。 若我們觀察兩者的存活情形, 銷售額大於 0 的時間比例。

低加成率的生產者有 81.79%, 高加成率生產者有 81.95%。 兩者的差異不大, 表

示高加成率的生產者可以固定地保有一些客源, 而這些消費者就形成了上層的

消費群, 固定以高額消費為樂。 因此, 我們可以推論高加成率的生產者所得到的

消費人數較少, 但他提供更精緻的服務。

不僅是高加成率帶來的正面效果, 我們更仔細的將第 5000 代的商品發展滿

足消費者偏好的程度來比較。 發現高定價的效果有助於提供生產者更精練的線

索。 在消費者搜尋強度為 100%時, 我們從 100次模擬中, 挑選出平均消費者剩

餘最高的模擬,第 9次模擬。 圖 8.12顯示高加成率生產者第 5000代獲利最高的

商品。 商品的發展已經可以滿足消費者共同偏好的兩個深度為 4 的子樹。 如果

不考慮消費者其他的異質偏好,此一商品最基本可以給消費者帶來 (2×44−1) =

128 的效用。 換算成願付價格為 5 × 128 = 640。 此商品有 37 個節點, 按高加

成率的定價方式, 售價為 37 × (1 + 2) = 111。 所以消費者剩餘為 529。 再依照

6.1.2 節的方式標準化後, 可以得到消費者滿足程度為 1000 × 529
4490

= 117.82。

3平均獲利率的表現可以由平均利潤除以平均銷售額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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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2: 表 8.12 第 9 次模擬, 第 5000 代, 高加成率生產者獲利最高的商品

圖 8.13: 表 8.12 第 9 次模擬, 第 5000 代, 消費者剩餘最高的商品

我們同時觀察消費者之中, 可以為某位消費者帶來最高消費者剩餘的商品。

圖 8.13 顯示第 9 次模擬中, 最後一代獲得最高剩餘的消費者所消費的商品。 除

了共同偏好的兩個主要子樹的部分,還有一些零星的子樹,研判應和某一位消費

者的異質偏好相配, 可以為該消費者帶來最高的效用。

在第 9 次模擬中, 我們並沒有揭露低加成率生產者所生產的商品。 原因是在

這次模擬, 低加成率生產者的市場佔有率從 2063 代之後變成 0。 之後雖然一直

有從事研究與發展, 但始終沒有辦法將局勢逆轉。 以這次模擬的情形, 我們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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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4: 表 8.12 加成率競爭第 9 次模擬, 總累積資本與市場佔有率

一步深入的來討論兩家生產者成敗的原因。 圖 8.14揭露了這兩家生產者競爭前

2500 代的表現。 圖 8.14 的上方是累積的總資本, 下方是市場佔有率。 一開始低

加成率的生產者取得優勢,在資本累積和市場佔有率上皆佔有優勢。 但是好景只

維持到第 300 代左右, 市佔率突然減少了一大半。 第 341 代之後累積資本更失

去領先地位, 一路走下坡, 最後在 2063 代退出市場。

對於這種現象, 我們的解釋如下, 定價策略在品質固定相同或相似時, 是一

項非常有用的武器,正如模擬一開始兩家生產者都處於初始階段,所有的技術都

還不成熟,兩家所生產出的商品技術水準相接近,因此低加成率的生產者可以贏

得大部分的市場。 可是, 高加成率的生產者並沒有完全失去客源, 仍然留住一些

消費者, 這些消費者之所以會消費, 是因為商品符合消費者心目中較高的價值。

換言之,對他們而言可以帶來較高的剩餘。 因此這些人所消費的商品更是精挑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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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的結果。 成交的數量也較少, 且這些商品必須要能更精確地符合消費者偏好,

