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導論
區域經濟學是區域科學底下的一個分支, 研究在特定地理範圍內的經濟活動。
此一特定的地理範圍可以是實際的地理區域, 如東南亞或拉丁美洲; 也可以是
虛擬的空間, 如一塊平坦的六邊形區域, 或是一個直線型城市等等。 而經濟活
動可以包羅萬象, 如生產、 消費、 就業、 所得、 人口、 或成長等議題。 本書雖名
為區域經濟學, 但為了集中焦點並深化研究議題, 本書將地理範圍侷限於虛擬
的空間, 而經濟活動則侷限在廠商的區位選擇與價格競爭行為。 我們將對相關
的學術論文做有系統的分類, 並對其中重要的文章及其來龍去脈做簡要式的說
明, 讀者若需要更為詳細的說明, 則請參閱原始文獻。
我們首先從區域經濟學當中最為關鍵的一篇文章講起, Hotelling (1929)
模型首先引入空間 (距離) 因素,1 說明同一物品在不同地點確實可以有不同
價格存在。 接著探討兩家廠商在一線型市場做區位與價格競爭, 其結論若以最
簡短的敘述來說明, 即此雙占廠商在均衡時會聚集在市場中央並互不重疊地平
分市場, 兩家廠商的均衡價格與利潤皆相同。 但 Hotelling (1929) 並未考慮殺
價 (undercut) 競爭所導致的價格失衡問題,2 而後才有許多的文章企圖透過各
種方式的努力以求得穩定均衡。 另一方面, 不斷地有學者將 Hotelling (1929)
模型加以變形, 或是將其應用於不同領域。 做為一個開創性的文章, Hotelling
1 區域經濟學最早可以追溯到

Thünen (1826), Launhardt (1885), Weber (1909), Christaller (1933),
Lösch (1940) 等一系列的德國學者之研究, 由於早期均以德文寫作, 再加上過去英國與德國間的複雜歷史糾結,
因此相關文獻僅在德語圈中流傳, 一直到二十世紀之後才逐漸為英語世界的學者所引用, 相關沿革請參閱 Fujita
(2010)。
2 此一問題是由 d’Aspremont et al. (1979) 首先發現, 並證明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均衡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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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確實是引領了一股學術研究的風潮, 本章對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

發展脈絡做一擇要式的文獻回顧, 並提出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1.1 引言
Hotelling (1929) 模型是區域經濟學、 產業經濟學與政治學中極為重要的一個

模型。 過去數十年來, 經濟學界各個領域或多或少均可見到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影響。 Harold Hotelling (1895-1973) 是一位數理統計學家及經濟學家,
出生於美國明尼蘇達州。 1924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1927-1931 年
任教於史丹佛大學, 1931-1946 年轉任哥倫比亞大學, 1946 年起轉任北卡羅
萊納州立大學直到去世為止, 他在經濟學領域因 Hotelling’s law, Hotelling’s
lemma3 及 Hotelling’s rule 而享有盛名。4 其中, 和區域經濟學最相關的是
Hotelling’s law, 又被稱為差異極小化原則 (principle of minimum differentiation), 此原則的是是非非將會貫穿本書。 在 Hotelling 的文章發表五十年之

後, d’Aspremont et al. (1979) 首先證明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均衡不存
在。 這一點我們會在第二章詳細解釋, 平心而論, Hotelling 的文章發表在現代
賽局理論尚未出現的年代, 他當然無法知道 「子賽局完善納許均衡」 (subgame
perfect Nash equilibrium, SPNE) 的意義,5 得出錯誤的結論實為非戰之罪。

在 d’Aspremont et al. (1979) 文章之後的 1980 年代, 為數眾多的文
獻企圖透過各種假設的修改, 使得修正性的 Hotelling (1929) 模型得以出現
穩定的均衡, 而這段期間也是區域經濟學蓬勃發展的一段黃金歲月。 事實上對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各種修正與應用早在 1930 年代就開始了, 累積了數

十年的發展, 文獻數量已如汗牛充棟。 黃鴻 (1997) 對 Hotelling (1929) 模型
做了極為詳細的回顧與展望,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該文得到基本的概觀。 但由
3 Hotelling’s lemma 是有關廠商生產理論的一個命題。 令 y(p) 代表某廠商對於某物品價格 p 的淨供給函
數, 則 y(p) = ∂Π(p)/∂p , 其中 Π 是利潤函數, 假設 p > 0, 同時假設微分式存在。 證明很簡單, y ∗ (p) 得自
min Π(p) − py ∗ (p), 因此在 p∗ 時, ∂Π(p∗ )/∂p − y ∗ = 0 成立, 所以 y(p) = ∂Π(p)/∂p 成立。
4 Hotelling’s rule 是指對非再生資源極大化利用的淨價格時間路徑為 p0 (t)/p(t) = δ, 其中 (p) 是在時間 t 時
的單位利潤, δ 為折現率。
5 往後我們將簡稱為 「子賽局完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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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影響既深且廣, 個別學者難以做出全面性的回顧。
所以, 不同領域的學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 重新詮釋 Hotelling (1929) 模
型及區域經濟學的相關文獻, 依然可以對讀者有新的啟發。
本章主要是以 Hotelling (1929) 模型對區域經濟學的影響為分析重心, 旁
及一部份產業經濟學的產品差異化課題, 就作者所知範圍予以歸納整理。 較為
詳細的文獻介紹則從第二章開始, 按不同主題分別加以介紹。

1.2 基本模型
有關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基本內容, 讀者可參閱黃鴻 (1997) 的說明或是
本書的第二章, 在此先列出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基本假設, 這是因為文獻
發展的主軸之一就是從修改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假設開始。 了解文獻的
切入點, 即可掌握相關文獻的脈絡。 「假設」 是以後文獻發展的重要依據, 在此
以條列式敘述如下: (括號內章節為後續主要的相關討論, 事實上各章節間還
是有某種程度的關連, 無法完全切割)
1. 市場為一有限長度的線型市場, (1.3.3)。
2. 消費者均勻地分布在市場上, (1.3.2)。
3. 市場上有兩家同質的 (identical) 廠商, (1.3.5)。
4. 廠商生產同質的商品 (commodity),6 (1.3.11)。
5. 生產成本為零, (1.3.10)。
6. 消費者向完整價格 (full price 或 final price), 即出廠價格 (mill price) 加

