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章

文獻回顧

2.1 創新文獻

經濟學或更廣義的社會科學無時無刻都在探討 「創新」 或 「技術進步」, 然而還

沒有一個具體的計算模型或工具來分析這個現象。 雖然各個科學領域同時也以

不同的角度在談技術, 例如: 生化、 光電、 工程領域, 我們仍然需要能一般化的

科技表達能力 (general representation of technology), 基於此才能夠描述創新

(innovation) 以及研究其演化過程 (evolutionary process)。

關於創新和技術改革的動態面, Schumpeter 在 1911 年的德文發表中提到,

技術改革不僅導致所需要素的增產,同時對市場與產業結構也造成影響。 Schum-

peter 的三部曲 「發明–創新–擴散」 描述了整個創新過程的時間結構。 (1) 擴散

對於創新的預期報酬及市場結構的影響; (2) 創新的擴散因產業而有所不同, 同

時過程涉及路徑相依性及動態外部性; (3)對於創新計劃的決策通常不是一勞永

逸, 而是不斷的調整; (4) 此乃預測市場動向、 技術發展與知識累積的不確定性

過程 (Schumpeter, 1934)。

研究創造力的證據顯示出 「與創新有關的神經生理機制」, 例如: 洞察 (in-

sight)的機制 (Jung-Beeman et al., 2004), 皆是建立在過去累積的知識和經驗

上。這也成為理論建模上的一大限制,因此該如何描述創新變成暫時無法碰觸的

問題。過去經濟學家轉而屈就將技術相關的變數參數化,在模型中研究這些變數

的動態及各種條件的均衡情形, 來解釋經濟成長的因素 (Hicks, 1932; Harrod,

1942; Solow, 1969), 後來演變開始賦予技術創新的意涵。 經過歷代經濟學家的

改進, 從 Arrow (1962), Sheshinski (1967)以及 Uzawa (1965), 逐漸將技術內

生化, 引起技術發生改變的原因也開始有了多元化的觀點 (Romer, 1987, 1990;

Aghion and Howitt, 1992;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考慮有限理性及經驗學習的效果, Nelson and Winter (1982) 研究廠商的

5



第 2 章 文獻回顧 經濟學中的創新

創新過程及產業動態。 他們的研究主旨包括了假設廠商行為有限理性、R&D 為

創新的必要條件、 創新能力是廠商的競爭優勢、 篩選或評量廠商的表現是基於

其創新能力。 動態過程顯示廠商的創新行為決定產業的結構和演化。 這個開創

性模型, 後續有許多學者跟進, 透過模擬的方法希望可以產生各產業及產業內

的動態事實 (facts)。 Dawid (2006) 整理了關於創新建模的文獻, 列出創新的特

性包括: (1) 動態結構的過程; (2) 強調知識的特殊性, 並將其視為創新最重要的

投入; (3) 涉及大量的不確定性; (4) 經由廠商的知識量、 使用與接受技術的能

力與對技術改革的創新策略來展現異質性。

然而, 這些努力仍然無法瞭解技術的內在構造 (inner structure), 我們很難

闡述技術參數量化的意義。 而技術的內在構造即是知識。 實證上說明知識的存

量和創新有絕對的相關 (Dosi, 1988)。 有些知識的傳導機制如內部的研發, 公

司間非正式的資訊交換 (外溢效果), 或邊做邊學的效果都會造成知識的累積。

因此目前的決策深受過去的經驗與知識累積的影響, 進而促成創新活動。 知識

累積的研究和實質資本累積有很大的不同。 知識可以發展成交易的標的, 通常

深植在個人或一群人 (隱含的知識) (Polanyi, 1966)。 其複製幾乎不需成本並且

可以經由多元的管道擴散。 Arrow (2000)指出,知識成為要素投入由來已久,知

識的創造與應用是早已存在的事實, 並非新名詞; 人類社會的演化, 可說就是知

識發展史。 然而知識並不容易定義, 例如要區別外顯的和隱含的 (tacit) 知識、

或一般知識和特殊技藝知識就有困難。 因此若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衡量技術水準,

