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在一開始時, 我們特別強調這是一門跨科際的研究, 因為所要描述的生產不應

該只是口說無憑。 所以研究自然界及人造物的各種紋理與其共同之處, 便成了

研究的基石。 這個方向開拓出來的是一片極為挑戰的疆域, 加上我們提出來的

表現方法僅是目前可行的選擇之一, 還有很多的可能性等著被發展出來。 本研

究的精神比較接近初步的探勘。 過程正如科技演化的精神, 還需要歷經時間的

沈澱及後進的考驗。 不斷地傳承並且加以改良演進。

然而, 所帶來的多元和豐富的現象已經讓我們覺得印象深刻。 人文或社會科

學的研究並不像自然科學可以有良好的實驗環境可以控制變數並且加以分析。

數理邏輯分析固然有其優勢, 如同地圖一樣省略了大部分的細節, 保留了重要

的資訊, 可以讓旅行者快速的得到方向。 這是古典理論的一個完美類比。 不過,

我們所要面對的問題絕對不像特定時點下靜態的地圖, 隨著時間經過, 圖上的

商店、 建築物、 地標、 街道、 城鎮都會讓地圖產生改變。 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複

雜而多元的, 雖然看起來混沌難測, 但是只要有一個好工具, 社會科學的研究可

以如同自然科學般在一個良好的環境下來測試。 所謂的假設其他條件不變 (ce-

teris paribus) 不再是假設, 因為我們做到了讓其他條件得到控制的效果。 以下

我們彙整研究發現與未來研究方向。

10.1 結論

經由模擬成功的看到了商品的進化過程與其如何改進人們的福利及社會的財富。

同時, 也觀察到其對總體變數的影響。 換句話說, 這如同一個新興的經濟知識平

台。 可以同時做為研究、 教育與實驗的空間, 研究者可以進行所感興趣的議題模

擬, 學生經由這個平台的操作經驗增加對經濟模型及資料分析方法的知識。

透過市場競爭的模擬, 參數的可能演進方向經由大量的模擬得以確認。 以下

我們呈現初步過濾出的參數性質及方向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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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 模組化 GP, 成為我們初探的一個重點。 然而, 如果想要精確的定義模

組化似乎有困難。 因為, 模組化可能是一套流程, 內部包含許多可平行處理的子

流程, 個別獨立運作, 並有良好的界面可以加以整合。 實務上, 產生這些平行的

子流程需要大量的知識累積。 我們利用模型實踐模組化概念, 將累積的知識表

現成商品樣式資料庫中所萃取出可獨立的流程, 並加以包裝成進階的原料模組。

如此一來, 模組可免於受到破壞並且獨立地重覆使用。模擬結果說明自動化截取

模組的過程將顯著地改善生產品質及競爭力。

研發策略 我們以研究發展的比率建立初始時生產者深入市場的速度。 初期的

投入多寡將會影響到日後的表現,較晚跟進的生產者則會有較高的進入障礙,成

功的機率較低。 在創新的策略研究上, 研發經費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變數之一。