上運費之總和, 最低的廠商購買一單位的商品, (1.3.4, 1.3.9)。
7. 運費為距離的線性函數, (1.3.1)。
8. 消費者的願付價格無限高, (1.3.7)。
6 Hotelling (1929) 原文並未指明是何種商品, 但 Hotelling 的原始想法可以回溯至 Cournot (1838) 的雙占
模型。 檢視 Cournot (1838) 原文可以發現 Cournot 以 “two springs of which the qualities are identical”
(Chapter 7) 來表示同質商品。 所以此商品以礦泉水來代表最能符合 Hotelling 的原始想法。 至於有些文獻以熱
狗或冰淇淋代表此一商品, 似乎與 Hotelling 的想法有些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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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兩家廠商在第一階段同時選擇區位, 在第二階段同時選擇出廠定價 (mill
pricing), (1.3.4, 1.3.12)。
10. 廠商與消費者面對沒有不確定性的市場情況, (1.3.8)。

1.3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發展與應用
1.3.1 運費結構的調整
Hotelling (1929) 假設運輸費用是距離的線性函數, 但 d’Aspremont et al.
(1979) 證明,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均衡不存在。 他們提出將運輸成本改成

是距離的平方式, 即可得到唯一且穩定的均衡解, 此時廠商會座落在市場的兩
端。 他們提出的做法將原本 「聚集在市場中央」 的趨勢變成 「分散在兩端」 的結
果。 一個很直覺的想法是, 這當中必有一個臨界值, 使得聚集均衡轉變成分離
均衡, 也會有某一個臨界值使得子賽局完善均衡 (SPNE) 存在。 Economides
(1986) 解決了此一問題, 令 d 代表距離, 經過計算, 他發現當運輸成本函數

為 f (d) = tdα , α > ᾱ ≈ 1.26 時, 子賽局完善均衡 (SPNE) 存在, 同時若
ᾱ ≤ α < 5/3, 則均衡區位既非差異極大化也非差異極小化, 而是介於其間。

而若 5/3 < α ≤ 2 則成為差異極大化的情形。 Chu (1986) (朱敬一) 也在相
同的時間以不同的數學方式求出相同的結果。
有關差異極小化、 差異極大化原則的爭論歷來就不停的引起學術界的注
意。 未來可能隨著運輸工具或運輸方法的改變, 使運輸成本和距離的關係 (α)
不是介於 1 與 2 之間, 則均衡結果必將有所改變。 當然, 現實上的運輸成本和距
離的關係, 很可能是 α < 1, 也就是運輸成本具有距離經濟 (隨距離增加, 單位
運輸成本降低), 但將其應用到 Hotelling 相關模型上, 卻會有令人無法解釋的
00

困擾。 例如, 在圖 1.1 中位於 [X , 1] 的消費者距離 B 廠商較近, 卻會向較遠的
A 廠商購買商品。 這種情況在現實上並不常見。 這也是絕大多數的 Hotelling

相關模型都假定運輸成本與距離的關係為直線型、 或是遞增型, 很少有遞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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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運輸費率為 concave 型態的區位競爭

的原因。7 另外, 若將直線型市場改成圓形市場,8 則 Economides (1986) 所處
理的議題會有不同的結論。9 另外 Anderson (1988) 則引進 linear-quadratic
的運輸成本 (au + bu2 , u 為距離, a, b 為常數), 其結論是只要線性運輸成本
的部分不為零 (a > 0), 則均衡不存在。
1.3.2 消費者分布型態的調整

從消費者分布結構出發的探討, 也是 Hotelling 相關文獻的一個支流。 Neven
(1986) 分析當消費者在市場上的分布不是均等分配時, Hotelling 模型 (在運

費為距離之平方時) 均衡存在的必要條件。 Neven (1986) 證明如果要得到唯
一的區位與價格均衡, 則消費者的分布必須是以市場中央為分界的 concave
型態, 且其曲度不可過大。 此一結果的經濟直覺在於, 如果人口過度集中市場
中央, 則廠商必然往人口集中點移動, 但廠商之間的距離愈靠近, 價格競爭就
愈激烈。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運輸成本是否為平方式並不會影響 「廠商太近造
成競爭激烈化」 的命題。 另外, Tabuchi and Thisse (1995) 分析當市場密度
分配為對稱三角形時, 廠商的均衡區位為非對稱, 這一點和 Hotelling (1929)
7 例如

de Frutos et al. (2002) 探討運費成本為 concave 型態時的空間競爭行為。
(circular market) , 其實應該是 「環形市場」, 因為廠商與消費者均位於圓周上。
但文獻上稱圓形市場由來已久, 此文也依然沿用 (見魏安孜, 2002)。
9 魏安孜 (2002) 有詳細分析。
8 區域經濟學所談的圓形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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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由對稱市場結構推導出對稱均衡區位的結果有很大的不同。
1.3.3 市場區位結構的調整
Salop (1979) 提出一個 「無限延長的直線市場」 來探討廠商區位的問題。 而

所謂的無限延長 (亦即無邊界的直線市場), 事實上就是圓, 也就是沒有起點也
沒有終點。 但 Salop (1979) 主要是探討空間上的獨占性競爭的問題, 而非廠
商區位選擇的問題, 所以廠商區位的問題被簡化成廠商之間等距分布。 Salop
(1979) 首先說明個別廠商面臨具有拗折性的需求曲線, 事實上 Lerner and
Singer (1937) 早已提出空間的存在會使獨占性競爭廠商有拗折性需求的問