僅能侷限在一些量化的資訊, 例如: R&D 投資比率、 論文發表量、 專利申請案

與核發量、 上網普及率等。 即使有這些量化資料仍然難以滿足我們想要瞭解創

新過程的結構本質。

為了說明結構的本質, 圖 2.1 和 2.2 顯示鎚子 (hammer) 和武器 (weapon)

的演化過程。 對於研究這樣的過程, 目前一般的分析工具和計算模型還付之闕

如。 Kerber and Saam (2001)試圖以有限的維度來呈現技術, Ma and Nakamori

(2002) 則使用 Kauffman 著名的 NK 模型和遺傳演算法來表現技術以及其演

進過程。 然而, 我們要強調的是技術應該是在一個無限的維度上。 好比我們很難

想像從文字模式的作業系統 (如: DOS) 到圖形式的視窗作業系統 (如: Win-

dows), 僅僅是調整幾個有限維度裡的參數。1

1這個例子可以使我們容易理解創新並非簡單地微調參數就可以達成。 根據 Baldwin and
Clark (2000) 的 Design Rules: The Power of Modularity 書中, 記載了作業系統如何從文
字形式進入到圖形式的環境, 其中包含了相容性問題 (與當時模組的可匹配性)、 消費者接受度
(主流消費者的偏好態度)、 程式開發人員的觀望 (系統軟體生產者的決策) 與最後全面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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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鎚子的演化 (圖片來源: Basalla (1988), Figure 1.4, p.20.)

雖然直接對創新建模有其困難性, 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經濟學所提出的典範性

研究有著愈來愈多不同的看法。 有一部分是對於古典模型無法處理或產生新穎

性或稱為浮現現象 (emergent property),2 因為我們無法事先假設已知所有未

來將被發明的商品和技術。 因此, 符合理想的模型須保留空間給我們沒有看過

的新事物。 目前, Aoki (2002a, 2002b) 引入了 Zabell (1992) 的未預期知識

(unanticipated knowledge)。 這個想法源自於群體遺傳學 (population genet-

ics), 其所謂未預期知識可類比為物種抽樣問題。 在機率論和統計學中稱之為接

續法則 (law of succession), 例如: 如何描述給定在已經觀察到的物種為條件

下, 新抽樣的物種是前所未見的新物種機率為何。 Aoki 道破經濟學家在創新模

型所遭遇的瓶頸, 另外, 根據群體遺傳學, 他所提出的 Ewens-Pitman-Zabell

歸納法仍然有其限制。 基本上, 物種的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的特性仍然有所不

同 (Basalla, 1988)。 人類的創造物 「製品 (artifact)」 通常是有跡可尋, 而非一

種突然的發現。3 因此, 我們傾向於接受技術革新有其連續性的本質。

2浮現現象, 一般也譯為突現現象, 指在複雜系統中, 強調個體的交互作用與其所導致的總體
行為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的關係。 換言之, 個體行為和總體行為可能截然不同。 用在我們對產
品創新的解釋上, 我們借用此觀念來表達, 看似無關的低階砌磚, 可能組合出符合消費者心目中
理想的高階商品。 但是突然就達成正確的組合是有困難的。 因此我們強調在過程中與經驗或知

識累積的關係, 並將此現象譯為浮現現象。
3Diamond (1997) 舉了許多歷史上的實例, 如: James Watt 在 1769 年發明蒸汽機, 教課

書告訴我們這是因為他看到燒開水產生的水蒸汽所得到的靈感。 事實上, 當時蒸汽機已經發明

了 57 年了, 發明人是英國人 Thomas Newcomen。 而 Newcomen 的蒸汽機, 則是從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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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澳洲土著武器的演化 (圖片來源: Basalla (1988), Figure 1.3, p.19.)

