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章

商品與生產

3.1 元素

前一章的例子說明 GP 能模擬功能性模組的連續 (演化) 創新過程。 然而, 將

GP 運用在經濟學的創新模型, 或更精確的說代理人基計算經濟模型 (agent-

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 model), 立刻會面臨到比單純使用在知識發掘

(knowledge discovery) 或資料採礦 (data mining) 更複雜而且困難的問題。 以

下說明GP的術語要如何對應到創新模型。第一個挑戰,什麼是初始的砌磚或元

素 (primitives)? 這並不容易回答。這裡要闡明的是我們要將重點放在非常一般

性或抽象的創新描述, 而非任何特定的創新。 這是一個挑戰, 因為經濟理論的商

品並沒有實質的內容。很少會注意到商品的體積大小 (size),形狀 (shape), 拓墣

(topology), 以及內部結構 (inner structure)。 一般性的商品表現法並不受經濟

理論的重視。 造成表現經由既有商品浮現出新興商品 (emerging commodities)

的過程難以呈現, 同時也無法完整的在經濟理論中描述技術創新的結果。

由於有限的背景知識並無法提供我們選擇 GP 元素的線索。 本研究的突破

是首先將商品和生產過程連結。 每一個生產過程可以描述為一連串的處理 (加

工) 程序 (processors) 和原料 (material) 的雇用。 一般而言, 大部分生產序列

(sequence) 能再進一步分成多個平行的子序列 (subsequence)。1 相關程序所產

生的商品也可以成為進階的原料以促成更高階商品的生產。這樣的結構, 功能集

合自然就是原始的程序 (primitive processors), 而終點集合則可以對應為原生

材料 (raw materials)。 兩者可以分別定義如下,

Function Set: Ξ = {F1, F2, ..., Fk}, (3.1)

Terminal Set: Σ = {X1, X2, ..., Xκ}. (3.2)

1這個平行化的觀念即模組化 (Baldwin and Clark,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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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序列 (商品, 程序) 可以表達成 LISP S-expression 的型式或更直接地