題, 這和建構在追跌不追漲的 Sweezy (1939) 拗折性需求模型完全不同。 Salop (1979) 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將 Lerner and Singer (1937) 的模型系統化並

求出其均衡條件。
在此簡單以圖 1.2 及圖 1.3 來介紹空間的存在如何造成拗折性的需求。 令
S 為消費者對競爭性商品的最高願付價格, 若出廠價格加上運費超過 S, 則消

費者會購買他種財貨 (outside good)。 在一周長為 1 的圓形市場, n 家廠商平
均分布, 每家廠商之間距離均為 1/n。 當廠商 1 定價高於 P 1 ,10 如 Pm , 則廠
商在其市場範圍內為獨占者, 市場範圍隨著價格的下跌而快速增加, 若價格低
於 Pz , 則完全搶佔第二家廠商之市場, 而和第三家廠商之市場範圍接壤, 所以
市場範圍有一段跳躍式的增加, 如圖 1.3 之 EF 所示, 介於 P 1 和 Pz 之間的
價格則和相鄰的廠商競爭市場, 單方面降價雖然會增加市場, 但增加的幅度小
於獨占的階段。
雖然 Salop (1979) 模型嚴格來說並不是直接針對 Hotelling (1929) 模型
的延伸, 但因為 Salop (1979) 考慮了空間結構因素對獨占性競爭市場的影響,
拓展了 Hotelling (1929) 模型在品牌競爭領域的應用, 並影響爾後一系列圓
形市場之探討, 所以也是一篇必讀的文獻。 雖然 Salop (1979) 假設廠商區位
10 「訂價」

與 「定價」 在習慣上並無明確對錯之分, 往後我們將統一使用 「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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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空間價格競爭 (Salop,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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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空間拗折需求曲線 (Salop,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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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均分散在圓形市場上, 但 Kats (1995) 則證明如果讓廠商自由選擇區位,
則平均分散區位仍是均衡區位之一。
除了直線型與圓形的市場結構之外, 目前文獻上並無討論三角形或六邊形的
市場結構與 Hotelling (1929) 模型相結合的議題。 這似乎也是一個可發展的方
向。 若廠商只是座落在三邊形或六邊形的邊上, 則空間競爭略似於圓形市場。
若為首尾不相連的多邊形, 則等同於直線型市場。 所以若要有所創新, 必須有
新的觀念進來。11
1.3.4 競爭結構的調整

如前所述, d’Aspremont et al. (1979) 指出在 Bertrand 價格競爭下, 當廠商
的區位太過接近時, 將導致競爭過度激烈。 因此過度接近的區位將無法支持其
價格階段的子賽局價格均衡。 很自然地, 文獻上另一個改良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想法就是緩和激烈的子賽局競爭。 除了改變同質商品的假設外, 另一個
緩和第二階段的競爭的修正方式, 就是改採直觀上較為溫和的 Cournot 數量
競爭方式 (Cournot competition), 藉此確立 Hotelling 模型的賽局完整性。
Anderson and Neven (1991) 假定存在有無限多的點市場緊密排列在一

單位長度的有界線上, 各廠商均可將其商品運送到各點市場, 然後在各點市場
與對手進行 Cournot 競爭。12 因為假設消費者沒有套利行為, 且各點市場的
邊際生產成本相互獨立, 故各點市場的競爭均衡相互獨立, 第二階段的子賽局
完善均衡 (SPNE) 即為所有點市場 Cournot 均衡所成之集合。 另外, 各廠商
商品的市場價格由第二階段的 Cournot 均衡所決定。 因而各廠商在各點市場
面對的價格為單一的市場價格, 故其增加商品的產量會同時降低自己商品和對
11 Tsai and Lai (2005) 探討一個三角形公園的模型, 此公園由三條街道圍成, 其中一條街道可以設置商店 (稱
為主要大街), 但三條街道每一點均有一位住戶且只購買一單位商品。 二家 Hotelling 式的廠商在這個三角形公園的
市場做區位與價格競爭。 此文的重要假設在於非主要大街的消費者, 可以穿過公園走最短的路徑向最便宜的廠商購
買產品。 結果顯示廠商區位和三角形的型態有密切的關聯, 而和純直線型的 Hotelling (1929) 模型, 有相當大的差
距。
12 即假定在一單位長度的有界線上, 每一點均代表一個市場。 對任一點市場 x, 兩家廠商 (1 與 2) 均可將特定的
商品數量 (q1 (x) 與 q2 (x)) 運到該點, 而該點市場的商品價格假設由 p(x) = a − b(q1 (x) + q2 (x)) 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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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商品的價格, 並不會拉開與對方商品的價格的差距, 也就不會有殺價競爭的
動機。 因此 「區位-數量」 賽局的第二階段競爭程度自然較 「區位-價格」 賽局
要緩和許多。 Anderson and Neven (1991) 證明給定各廠商任意的區位組合
下, 「區位-數量」 賽局的第二階段子賽局解皆唯一存在。 且在消費者最高願付
價格夠高的情況下, 因為各點市場的 Cournot 均衡產量皆為大於零的數量, 所
以 Anderson and Neven (1991) 的模型成功地解釋了雙占廠商市場範圍相互
重疊的經濟現實。
Anderson and Neven (1991) 所提的模型中有兩股力量決定其區位均衡。

如 Yu and Lai (2003a) 分析所示, 對各廠商而言, 直線的中心點為其最節省
運輸成本的區位。 因此存在自然區位效果 (natural location effect) 使得: 在
不考慮對手競爭的情況下, 直線的中心點為各廠商利潤極大化的最適區位。 此
外, 因為愈遠的市場點廠商需要負擔愈高的運輸成本, 因此廠商供應商品最多
的地方一定是該廠商廠房所在的位置。 而由需求函數可知: 愈靠近對手供應商
品最多的地方則商品的市場均衡價格愈低。 故知存在策略區位效果 (strategic
location effect): 在不考慮節省運輸成本的情況下, 愈將自己的廠房位置遠離