經濟體系屬於複雜適應性系統 (complex adaptive system),4 浮現現象為其

重要的特徵。 創新過程中, 為了表現製品的演進是知識累積與浮現, 模組化為研

究者所欲補捉的重要特徵。 最直觀的方式是將模組化與結構 (architecture) 做

連結, 例如之前的鎚子與武器, 鎚子適應不同的功能需要在結構上有所改良, 武

器則同時朝各種功能面方發展, 如防禦、 射程、 穿透力等。 近代的研究則以產業

為對象, 在 Fixson (2003) 的技術報告中, 整理出截至當時與模組化相關的一百

多篇文獻, 其中以特定產業或產品的研究居多數。 換言之, 這個報告間接說明了

模組化高度專業的一面。 同樣的, 尋求模組化的一般性表現法亦是學者追求的

聖杯。 模組化的中心概念為區別出複雜系統中的子系統以及子系統之間的交互

作用 (Simon, 1962)。

然而, 要明確地分割個別子系統困難重重。 近似可分割系統 (near decom-

posable system) 的條件較易達成, 因為自然界中完全可分割的系統 (fully de-

Savery 的發明改良而來。 Savery 的靈感則是來自於法國人 Denis Papin 的蒸汽機設計圖而

來。 Papin 的設計圖也不是獨創的產物, 他的點子是來自於荷蘭科學家 Christiaan Huygens
和其他人。 因此 Watt 的貢獻像先烈一樣, 一點一滴的改良蒸汽機的設計, 而不是突然出現這
麼一個複雜的機械。

4這是由聖塔菲研究院 (Santa Fe Institute, SFI), 的 John H. Holland, Murray Gell-
Mann 及 Brian Arthur 等人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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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sable system)是非常罕見的 (Simon, 1982)。5 此概念加上 Kauffman的

NK模型,則可以將結構參數化成有限維度的矩陣,最早由 Altenberg實作在生

物學上, 後來的學者陸續用來表現在如經濟學 (Frenken et al. 1999; Marengo

et al. 2000; Baldwin and Clark, 2000), 管理科學 (Levinthal, 1997) 與複雜

系統 (Ethiraj and Levinthal, 2005) 等。 在學者的努力下, 近似可分割的問題

可用設計矩陣來呈現。 但是, 問題在於矩陣維度外的空間會怎麼產生或以什麼

形式出現, 仍然有待克服。

2.2 演化計算工具

我們接著會從演化計算工具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tools) 在科學、 工程

和商學上的成功應用來說明其擔任這個角色的適切性。 首先, 對於創新, 我們偏

向視其為連續過程 - 演化 (evolution), 而較不傾向離散過程 - 革新 (revolu-

tion)。 基於連續觀點, 新製品 (novel artifacts) 通常不會憑空出現, 而是由先

前已存在的製品 (antecedent artifacts) 而來。 Basalla (1988) 給了兩個鮮明的

例子來看鎚子和武器的演進。 由此觀點, 可以清楚瞭解我們是在尋求一個創新

的演化模型。 第二, 在連續性的論點, 我們假設創新是一個發展過程 (growing

process), 例如, 將低階的砌磚 (low-level building blocks) 或特性 (features)

加以組合, 達成另一個高階的功能 (high-level functionality)。 換言之, 新的主

意 (idea) 乃是源自重組或篩選原有的主意 (砌磚)。 新觀念一旦出現, 有可能成

為新的砌磚進而造就更新穎的觀念。 事實上, 產品的演化過程可以由功能性模

組法 (functional-modularity approach) 來重現。 所謂功能性模組法, 對經濟

學家而言應該不陌生, Paul Romer 曾經提到 “Our physical world presents

us with a relatively small number of building blocks – the elements of the

periodic table – that can be arranged in an inconceivably large number of

ways.” (Romer, 1997)。 每個功能性模組都可以拆解成最小的砌磚 (週期表中

的基本元素), 之所以稱為功能性模組, 代表每個能稱為模組的區塊能獨立完成

某些特定功能。 此亦為 Herbert Simon 所闡述的 (近似) 可分割子系統具體實

踐, 或計算機用語中的例行程序 (routine)。 細節請參考 Chen and Chie (2004,

2006)。

5所謂的近似可分割是指子系統間的交互運作顯著弱於子系統內部的交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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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遺傳程式 (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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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GA 隨機初始產生的臉譜範例