表現成解析樹。2 如此創新過程即能以 GP 來達成。 理想上, 加上自動定義函數

(ADF, automatically defined function) 可以用來補捉演化過程中已經成熟廣

為使用的程序。 此適應性的功能集合具有增加和刪除原始程序和 ADF 的能力。

知識進展在任何一個時點便可以用適應性功能集合的複雜度 (complexity) 和

商品多樣性 (diversity) 來衡量。

3.2 模組化

Herbert Simon向來對複雜系統的形成有很高明的洞察,當面對問題時,發掘出

其中穩定的元件, 對加速搜尋解答有很大的助益。 在處理複雜系統, 利用演化子

系統 (subsystems) 將比直接演化元件 (elementary parts) 更有效率 (Simon,

1973)。 在 Holland (1975) 的遺傳程式 (GA) 中, 沒有特別強調模組化 (modu-

larity) 的概念。 但其砌磚假設 (BBH, building block hypothesis) 是支持遺傳

程式得以運作的最有力主張。 因此, GA 的應用已經有 BBH 完善的理論基礎。

同樣是演化計算的技術 GP, Koza (1992) 透過 GP有能力找到隱藏在觀察值背

後的規律, 並且得以將有用的結構保留下來。然而, 對於 GP 的應用仍然有很多

需要克服 (De Jong and Pollack, 2003)。 可能是早期深受符號迴歸 (symbolic

regression) 應用的誤導 (Chen and Kuo, 2002), 實際上, 只要問題再複雜, GP

找到解答的可能性幾乎是微乎其微。 這也促使 Koza 在求解時需要動用大量平

行處理的計算機以增加成功求解的機率。 這樣的做法並不經濟, 也不符合實際。

因此第二個挑戰, 要如何擁有模組化的能力以及尋求可能的解決之道。

在演化計算方興未艾的年代, 有許多學者洞察到模組化能力的重要性。 An-

geline and Pollack (1993)提出在演化過程中萃取模組資訊的方法, 例如: 打包

(compress)、 展開 (expand) 等運作元的使用, 可以將 Evolutionary Program-

ming 與 Evolutionary Algorithms 所表現的解做更有效率的應用。 他們在文

中將螞蟻覓食問題以有限狀態機 (FSM, finite state machine) 來表現, 有模組

化的幫助下, 搜尋時間明顯縮短。 Koza (1994) 所提出的自動定義函數 (ADF,

automatically defined function)可以做為 GP演化過程中可見的砌磚。 Rosca

2此樹狀的拓墣用在呈現商品的特徵上有可能會引起爭議, 因為從結構的下而上代表商品的

製程由原料加工以至商品。 事實上消費者不可能看到完整的過程, 我們所表現的只是一個抽象

但卻比以往經濟理論具體的概念。 舉例來說, 這個樹狀所提供的是一套服務、 財貨或兩者的混

合, 消費者消費這項商品, 就是接受這一整套的服務, 可能是一個下午茶的場地、 音樂、 各項服

務、 點心以及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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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經由子程式創建元所定義的 ADF0 及 ADF1

and Ballard (1994) 承 Koza (1994)的 ADF再提出適應性表示法 (AR, adap-

tive representation),3 利用最小描述長度原則 (MDLP, minimum description

length principle) 以自動化獲得功能性模組。

回顧 Koza (1994) 的做法, 其將標準化 GP 提升到模組化的層次。 利用子

程式創建元 (subroutine creation operation) 可將已有的結構以更有效率的方

式包裝起來, 並自動定義出新的子程式以供後續使用。 圖 3.1 為 Koza 所舉的

一個例子, 原來右子樹的程式 (NAND (NAND D1 (NOR D4 D0)) (NOR D2

D3)) 透過子程式創建元自動定義出 ADF0 和 ADF1 來結構性地表現右子樹。

用 ADF 表現的新程式變成 (AND (AND D1 D0) (ADF0 D1 D4 D0 (NOR

D2 D3)))其中 ADF0又會再呼叫 ADF1。4 類似的重覆性結構在McKay et al.

(2006) 的系列研究中下了不少功夫, 例如結合 L-System, 特別能夠處理含有遞

迴語法的問題。5 然而, 這些方法也有其特殊用途的限制。例如, L-System 的引

入只能針對特定的遞迴結構問題有幫助。

我們利用 Koza 的 ADF 概念, 在所要表現的商品空間上, 提出自動定義終

點 (ADT, automatically defined terminal)。 如同 ADF, 使用 ADT 有簡化

(simplification)、 封裝 (encapsulation)、 重覆使用 (reuse) 等優點。6 與 ADF

3這是從認知科學所借用的名詞, 在於說明人類的認知過程中如何表現空間、 時間、 色彩與其

他的概念。 如空間就是深受笛卡爾式 (Cartesian) 的表現法影響。 這裡是指萃取 GP 功能性砌

磚的方法。
4此為 LISP 表現法, 更多的介紹請參考第 4 章。
5對 L-System 有興趣者可拜訪 http://algorithmicbotany.org/papers/。
6人類的語言也有同樣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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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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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ding their common
subtrees with dep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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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M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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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ADT 擷取程序以及其與遺傳運作的關係

的差異是 ADT 本身並不演化, 而且所接的終點 (輸入) 固定不變。 其基本結構

為深度為 2 的二元樹。7 例如: ADT0 = (F1 X1 X2)。圖 3.2 顯示整個 ADT 的

擷取程序, 說明如下:

1. 在商品的創新階段, 生產者會先篩選出表現較佳的商品做為新產品的參

考依據。 以競賽選擇法為例, 生產者會先隨機選出一定數量的商品子集,

然後再取出適應度最佳的兩個商品, 進行重組和改進。8 在重組和改進之

前, 生產者會先分析這兩個表現好的商品中有哪些深度為二的共同元素。

依序將這些深度為二的子樹擷取成 ADTi, i 為 ADT 的流水號。

2. 檢查生產者新擷取的 {ADTi|i > ī}是否已存在既有的 {ADTi|i ≤ ī}資
料庫中, 若已經有相同的結構, 則捨棄該 ADT 並將商品結構與資料庫中