對手的廠房, 可以使自己的大多數商品以較高的市場價格賣出, 提高收益。 在
Anderson and Neven (1991) 模型中自然區位效果遠大於策略區位效果, 故

在子賽局完善均衡 (SPNE) 時, 兩廠商的廠房會集中在線型市場的中心點。
類似其他許多 Hotelling (1929) 模型之修正模型的初衷, Anderson and
Neven (1991) 模型也是利用穩定 Hotelling 競爭的第二階段子賽局的均衡,

以重建整體賽局的完整性。 但該模型和後續文獻的延伸影響, 卻有相當大的不
同。 這些影響主要是在提出有關 Hotelling 競爭上決定性因子 (dominant factors) 的討論。 下面將試圖以此為軸, 介紹文獻的發展經過。
Pal (1998) 將 Anderson and Neven (1991) 的線型市場模型改成圓形

市場, 而後證明兩家廠商會分立在同一直徑的兩端。 換言之, 在 Cournot 競
爭與圓形市場的假設之下, 差異極大化原則會成立。 由此可見 「市場結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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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時廠商是聚集抑或分散的影響力超過 「競爭手段」 的影響。 ChammorroRivas (2000a) 證明 Pal (1998) 的差異極大結論適用在各家廠商分別有多個

廠房的情況。 除了市場結構和競爭手段的比較之外, Shimizu (2002) 和 Yu
and Lai (2003a) 也檢驗了 「產品性質」 的影響。 Shimizu (2002) 和 Yu and
Lai (2003a) 證明在圓形市場模型, 如果廠商所生產的財貨是互補品, 則廠商

會聚集在同一點位置進行生產。 此一發現凸顯了 Pal (1998) 差異極大的結論
與其替代性產品的假設有絕對的關係。 惟 Yu and Lai (2003a) 進一步檢測線
型市場下的 Cournot 競爭, 發現產品的替代或互補性質並不會改變廠商的區
位選擇, 因此市場結構的影響力仍大於產品性質的影響。 不過該檢驗已至少否
定了市場結構為 Hotelling 競爭中的決定性因子。
當文獻爭相檢驗競爭的決定性因子時, Matsushima (2001) 回到與 Pal
(1998) 完全相同的原始設定, 卻找到另一種均衡並不符合均衡時差異極大的

法則。 Matsushima (2001) 發現當市場上存在偶數家廠商時, 一半的廠商數聚
集在圓上某一點, 另一半的廠商數聚集在其正對面點時, 可以形成一圓形市場
Cournot 競爭的均衡。 Matsushima (2001) 將其找到的均衡區位型態稱之為

「有限聚集」 (aggromeration at finite points)。 Matsushima (2001) 的發現
不但打破了 Pal (1998) 所提之差異極大化原則, 更重要的是 「完全分離均衡」
和 「有限聚集均衡」 並存在同一模型凸顯了: 圓形市場 Cournot 競爭下所有
均衡背後的一致性原則尚未被釐清, 因此更複雜了研究關心的焦點。
所幸在文獻的努力下, Pal (1998) 和 Matsushima (2001) 兩均衡表面上
的矛盾終於獲得解決。 首先是 Pal and Sarkar (2002) 分析在線型市場 Cournot
競爭下, 當廠商各自有擁有相同數目的多家廠房時, 各家廠商皆會將其廠房平
均分布在線型市場上。 所以在均衡時, 廠商的各廠房皆恰只與各對手的一家廠
房聚集, 且各廠房的廠房分布皆符合運輸成本極小化。 Pal and Sarkar (2002)
證明了即使在多家廠房的假設下, 只要各廠商的廠房數相同, 自然區位效果仍
遠大於策略區位效果。 雖然當各廠商的廠房數不相同時, 自然區位效果就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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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策略區位效果, 但 Pal and Sarkar (2002) 也證明: 只要廠商的廠房數夠
多, 均衡區位會向 「同廠商的廠房分散, 不同廠商的廠房聚集」 的型態收斂。 直
觀來看, 此一均衡反映各廠商在乎運輸成本的節省更勝於與對手的競爭, 故其
區位的選擇不是刻意要和對手聚集, 而是各廠商節省運輸成本的區位選擇相同
罷了 (見 Yu and Lai, 2003b 的分析)。 另外, 考量不同地點的生產成本不同,
Mayer (2000) 證明在直線型市場中, 若市場中央的生產成本最低, 則廠商正

如 Anderson and Neven (1991) 所料, 必然聚集在市場中央。 但若市場中央
成本最高, 則節省運費的力量與節省生產成本的力量相抗衡, 致使廠商不會聚
集在市場中央。
Pal and Sarkar (2002) 的研究指出, 在線型市場 Cournot 競爭下, 均

衡時各廠商的區位狀態與各廠商為獨占廠商時的最適區位狀態一致 (因為在
獨占時策略區位效果自然不存在)。 換言之, 在線型市場的 Cournot 競爭下,
其第一階段的 Nash 均衡恰為兩獨占廠商各自之最適選擇的結合 (monopoly
combination)。 這樣的結果可以視為是線型市場的 Cournot 競爭的一個特殊

性質, 可想像這類模型 Nash 均衡的求取問題, 可以簡化為該模型各參賽者獨
自最適化的求解問題。 這是少數由 Hotelling 模型的研究所衍生出可以適用在
其他模型的一般化法則之一。
Gupta et al. (2003) 和 Yu and Lai (2003b) 針對圓形市場的 Cournot

競爭進行剖析,13 試圖解開 Pal (1998) 和 Matsushima (2001) 兩種均衡間
的矛盾。 Gupta et al. (2003) 和 Yu and Lai (2003b) 皆先得到圓形市場
的 Cournot 競爭的均衡區位皆需符合運輸成本中位數性質 (transportationcost-median property): 若通過一廠商的任意位置的直徑將圓形市場分割為