遺傳演算法 (GA, genetic algorithm) 是一種搜尋最適或近似解的技術。 其

想法來自於生物在生存壓力下, 透過遺傳機制, 包括突變、 交配 (有性生殖或基

因交換) 再加上天擇機制, 在時間序列上不斷的調適。 以代為物種更新的單位,

以求生存下來的物種可以更適應於所處環境。 其為一種群演化的機制, 所以也

被歸為全域搜尋工具; 換言之, 只要掌握遺傳運作機制, 並賦予充分的表達能力,

其類似平行搜尋的能力可以找到 (近似) 全域解。

我們先利用 GA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介紹功能性模組法和科技演化的關係。

圖 2.3呈現的是應用GA來協助目擊者描繪嫌犯長像 (Caldwell and Johnston,

1991)。 此應用有別於傳統僅依賴目擊者提供嫌犯的特徵給畫師。6 取而代之的

是根據既有的模組 (module) 或砌磚 (圖 2.4) 自動產生出一組臉譜 (圖 2.3),7

目擊者根據這些臉譜帶來與嫌犯的相似性感覺勾選可接受 (acceptable)或接受

(pick) 做為適合度 (fitness value)。 接著, GA 根據這些資訊來重組或變異這些

6心理學將人類的意識分為兩種, 有意識的 (conscious) 與無意識的 (unconscious)。 在情急
或時間短暫的情況下, 有些刺激並不會進入意識界, 而是進入無意識界, 這樣的刺激人們並無法
知覺也無法描述, 如果透過適當的引導將有助於擷取無意識的資料。

7根據遺傳學, 將遺傳性狀分為顯性基因 (dominance gene) 和隱性基因 (recessive gene)。
例如: 控制膚色的基因顯性為分泌黑色素, 隱性為抑制黑色素, 當控制該性狀的基因數足夠, 則
可以表達出各種膚色的臉譜。 圖 2.4 是以鼻型為範例, 在顯性的類型裡採 4 位元編碼, 共可表
現 16 種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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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control bit value for 
dominance gene 

control bit value for 
recessive gene 

Genetype 

Phenotype 

0000    0010    1111 

圖 2.4: 鼻型模組二位元編碼

臉譜。 之後再產生一組新的臉譜給目擊者,8 目擊者反覆進行評價, 直到他認為

滿意為止。

同樣的類比, 消費者在面對商品時, 也是不自覺的經由選擇表現出其內在的

偏好。 但是, 消費者無法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或者是知道理想的商品, 而自

己沒有能力與技術來達成。 因此, 這個運作原理可以很自然的適用到生產者對

商品的重新組合與變異, 並讓消費者來篩選, 以求消費者更高的滿意度。

2.2.2 遺傳規劃 (GP)

1990 年代, 財務經濟學家已經開始使用功能性模組的 GP 來發掘新的交易策

略。 發掘交易策略的方式如下, 首先給定一些初始的砌磚或專家知識, 接著來

看 GP 能否發掘一些具有獲利能力而且是前所未見的策略? 文獻上在外匯和

股票市場已經執行了一連串的實驗 (Neely, Weller, and Dittmar, 1997; Neely

and Weller, 1999; Allen and Karjalainen, 1999)。 他們使用移動平均法 (MA

rules, moving average rules) 以及壓力突破或支撐法 (trading range break-

out rules) 等作為砌磚 - 元素 (primitives)。9 GP 的任務是重組這些元素以產

生新的交易策略。 接著研究者測試這些策略的獲利表現, 並且檢視這些策略的

內容。 GP 交易策略是否能夠告訴我們簡單技術交易法則以外的知識? 在外匯

8有鑑於心理學的證據, 人類對於價值的給定並沒有一個絕對客觀的標準 (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在此 GA 只需要相對的評價即可區別, 因此這樣的應用仍然可以得到理想的
要求。