其參數的方向上, 本研究初步得到高研發率將有較佳的存活率; 然而, 在其數值

上, 仍然受到市場深度與 GP 的搜尋效率影響。研發率不太可能無限上綱, 低的

研發率也不一定完全沒有競爭力。 有可能在我們的模擬中將低研發率生產者刻

意設得非常小, 以致表現差異可以很明顯地展現出來。 如果兩者的差異縮小, 則

不確定性最大, 勝負難分的結果是可預期的。

交換率 遺傳程式的重要參數如交換率和突變率適用的方向性, 在兩個生產者

競爭的環境下, 較高的交換率或突變率, 以兩倍的差距來做比較, 對生產者有顯

著的幫助。 交換率原本在 GA 或 GP 中是取法自基因的有性生殖過程。 目的

是為了保有基因的多樣性增加對環境的適應性。 同樣的在生產者的經濟行為裡,

代表了組織內部的資訊交流程度。這個動作的經濟意義並沒有辦法量化討論,因

為我們很難對資訊交流程度與交換率之中取得一個對應的衡量準則。 但是在組

織中, 有些行為可以類比於資訊交流程度的增加, 例如: 非正式的午茶交流、 不

同部門共同舉辦成果發表、 內部知識庫的建置及分享等。 我們的模擬結果間接

說明了這些努力將會帶給企業較優異的競爭力。

突變率 基因的突變通常對適應性個體是有害的。 我們對高的突變率有較佳的

表現的解釋為大部分的商品皆由存貨調整而生產, 相當於大量的成熟產品已經

先保證其產量。 只有少數新研發的商品可能會問市, 這些商品本來就不容易與

現存商品來競爭。 除非他們有特別的獨到之處, 能夠一枝獨秀。 因此在相同的交

換率之下, 高的突變率, 將有較大的機會搜尋到原先商品原型資料庫以外的資

訊, 一旦成功搜尋就可能成為下一代商品或更進一步奪得對手的部分市場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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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反應在公司的行為上, 突變率的展現需要仰賴驚人的創意, 因此靈活的聯想

力、 腦力激盪活動、 與看似不合理的想法都應以正面鼓勵的態度來面對。

定價策略 同一品質的商品會有價格歧異的現象, 其主要來自於搜尋成本的差

異或潛在的商譽所導致 (Baye et al., 2007)。 如果我們將搜尋成本視為商品的

減分,商譽為加分重新計算商品的價值,我們會發現存活的商品反應了消費者選

擇的結果。 在模擬的設計上, 不同生產者採用不同的加成定價, 生存與否則由消

費者選擇來決定。我們得到了有趣的發現,在消費者對商品知識並非十分敏感的

情形下,只要定高價的生產者有少數商品可以通過消費者的考驗。 加上模型的機

制,商品標價皆採用不二價的方式標價。 因此高價而且能通過考驗的商品中有很

高的成分可能吻合重要且關鍵的偏好模組,這個情形下,定高價的生產者反而有

較佳的生存利基。 這個利基主要來自於兩方面, 一方面獲得較精確的生產知識,

二方面可以得到較豐厚的獲利成為新的研發資金。

10.2 未來研究方向

Dawid (2006) 指出要建構一個能夠產生各種產業與總體現象的模型並不容易。

我們目前的工作提供了一個建模的骨架, 主要的目標為建立一個生存力競爭的

平台, 驗證各種學習代理人的存活情形並且分析產業與總體的現象。 因此在模

型中考慮融入不同的學習方法, 是將來要擴展的其中一項挑戰。 另外為了因應

模型在將來考慮策略學習之下的彈性與更為一般化的適用經濟模型, 有些限制

必須加以克服。

生產者的加入與退出機制 生產者對市場環境的調適與學習之下, 涉及不同類

型生產者族群的勝敗。 因此生產者數目也會隨著族群的互動而有所改變。 人數

的動態調整, 技術上並不困難, 真正挑戰的關鍵在於實驗設計。 要賦予生產者哪

些學習機制、 資訊與互動方式值得我們仔細思考。 另外, 策略參數的學習與否或

可學習參數的數量, 是否會牽涉到學習效果。 換言之, 並沒有準則告訴我們可調

參數的數目。 我們採用 KISS (keep it simple, stupid) 的原則, 從一個可調參

數開始討論。 可能的模擬情境可能會像, 兩家生產者的 R&D 比率在一個範圍

內經由學習分類者系統調適。 以上的幾個關鍵字改變,例如: 兩家、R&D比率與

學習分類者系統等。 可衍生出來的變化相當可觀, 依據研究子題再進一步討論

各策略參數的角色將是未來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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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所得內生化 目前模型的消費和投資完全獨立, 生產者創造的供給可以