兩個半圓, 則該廠商的最適位置必使得其他廠商服務任一半圓市場運輸成本的
13 在此 Gupta et al. (2003) 和 Yu and Lai (2003b) 是兩篇 working paper, 兩者切入手法不同, 但得到幾
乎完全相同的結果, 且後來同時投到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經 Editor 要求, 兩
篇文章合併為 Gupta et al. (2004) 正式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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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和, 等於在另一半圓市場的運輸成本總和。14
在得到運輸成本中位數性質為廠商利潤極大的必要條件後, Gupta et al.
(2003) 即自兩家廠商開始分析至十二家廠商等不同情況下的所有區位均衡。
Yu and Lai (2003b) 則針對不限定特定數值的 n 家廠商情況進行分析, 發現

當給定部分廠商的均衡區位時, 其中一些競爭對手的影響可能與另一些競爭對
手的影響完全抵銷, 故剩餘廠商的區位考量便不受這些相互抵銷之廠商的決策
影響。 若反過來, 給定剩餘廠商的均衡, 原來被給定的部分廠商中亦沒有廠商
想要改變原來的區位, 則這兩群廠商的區位均衡的結合可恰好對應為所有廠商
在第一階段賽局的 Nash 均衡。 利用此一對圓形市場 Cournot 競爭特性的瞭
解, Yu and Lai (2003b) 求解該模型的所有均衡, 分為數種型態。 Gupta et al.
(2003) 和 Yu and Lai (2003b) 皆指出 Pal (1998) 和 Matsushima (2001) 的

均衡是均衡的兩個特例, 因此並沒有矛盾之處。 所有的圓形市場 Cournot 競
爭的均衡皆服從一致性原則。
1.3.5 廠商家數的調整
Lerner and Singer (1937) 探討當廠商家數為三時,15 給定價格固定之下, 由

於兩邊的廠商會往市場中央移動, 位在市場中央的廠商則會因為市場一再被兩
邊的廠商侵奪, 因而選擇離開市場中央的位置, 改換到任一邊生產, 然後再積
極往市場中央移動, 於是位於市場中央的廠商又被壓縮市場範圍而往市場任一
端跳離, 並再往市場中央移動, 於是區位選擇就在這種循環之下, 造成沒有市
場均衡的結果。 這是一種特殊的市場競爭結構。 事實上, Hotelling (1929) 曾
考慮三家廠商的情形, 但他認為第三家廠不會位於其他兩家廠商之間, 而會位
14 以數學而言,

Z

1
x∗
i+2

x∗
i

若 i 廠商之最適位置 x∗i ∈ [0, 1/2], 則 x∗i 必符合以下的必要條件
N
X
j6=i

|x − xj | dx =

x∗
i

Z
0

N
X
j6=i

|x − xj | dx +

Z

1

N
X

1
x∗
i + 2 j6=i

|x − xj | dx.

15 Lerner and Singer (1937) 假設廠商同時進行選擇區位與價格之選擇, 此一假設和 Hotelling (1929) 的原
始模型, 分別在兩階段選擇區位與價格有所不同。 不過在談到三家廠商沒有均衡時, 他們假定商品的價格是外生固定
的, 彼此間不能做價格競爭來趕走其他廠商 (見原文 p.176, 最後二行)。 所以, 該文和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原
始精神並不相符。 嚴格來說, 目前並沒有同時討論區位與價格二階段的三家 Hotelling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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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端, 接近廠商 A 或 B 之處。 然而, 他並沒有進一步提出證明。 他也說站
在公益 (public interest) 的角度, A、 B、 C 三廠應分別位於 1/6、 1/2 及 5/6
三處。 至於更多的廠商數目時, 他認為不會按照社會最適的方式平均分布, 而
是不適當地聚集在一起 (cluster unduly)。
1.3.6 決策順序的調整

由於 Hotelling 假設兩家廠商同時做決策, 因而導致沒有均衡解的存在, 若廠
商乃依序進入市場, 廠商選擇的區位與價格是否和兩家同時決策的情況有所不
同? Neven (1987) 以數據模擬的方式探討上述問題。 假設廠商先後進入市場,
並知道進入後會有價格均衡之存在,16 則若僅有一家廠商, 必定會選在市場中
央, 若為兩家廠商時, 則分別選在市場的兩端, 這一結果顯示先後進入並不會
影響廠商的設廠位置。17 但 Tabuchi and Thisse (1995) 則發現在市場消費者
分布密度型態為對稱三角形之下, 廠商同時進入和依序進入會有不同的均衡
區位, 更特別的是廠商選擇位置不在兩端, 且是在非對稱的位置。 事實上, 早
在 Hay (1976) 即已探討廠商依序進入市場的問題, 但是其消費者需求為價格
之反函數, 和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無彈性需求假設不同, 不易直接比較。
1.3.7 願付價格的調整
Economides (1984) 證明如果消費者的願付價格不是很高, 則 Hotelling 模

型就可能存在 Nash 均衡。18 其經濟直覺在於如果願付價格很高, 則廠商以殺
價的方式搶奪全部市場極可能比雙占競爭的情形還要有利, 所以在殺價競爭的
情況下 Nash 均衡可能不存在。 而當願付價格較低時, 有些市場邊緣的消費
者即使廠商定價為零仍不會購買, 因為出廠價加上運費已經超過其願付價格。
16 僅考慮在長期均衡狀態下的區位 (產品定位) 與價格均衡 (不考慮進入市場時間差所造成的利益差距, 且效用差
距採用二次式)。
17 Neven (1987) 還模擬三、 四、 五家廠商的情況, 基本上先進者會以市場中央為軸心, 近似對稱地依序選取其區
位。 同時廠商也會將區位的選定做為阻止新廠加入市場的策略手段之一。
18 事實上, 早在 Lerner and Singer (1937) 即已提出保留價格有上限的情況。 他們用的是 “demand price”
(見原文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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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loopen and van Marrewijk (1999) 和 Economides (1984) 一樣, 都是處