9元素指 GP 所能使用的功能集合 (function set) 與終點集合 (terminal set) 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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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已經獲得一些成功結果。 我們小結 GP 的應用。 第一, GP 能發掘有獲利

能力的交易策略; 第二, 策略內容方面, GP 所發掘的策略相較於簡單的策略更

為豐富。 在他們的研究中也討論 GP 策略的細節。 因此, GP 展現了在技術交易

策略上創新的過程, 結合低階的砌磚 (例如: MA, filter, 或 break-out 法則) 來

發展成某種高階的功能 (獲利表現)。

除了財務之外,另一個有趣且成功的應用為 Koza將 GP用在 Kepler’s law

的重新發現上。10 在此, GP不僅僅重現了定律,而且重現整個系統的進展。特別

有趣的是在過渡時期的結果也看到和 Kepler早期的結論相同 (Levy, 1992)。 因

此 GP 不僅得到最後的結果, 人類經歷的嘗試與錯誤 (trial and error) 或學習

與探索 (learning and probing) 過程都有機會重現。 因為這些證據顯示 GP 確

實是一個可以作為描述或檢視科技創新連續性假說的工具。 Koza 的另一方面

著名的研究, 是將 GP 使用在類比電路 (analog circuits) 設計。 研究結果發現

有些透過 GP 演化出來的結果可以拿來和人類精心設計的電路媲美。 因為, 當

Koza 利用 GP 所設計出來的電路申請專利時, 審查中發現有 21 項已經是登記

有案的設計 (Willihnganz, 1999)。

2.2.3 演化類神經網路 (EANN)

演化類神經網路 (EANN, evolutionary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為演化計

算與類神經網路技術的結合。 類神經網路 (AN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乃是模擬生物的神經元運作, 透過不同的神經元結構 (architectures) 與每個連

結之間連結強度 (connection weights) 的調整來達成特定的功能。 至於連結強

度的調整乃是透過學習法則 (learning rules) 來決定調整的方向和大小。 但其

最為人詬病的是黑箱 (black box) 作業與容易落入局部解 (local optimal)。

因此, 引入演化計算,以平行搜尋來決定神經元結構、連結強度、與學習法則

等三個項目, 如此, 將有助於改善局部解的問題。 雖然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 (J.

B. de Lamarck) 認為生物功能的用進廢退論 (theory of use and disuse) 已被

證明不適用於生物型態上的改變;但對於神經元的連結卻能適用。 因為神經元的

靈活和彈性讓生物能夠學習、記憶、 與累積經驗。 這些都是透過上述三個項目的

10Johannes Kepler 根據 Tycho 的行星觀測記錄, 將 Plato 過去的等速圓周軌道天體運行,
修正為變化速率的橢圖軌道。 1609 年出版的新天文學 (Astronomia nova), 提出了前兩大定
律。 行星第一定律: 行星以橢圓軌道繞日運行, 太陽位於兩個焦點之一; 行星第二定律: 行星
與太陽的連線在相同時間掃過相等的面積。 十年後, 在 1619 年出版宇宙的和諧 (Harmonices
Mundi), 定出行星的第三大定律: 行星週期的平方正比於平均距離的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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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來達成。11