才能抵銷高價的效果。 因此在這背後的機制為高加成率的生產者得到的資訊將

比低加成率的生產者來得精確。 使得日後發展會有很大的轉變。

然而, 這只是第 9 次模擬的情形, 我們 100 次模擬中, 每次模擬初期情況都

很相似, 在開始時低加成率的生產者先佔有優勢, 大約 300 到 500 代為一段關

鍵時期, 高加成率的生產者開始有機會可以逆轉市場, 之後, 發生逆轉的頻率會

愈拉愈長。 整體平均而言, 高加成率的生產者有大約 2000 代之後平均市場佔有

率約為四成五, 但中位數卻只有約 6.5%。 表示兩生產者在市場上的市佔率相當

極端, 將有一家生產者會被逐出市場或只佔有非常小的銷售額。 因此, 模擬後期

一家獨大的情況為我們所得到的一個普遍現象。

此外,高價反而帶來更多商機的實例,在個案研究中經常可以見到。 Starbucks

的經營方式為有名的例子之一, 其將成本很低的咖啡售價提升到遠遠高於一般

市場行情之上, 並且成功的經營。從 1971 年至今, 分店遍布全球各主要大城市。

他們不僅提供咖啡, 輕鬆的氣氛、 舒適的沙發、 家的感覺與專業親切的服務都是

整個商品的部分。 然而, 這個研究說明定價差異可以導致不同的服務品質。 現在

的成功案例都是好的服務品質伴隨著較高的定價。 因為, 這些都已經為事後結

果, 與 Starbucks 同時競爭的對手可能還有幾家, 但是品質未能被消費者滿意,

經過市場的篩選而淘汰。所以存活的生產者才是能生產出與價格相匹配的商品。

同樣是在咖啡的消費市場, 大約在 2003 年創立的 85 度 C, 以低價的咖啡

顯眼的銷售地點打進市場, 現今的營業額已經直逼 Starbucks 來台至今的營業

額。 在我們的實驗裡, 當消費者搜尋強度達 100% 時, 從生產者的獲利表現報表

來看, 可以觀察到標準差非常大。 和消費者搜尋強度 50% 的效果相差甚遠。 所

以 85 度 C 透過網路訊息的流通與強勢佔據顯眼的店面位置都有利其曝光, 將

自己原本弱勢的地位, 透過改變消費者的搜尋強度, 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此乃是

相當聰明的策略。 實驗中的平均獲利表現與標準差, 除了告訴我們, 大方向的趨

勢, 另一方面也暗示我們這中間的不確定性相當的大。 勝負可能都還沒有確定,

特別是在 100% 搜尋強度的環境中。 因此, 我們的實驗和所舉的例子都彰顯了

消費者選擇的重要性,模型可以讓我們早點看清趨勢和不確定性,在正式交手前

或中間過程可以有機會嘗試並且檢討不同的策略組合所帶來的成效。

最後, 回歸到問題的本質, 我們的市場背後就是一分錢一分貨的完全體現。

既然定價這麼關鍵, 表示我們的交易機制如果改變也會帶來關鍵性的影響。 利

用思想模擬, 我們假設消費者現在面對的不再是固定的標價; 取而代之的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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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集體競價 (English auction)。類似我們在第 4 章所描述的消費者的第二種搜

尋方式, 有目的之搜尋。 如果這樣可行, 那價格變為浮動的價格, 隨著市場需求

而調整。 生產者所面對的資訊將更為透明, 對於創新有更強的正向影響。 然而,

真實市場並沒有這樣做。 喊價市場通常不會拍賣消費者完全沒有看過的新商品,

這樣對生產者而言風險太大,因為消費者既然沒有消費過,自然無從鑑價。4除非,

透過網路與搜尋引擎,能被立即搜尋到參考價格的新商品,才會是熱門的拍賣標

的物。 如此拍賣的效果其實與固定標價幾乎無異。 因此, 我們在喊價市場通常只

能看到有明確參考價格的新商品、二手商品、 古董、房地產或是本來就無參考價

格的無形資產或經營權之類的商品,

4關於評價問題, 心理學及經濟學文獻對於人類評估價值的理性與否做了許多的探討, 在
Shafir and LeBoeuf (2002) 做了非常精采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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