理消費者保留價格有限的問題, 結論也相類似, 差別僅在於保留價格的範圍不
同而已。
另外一種想法是將運送距離的限制納入, 例如披薩的外送服務不可能太
遠, 不然冷了就不可口了。 另外像緊急救援服務也是有距離限制的 (即使傷患
的願付價格很高) 。 所以加入運送距離限制之後的 Hotelling 模型, 存在價格
均衡的區位限制, 應該比原始 Hotelling 模型要小 (Lai and Yang, 2003)。
1.3.8 需求不確定
Hotelling (1929) 模型基本上隱含廠商所面對的情況均為確定, 不存在不確定

性。 Harter (1997) 則假設消費者均勻分布在一個單位長度的產品線上 [Θ, Θ+
1], 但 Θ 是一個介於 [0, 2] 之間未知數。 在負效用為 「距離」 平方式的假設下,

廠商以先後進入的方式加入競爭, 廠商希望遠離對手, 以減低價格競爭, 但距
離太遠又可能落在沒有消費者的區域。 所以模擬的結果顯示廠商間的絕對距
離會比確定情況下 (Neven, 1987) 更大, 此一結果不難理解, 因為廠商是在
[0, 2] 之間選位置 (Harter, 1997), 而 Neven (1987) 的市場範圍僅在 [0, 1]。

但以相對位置 (標準化之後) 來說, 廠商會更趨於市場中央。
Balvers and Szerb (1996) 探討另外一種需求不確定, 當廠商決定設廠

地點之後, 會有一個隨機變數影響廠商產品的品質, 但因 Balvers and Szerb
(1996) 假設產品價格固定, 所以廠商的銷售量便受到這個隨機變數的影響。 其

結論是風險趨避廠商會選擇遠離市場中央的位置, 在某些條件下, 廠商會座落
在市場左右四分點的位置。
1.3.9 需求彈性的調整
Hotelling (1929) 模型假設每一位消費者均購買一單位的商品, 亦即消費者

無法依照市場價格來調整需求數量。 換言之, 在 Hotelling (1929) 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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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面的力量被極度的壓縮, 也因此才能將廠商間的競爭突顯出來。 Smithies
(1941) 假設消費者的購買量和遞送價格成反向關係, 結果證明在均衡時, 廠商

會分散在不同區位, 而不是背靠背聚在市場中央, 因為當廠商往市場中央搶地
盤時, 遠端的市場卻因為運費的提高 (遞送價格提高) 而減少購買數量。
Hay (1976) 假設廠商是依序選擇區位, 同時假定設廠成本很高, 所以一

旦區位選定之後就不能更動, 依循 Smithies (1941) 的線性需求假設, Hay
(1976) 發現一般而言廠商會依序且等距地選擇區位, 因為任兩廠商間的距離

若太遠, 則可能有新廠商會座落在兩者中間, 而若距離太近, 則市場範圍可能
無法負擔固定成本。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由於 Hay (1976) 在發表時間上早於
d’Aspremont et al. (1979), 所以 Hay (1976) 對於殺價競爭會導致 Hotelling
(1929) 模型均衡不存在的概念可能不清楚, 因此他認為若任兩廠商間的距離

太遠, 即使調整價格, 仍無法阻止新廠商座落在兩者中間。 其實, 以直覺來說,
只要某區域的價格競爭夠激烈, 新進廠商就無法獲利, 也就不會加入戰局。

1.3.10 生產成本的調整
Hotelling (1929) 模型假定生產成本為零, 這種假設和現實不合, 但卻少有文

獻加以探討, 最主要是 Hotelling (1929) 模型著重在銷售面, 而非在生產面。
如果每一單位產品的生產均需相同的邊際成本 k, 則對均衡區位沒有任何影
響, 只是均衡價格增加 k 而已。 所以生產成本若要對均衡區位產生影響, 由固
定成本入手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Mai and Peng (1999) 以 d’Aspremont et al.
(1979) 模型為藍本 (運費為距離的平方倍), 並假設廠商之間除了競爭之外, 還

有合作的可能, 特別是在 R&D 的資訊交換, 往往可以降低彼此固定成本, 他
們假定這種資訊 (知識) 的正外部性, 隨兩廠商間距離的增加而平方式地遞減。
換言之, 當廠商聚集在一點的時候, 固定成本的降低最為顯著。 他們證明當資
訊外部性無窮大時, 廠商會聚集在市場中央。 當然, 當資訊外部性為零時, 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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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空間與產品差異化的比擬
空間理論
地理空間
消費者位址為 i
廠商位址為 j
運輸成本
出廠定價法
價格歧視法

產品差異化
產品特徵空間
消費者的理想產品定位為 i
產品特徵定位為 j
消費者的效用損失 (或廠商的產品改良成本)
生產標準型的產品
生產量身訂做型的產品

衡又回到差異極大化的結果。
1.3.11 產品差異化

多維特徵空間的產品差異化 產品差異化是產業經濟學的核心課題之一, 也是
區域經濟學和產業經濟學重疊的課題。 事實上, Hotelling (1929) 模型就是用
來分析產品差異的問題, 只要將 Hotelling 的線性市場想像成產品差異程度,
即可分析廠商如何進行產品定位 (product positioning)。 廠商於線性空間的
定位, 被解釋成對產品種類的生產選擇; 產品運輸費率的高低, 則反映了消費
者對產品的喜好程度 (若運輸費率較高, 代表對該產品的喜好程度較低)。 這種
解釋很容易對應到 Lancaster (1971) 的產品特徵理論。 從產品差異化的角度
來看, Hotelling (1929) 模型是屬 Lancaster 特徵空間中的水平差異模型。19
只要對 Hotelling (1929) 模型的操作變數加適當定義,則廠商的區位選擇與產
品生產的特徵選擇即可互相對應, 其對應情況如表 1.1 所示。
Hotelling (1929) 為說明產品差異極小化的原則, 曾提到蘋果汁雖然可以