我們提出這個方法, 希望可以透過結構之間的自我連結主動形成模組的概

念。 然而, 這樣的想法仍然受限於類神經元數目遠不如生物的神經元數目, 例如

一隻螞蟻的腦神經數目就可能高達 25 萬個神經元。 所以類神經網路的模型多

半只能執行相當特定的功能, 缺乏一般化的表達能力。 但是在可見的將來, 量子

計算機若能夠實現, 計算速度和容量將會大幅改善。 屆時, 我們也許有機會可以

用這個方法來模擬創新行為。

2.3 小結

經由上列背景的描述,我們對所要建構的創新模型應具有的特徵做一個小結。首

先模型需具有演化能力, 亦即能夠有一個優良的表現方法可以展現變異及擇優。

然而這樣仍太過籠統,我們需要一個可實作的表現法來表達這個特徵,這個表現

法具有以下條件:

• 階層性 (hierarchy): 可以展現不同層次的構造, 從簡單到複雜的功能。 像

生物的組織可以從最小的化學層次、 細胞、 組織到各種器官、 系統、 乃至

個體。 同理, 人造物也可以歸納出這樣的紋理結構。

• 模組化 (modularity): 是屬於階層結構中的某一層次內, 不同物種之間,

所可以找到的共同構造, 我們稱為模組。 而相同的構造在不同的物種可能

以不同的特徵展現,這乃是因為受到遺傳指令的催化時間不同或功能上有

不同的用途所致。

• 延伸性 (scalability): 表現法不僅僅是展現既有的階層性, 需要能進一步

與環境互動並調適擴展其層次的能力。

• 連結性 (connectivity): 這裡是希望可以類比大腦的神經連結機制, 如同

Calvin (2005) 所提出的觀念, 人類在從事各種不同的活動同時, 其它看

似無關的活動也可能受惠。 亦即所謂的觸類旁通的效果。 因此, 前三點的

表現只是一個概念, 如果要實踐需要許多精密的微調和參數。 例如: 小嬰

兒學習抓的動作,生產的各種程序, 如: 車床的使用, 都需經過很多次的練

習, 才有能力執行。 而這個學習效果都記憶在腦神經的連結關係中。

11關於演化類神經網路的文獻回顧與介紹請參考 Yao (1999a)。

13



第 2 章 文獻回顧 經濟學中的創新

表 2.1: 演化表現法比較

項目 GA GP EANN

編碼單元 字串, 數值 字串、LISP 樹 人工神經元, 連結
編碼長度限制 受限制 受記憶體限制 受記憶體限制

適用問題 數值參數解 數值解、 符號迴歸、 數值解、 函數逼近、

策略問題、 設計問題 記憶性問題

演化能力 有 有 有

學習型態 監督式學習 監督式學習 監督式、 非監督式學習

與人互動 可 可 可

技術障礙 低 高 極高

階層性 有 有 有

模組化能力 有 有 視問題而定

延伸性 弱 有 有

連結性 無 無 有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表 2.1 為可能符合上述條件的表現法比較。 我們比較常使用的演化表現法,

包括遺傳規劃 (GP)、 遺傳程式 (GA) 與演化類神經網路 (EANN) 等, 並沒有

一種可以完整表達上述四種特性的方法。 EANN 雖然具備階層性、 延伸性與連

結性,但仍受限於問題與採用的演化方法高度的相依性,為問題量身訂做的需求

高, 使其難以一般化的表現所有特性 (Yao, 1999b)。 GA 雖有模組化的功能, 但

在其他特性上的擴充性就有困難。 GP可以同時具有階層性和延伸性, 再加入模

組化的想法, 因此在應用上會優先考慮 GP, 並使其具有前三項條件。 至於連結

性的一般化表現與計算力限制,是目前人工智慧領域所積極想突破的瓶頸,此亦

為本研究的限制。 將來突破這個限制的方法,會考慮引用節點之間連結機率的概

念實踐在 GP 表現法。 如此一來, 就相當於在 GP 結構上有內生的自我組織能

力, 強化並符合我們對創新表現的全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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