相對應的部分用已存在的 ADT 取代。

3. 已經存在 ADT 資料庫的元素皆可再當作終點使用, 例如: ADT3 = (F1

ADT0 X2), 其中 ADT0 = (F1 X1 X2)。

3.3 適應性函數與偏好

第三個挑戰是適應性函數 (fitness function) 的選擇, 即指導技術進步的回饋機

制。 所有商品根據相關生產過程決定成本, 再依市場需求決定其收益, 最後的表

7本研究僅是簡化, 商品結構的表達並不一定要使用二元樹。
8商品子集的篩選比例、 交換率與突變率請參考第 6 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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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利潤 (profit) 來評量。市場需求由消費者 (使用者) 主觀的偏好 (效用函數,

utility function) 所導出。 然而, 目前經濟理論還無法指導我們如何評量前述情

況下消費所帶來的滿足感,因為消費者所面對的商品為一連串的程序,傳統理論

從未處理過這種情形, 因此也無法提供有用的線索。 在這個研究中, 可能的處理

方法是提供良好定義的循規蹈矩的效用函數 (well-behaved utility function),

此函數滿足單調性 (monotonicity)、 綜效性 (synergy)、 以及一致性 (consis-

tency) 的條件。 效用函數可以用強類型 (strongly-typed) Kleene Star 來表

示。9 更多細節將會在第 4 章呈現。 本架構亦可以藉由消費者的偏好內生化及調

適行為來討論流行 (fashion) 的現象。10

圖 3.3: 消費者偏好

註: 以上所顯示的僅是消費者無窮無盡的偏好樹某一個時間點揭露的部分

消費者的偏好可以表示成解析樹 (parse tree) 如圖 3.3。 同時這個偏好可以

解釋成理想的 (ideal) 或目標的 (targeted) 生產序列。 這些解析樹分別代表不

同消費者的異質偏好。 一般而言消費者並無法具體地描繪出自己的偏好。 然而,

如果提供給消費者的商品正好和其偏好完全相同, 那消費者將會感到非常地快

樂。 在這裡面對最為複雜的議題為偏好的數學操作。 完整的討論會在稍後章節

呈現。

3.4 產能與成本限制

一個成熟的代理人基模型 (ABM, agent-based model) 可能非常複雜。 作為這

個研究的起始階段, 我們須先有架構, 由簡化的建模開始是目前的可行之道。 我

9strongly-typed 是程式語言的用語, 指在型態上具有嚴格規範性, 什麼位置應該擺什麼型

態的資料都有其規則。 Kleene Star 則是由數學家 Stephen Cole Kleene 所提出的表示法。
10消費者偏好內生化, 係指偏好會因社會風氣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但這個現象如果也考慮進

來, 我們的模型有可能會失去焦點而無從分析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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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首先假設一群固定數量的消費者 (以 nc 表示), 其偏好是由外生決定的解析

樹來表示, 稟賦 (所得, Ii = I)也是外生給定。11 在生產方面,經濟體裡有 nf 個

生產者提供財貨, 每個生產者皆有其初始化的營運資本 (initial operation cap-

ital) Ki0。 透過初始資本, 生產者可以從要素市場購買原料及程序。 初始時要素

市場有兩種輸入, 分別為原生材料 (raw-material) 和初階程序 (rudimentary

processor)。 為了簡化, 我們假設兩種要素的供給為彈性無限大, 並且對每種原

生原料和初階程序皆鎖定在固定成本 (c)。

CX1 = CX2 = ... = CXκ = CF1 = CF2 = ... = CFk
= c (3.3)

有了要素之後, 生產者開始進行財貨的生產, 財貨的多樣性可以用不同的生

產程序來表示。 每個商品的成本即為構成其本身的原料和程序數量的數量乘以

c。 以 GP 的術語來表示為解析樹節點複雜度 (node complexity) 的 c 倍。 然

而, 基於生產的規模效果, 應考慮相同的商品每單位額外的產出, 並反應在成本

上。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引入單調性遞減函數 τ(q), 0 ≤ τ(q) ≤ 1, 其中 q 表示