很甜也可以完全不甜, 但市面上幾乎所有的蘋果汁的口味均相同, 此乃是因為
廠商均衡時會設廠於同一處, 相當於將其產品定位於特徵空間中的同一點, 此
現象被稱為產品差異極小化原則。 而這種結論與垂直產品差異模型不同: 在垂
19 產品的水平差異, 是不同的消費者對同一產品特徵值之大小有不同的認知, 例如有人喜歡很甜的蘋果汁, 但也有
人喜歡不甜的蘋果汁。 而產品的垂直差異, 則是不同的消費者對該產品特徵值有一致的看法, 例如, 大家一致同意電
腦的 CPU 愈快, 其品質越好; 換言之, 產品間的垂直差異, 即是代表其品質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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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差異的雙占模型中, 廠商為避免產生 Bertrand 競爭的結果, 一家廠商會生
產高品質產品, 另一家則生產低品質產品, 稱為產品差異極大化原則。20
這兩種產品差異化模型有不同結論的現象, 引起許多學者的注意, 例如,
Economides (1989) 在原始的 Hotelling (1929) 模型中, 多考慮了一項產品

生產因素: 品質的選擇需要成本。 Economides (1989) 推導出 Hotelling 模
型在某些情況下, 廠商會生產不同類型的產品來進行水平差異極大化, 但這些
不同類型的產品品質卻是一致的; 換言之, 當廠商選擇水平差異極大化的時候,
會同時進行垂直差異極小化。
Neven and Thisse (1990) 設立一個二維特徵空間的雙占模型來進行研

究。 他們假設運輸成本函數為平方次項, 並將產品的水平及垂直差異兩種特徵
結合於消費函數中, 結果發現均衡時, 廠商如果進行產品水平差異極大化, 則
會同時進行垂直差異極小化, 反之亦然。 Neven and Thisse (1990) 的結論比
Economides (1989) 更具一般化; 其重要性在於它觸發了新的產品差異化觀

念: 只要在原始的 Hotelling 模型中多引入一種產品特徵 (例如從一維特徵
空間變成二維空間), 則產品差異極大化或極小化的原則, 可能均無法成立。 因
為此時廠商會沿著某一產品特徵進行差異極大化, 而在其它產品特徵進行差異
極小化。 後來的學者依循此一觀念繼續研究, Tabuchi (1994) 考慮了二維的水
平差異模型, Vandenbosch and Weinberg (1995) 則引進了二維的的垂直差
異模型, Dos Santos Ferreira and Thisse (1996) 研究了產品的水平差異與垂
直差異的交互作用, 這些學者所獲得的結論都支持 Neven and Thisse (1990)
的論點。
以上的研究結果所隱含的意義在於, 若考慮產品特徵空間的多維度層面,
則所謂的產品差異極大化或極小化原則可能都無法成立。 例如 Ansari et al.
(1998) 考慮了三維度的的水平差異模型, 發現雙占廠商的最適產品定位策略
20 有關垂直產品差異化的議題, 有興趣讀者可以參閱 Gabszewicz and Thisse (1979)、 Shaked and Sutton
(1983)、 以及 Champsaur and Rochet (1989)。 對於垂直產品差異化的討論, 必須考慮消費者的所得高低; 若消
費者的偏好都相同、 所得也相同, 將無人願購買低品質的商品, 當市場僅剩下高品質商品時, 談垂直產品差異化的議
題並無意義, 因為此時又再度回到水平產品差異化的課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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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行 「極大化—極小化—極小化」 之差異, 而 Irmen and Thisse (1998) 更
設立一般化的 n 維水平差異模型, 所得的結論指出廠商最佳的產品差異策略
為 「極大化—極小化 、、、 極小化—極小化」。 Irmen and Thisse (1998) 的發
現, 說明了若考慮產品含有多種特徵 (例如汽車的特徵為引擎馬力的大小、 省
油效能的高低、 全車的重量、 外觀的設計等等), 則廠商只要專注於某一種產
品特徵進行產品差異極大化 (例如各家廠商只專注於設計與眾不同的汽車外
型), 即足以避免激烈的價格競爭, 此時在其它的 n − 1 種的特徵上進行差異
極小化、 製造出 n − 1 種相同特徵的產品即可。21 因為產品的 n 種的特徵中
只有 1 種不同 (1/n 的特徵數目比例不同), 當 n 值愈大則 1/n 值越小, 代表
產品愈趨相似, 這種結論又偏向於贊成 Hotelling 的 「產品差異極小化原則」,
故 Irmen and Thisse (1998) 認為 「Hotelling 幾乎是對的 (Hotelling was
almost right)」。

將 Hotelling 模型應用於產品差異化的議題上, 尚有許多問題值得努力研
究。 首先, n 維產品特徵空間模型的結論為 「極大化—極小化 、、、 極小化—極
小化」; 這種結論實際上是一種角解, 這種角解的形成與前述學者的模型設定:
產品定位不需成本的設定有關。 直覺上, 若考慮產品定位需要付出成本, 則成
本的付出會影響到產品特徵的選擇方向以及特徵間差異程度的大小, 此時, 模
型推導的結論可能有內部解, 因為進行特徵差異極大化或極小化的過程可能會
花費過高的成本, 增加了模型中的產品特徵定位有最適解 (而非角解) 的可能
性, 可能得出 「最適化—最適化 、、、 最適化—最適化」 原則。
此外, Irmen and Thisse (1998) 所提出的猜測: 在 Hotelling 產品特
徵模型中, 多維度特徵的產品可能比少維度特徵的產品更具競爭力, 因此產品
特徵維度的增加, 可能會使模型的均衡解異於前述學者所得的結論。 另外一個
尚待研究的問題, 是將產品的特徵數目予以內生化, 其用意在於研究廠商面臨
競爭時, 產品的特徵數目之解是否高於社會最適? 這些都是可以繼續努力的
21 例如廠商們所製造的汽車雖然外型不同,