滿足市場上的消費需求; 或者換個角度,消費者透過偏好選擇了每個人心目中的

理想商品。 消費者所得內生化, 除了消費者本身的角色外, 還需扮演勞動者或投

資者。 投資者需要考慮更複雜的資本市場, 暫時不會碰觸。 勞動者則需要考慮勞

動市場, 從最簡化的思考出發, 不考慮代理人的能力差異, 純粹平均分均生產者

的獲利給消費者,成為消費者的所得。消費者的所得除了初始時是外生給定一筆

稟賦,之後則由生產者利潤分配而來。貨幣數量則是消費者的初始稟賦與生產者

每期增加的資本量。 在物價不變和固定增加的貨幣數量下, 名目國民所得 (物價

乘以交易數) 將由貨幣數量和貨幣流通速度的乘積決定, 換言之, Fisher 的交易

方程式 MV = PT 可用來說明此封閉模型的現象。

然而, 目前的交易機制, 與貨幣流通速度有關的變數 「每期消費者的交易次

數」 是模型外生決定。 因此, 如何決定交易次數還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 因為這

牽涉到消費者的學習機制, 亦即消費者的消費決策。 直觀上, 消費者的消費應僅

受所得 (預算) 與對商品的滿足程度的影響, 所以簡化的做法上可以消費者的偏

好為藍圖, 讓消費者按照現行的選擇機制,在預算限制下極大化其偏好的涵蓋以

決定每期消費者所需要的商品。新的框架下,將可以更有意義的來觀察國內生產

毛額與社會福利的關係。

知識市場 在第 5 章時我們已經討論過知識市場的藍圖。 然而, 建置上有其相

當的難度。 初步的構想, 我們延續模組化思考, 先在模型中設立專利局。 該局只

負責接受生產者登記新的模組並收取定期的專利維持費。為了精簡計算資源,生

產者會以抽樣的方式檢查市場上的商品是否有使用到已經登記的模組。 如果發

現有競爭者在產品中使用到已申請專利的模組, 則必須支付權利金, 否則將不

能使用該模組生產。 權利金為固定金額乘上生產商品的數量。 如果上述機制能

夠建立, 接著就可以來討論生產者知識的交易。 換言之, 原本機械化的程序, 專

利權利金為被舉發的仿冒者所要支付的費用, 轉變為追求進步的生產者主動尋

求既有的專利模組。 在生產者的動機上需要在未來研究進一步的思考。

社會網路與消費者偏好內生化 消費者偏好除了先天已經存在的需求外, 後天

的學習亦有深遠的影響。 生產者透過各種媒體對消費者的宣傳或教育, 社會不

同階層 (如: 不同所得收入) 消費習慣的流動都是影響消費者偏好的來源。 社會

網路可能是研究消費者偏好改變的工具之一。 Thomas Schelling 1970 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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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regation Model 在二維棋盤空間上的代理人與其鄰居連結, 是最原始直觀

的網路形式。 加上對鄰居的偏好, 原本選擇鄰居的偏好, 在我們的模型換成了選

擇商品的偏好。 可以幫助我們從最基本的框架引入社會網路的概念。 如果可以

成功將這些概念引入, 則消費者偏好可從很少數幾種不同的偏好類型出發。 然

後觀察消費者自我形成的群落, 以及消費者與外界偏好的互動。 同樣的, 生產者

也可以是棋盤上的成員, 釋放其商品訊息給周圍的住戶。 模型細節和表現形式

與所欲表達的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都是將來要考慮的重點。

生產者之間的合作與競爭 企業講求專業化分工與面對國際競爭壓力之下, 如

何自我組織形成有效的供應鏈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是非常自然

的趨勢。 然而, 在計算模擬的環境有什麼誘因可以讓生產者之間產生所謂的合

縱連橫的複雜動態是一個挑戰。 目前我們可以觀察到最明顯的誘因就是原料及

勞動力的供給價格。 例如, 中國大陸、 印度、 越南等提供廉價的勞工及充沛的原

料, 以吸引資金投資。 在我們的模型, 原料的單位成本固定, 勞動力完全不存在

的假設, 就必須要打破, 並且需要建立勞動市場以及原物料市場。 雖然模型與理

想目標還有段距離,但若能成功建立,可以讓我們對目前的國際局勢有更深遠的

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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