第 q 個單位相同的財貨。 每個額外單位產出的生產成本為前一單位的成本乘以

τ(q)。 這樣的框架下, 對於一個完全專業生產 (fully-specialized) 的生產者產能

限制式為

K0 ≥
q̄∑

q=1

Cq, (3.4)

Cq = τ(q)C1 為第 q 單位的生產成本, τ(1) = 1。 對於完全多樣生產的 (fully-

diversified)生產者, 其生產各樣的商品, 且每樣都只生產一個單位,其成本限制

式為

K0 ≥
m̄∑

m=1

Cm,1, (3.5)

Cm,1 為編號 m 的商品第一單位的生產成本。 一般化而言, 生產者 i 的產能限

制式為

K0 ≥
m̄∑

m=1

q̄m∑

q=1

Cm,q, (3.6)

其中 Cm,q = τm(q)Cm,1。

11消費者偏好會在第 4 章再做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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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生產策略

在式 3.6, 包含了策略參數 m̄, q̄ 以及 Cm,q。 要在市場上競爭和生存, 生產者

必須要學習如何最佳化這些參數。 m̄ 可以視為衡量多樣性生產的指標, q̄ 可以

用來衡量專業化程度。 Cm,q, 第 q 個 m 財貨的生產成本, 也是一個影響行為的

變數。 給定產能限制之下, 生產者可以選擇大量生產低階原始商品 (數量導向策

略, quantity-oriented strategy), 或限制在高度精緻的商品生產 (質量導向策

略, quality-oriented strategy)。 因此, Cm,q 的決定可以視為品質水準的選擇。

3.4.2 行銷策略

市場行銷包括兩個主要的項目: 定價 (pricing)與廣告 (advertising)。 在定價部

分, 生產者須決定一個加成率 (mark-up) 以 η 來表示, 例如: 預期商品的獲利

率。 假定 C̄m 為第 m 種商品的平均成本。

C̄m =

∑q̄m
q=1 Cm,q

q̄m

接著由相關的加成率 ηm 和成本決定商品的標價 (要價, ask) 為

askm = (1 + ηm)C̄m.

廣告的其中一種詮釋為對消費者搜尋成本的補貼。這可用來增進消費者對自

己所生產的商品認識。 若沒有這筆支出, 消費者也許無法接觸到這項商品, 更

不可能有機會購買。 假設廣告策略是決定一筆金額支出 (lump-sum expendi-

ture), 此一支出用來補貼消費者的部分搜尋成本。 令 Am 為了推廣商品的廣告

支出, 則生產者 i 的產能限制變為

K0 ≥
m̄∑

m=1

Am +
m̄∑

m=1

q̄m∑

q=1

Cm,q. (3.7)

3.5 小結

商品與生產突破了數量思考的邏輯, 研究中的表現方法和實際的經濟環境仍然

有很大的距離。 隨著經濟運作、 生產和消費行為的演進, 我們的研究將有可能得

到更多的發展空間。 最主要的理由是網路的發展, 生產者幾乎可以虛擬的存在,

所有的商品皆以圖文並茂的型錄或網頁呈現在消費者眼前。12 因此, 在思考我們

12這個想法在 21 世紀已經落實在現實生活。 網路商店的興起, 除了提供快速即時的服務, 有
些還可以進行互動創造出個人化的產品。

21



第 3 章 商品與生產 經濟學中的創新

的模型之前,可以先想像一個自己熟悉的產業。 將該產業的各種特性抽取出來成

為功能集合與終點集合。透過消費者對現在商品的選擇,以成下一步改良的重要

依據, 接著再以功能性模組化的 GP 組合出各式各樣不同新型商品, 可以先由

公司內的專業人員先從事篩選, 或直接呈現在消費者面前, 讓消費者作主。13

13Patricia B. Seybold 2006 年的書 Outside Innovation: How Your Customers Will
Co-Design Your Company’s Future, 所指出的經營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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