但大家所生產的汽車都有相同的引擎馬力、 相同的省油效能、 相同的

全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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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
定價策略的產品差異化 在 Hotelling (1929) 模型中, 運輸距離是形成產品
差異化的主因, 而由此所衍生的距離成本之大小與廠商的定價策略有關; 在討
論空間定價法時, Hotelling (1929) 模型中雙占廠商的價格競爭手段, 是採用
出廠定價法。 所謂的出廠定價法, 是廠商在製造地點定出廠價格, 然後商品運
費由消費者來負擔。
另外, 還有一種定價法, 文獻上稱之為價格歧視定價法 (discriminatory
pricing), 此法是商品的遞送由廠商負責, 而且商品的運費由廠商自付; 若採

用此法, 則追求利潤極大的廠商, 會針對不同地點的消費者索取不同的定價。22
因此, 在 Hotelling 模型中將廠商的定價政策予以內生化, 就可以研究另一類
型的產品差異化問題: 標準型商品與量身訂做型商品的競爭。在此, 出廠定價
法被比擬為標準型商品的製造, 而價格歧視定價法被比擬為量身訂做型商品的
製造。 這種比擬法是從 Thisse and Vives (1988) 及 MacLeod et al. (1988)
開始發展的。 其關鍵點在於, 空間的運輸成本代表消費者購物的效用損失, 此
效用損失是來自於所購的商品無法完全合乎消費者的使用, 所以廠商必須進行
商品改良, 要不然消費者必須另購配備來調整適應產品的規格。 如此, 出廠定
價法被比擬為: 消費者購買某項標準型商品 (例如標準型個人電腦) 之後, 還
需多付出某些成本添購設備, 來符合自己的需要 (例如購買 CD 燒錄器安裝到
個人電腦上, 以符合製作光碟片的需要)。 而採取價格歧視定價法的廠商, 會針
對不同地點的消費者索取不同的價格, 此法以產品差異化的觀點來看, 就是從
工廠製造出基礎商品之後, 再針對不同的消費需求進行基礎商品的改良, 以符
合各種不同嗜好的消費者之需求。
基於上述的觀念, Thisse and Vives (1988) 在 Hotelling 的雙占模型中,
允許廠商可以自由採行喜好的定價政策做為競爭手段, 他們發現均衡時廠商會
22 所謂的空間價格歧視,

即是對同一產品, 廠商在空間中的兩點會有不同的定價, 而且此兩點的價格差額會大於兩

點間的運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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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價格歧視定價法, 而不是出廠定價法。 這是因為採用價格歧視定價法代表
生產量身訂做的商品, 可以用來配合不同類型客戶的需求, 因而增加廠商的競
爭能力; 在執行此定價法的時候, 廠商於特徵空間中的每一點, 都可以與競爭
對手進行量身訂做的商品競爭。 因此, 價格歧視定價法的採行, 會加強市場的
競爭程度, 且有阻卻競爭對手進入市場的策略效果。
空間定價法於產業經濟的應用, 具體顯現於 Eaton and Schmitt (1994)
一文, 他們將價格歧視定價法類比為彈性製造系統 FMS (flexible manufacture system) 的採用, 他們發現廠商採用 FMS 之後, 均衡時可以阻止外來者

進入市場, 而且 FMS 的採行會誘發出廠商間的合併意願, 容易形成產業的卡
特爾 (cartel), 因而提高了產業的市場集中度。 而 Norman and Thisse (1996)
的研究也得到與此相同的結論, 而且他們發現, 高市場集中度會伴隨高利潤的
出現, 價格歧視定價法的採用 (類比於 FMS 的採行), 對市場既存廠商有利, 對
消費者及市場外的廠商不利。 Norman and Thisse (1999) 對廠商採用 FMS
來構建市場進入障礙的可能性進行討論, 結果發現這種可能性是取決基礎商品
的重新設計成本、 以及潛在競爭者開發利基型商品的能力。
Tabuchi (1999) 依循 Norman and Thisse (1996) 的模型並考慮各種定

價政策各有不同的成本, 其結論顯示均衡時, 採用出廠定價法的廠商之數目大
於社會最適, 而採用價格歧視定價法的廠商數目則小於社會最適。 以產品差異
化的角度來看此結論, 代表均衡時廠商所生產的標準型商品數量過多, 而它生
產量身訂做型商品數量則是太少。
隨著科技的進步, 廠商替客戶量身訂做商品的能力愈來愈高 (例如彈性製
造系統的應用以及網際網路商品的服務), 這種將空間定價政策, 比擬為不同
類型商品的生產模式, 正符合了現代科技發展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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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其他應用
Hotelling (1929) 模型應用到實際的地表空間上似乎較少, Lambertini (1997)

探討雙占廠商在單位線型城市的區位選擇, 其運輸成本設定為距離的平方式。
假設市場的長度為 L , 很明顯的, 廠商會座落在 −L/4 和 5L/4 的位置,23 但
社會最適位置卻是在 L/4 和 3L/4 的位置, 他證明政府當局可以利用租稅的
手段誘使廠商選在社會最適的位置。
一般 Hotelling 相關模型均假定商品往任何一個方向運輸, 其成本均相同。
但現實上未必如此, Nilssen (1997) 探討三家廠商在往左往右運費不對稱情形
下的均衡條件。 運費不對稱的極端, 就成了單一方向的市場 (例如時間, 重力
等), Cancian et al. (1995) 討論電視公司播放新聞的時間競爭, 他們證明此
種市場沒有兩家或兩家以上廠商的區位 (即時間) 均衡。 Lai (2001) 則以虛擬
的捉魚競賽證明方向性市場的均衡區位。 在依序進入的條件下, 參賽者在方向
性市場的競爭, 基本上是後進者有利, 除非透過一些政策限制, 否則無法扭轉
先進者的劣勢 (簡蕙盈、 賴孚權, 2001)。
另外, 余家銘、 周建富 (2001) 將網路效果加入 Hotelling 線型市場雙占模
型, 探討兩種不相容技術間的競爭與標準化問題。 余家銘、 周建富 (2001) 利
用異質消費者設定與消費者選擇機制處理當網路效果過強時, 網路效果文獻常
有的多重均衡解之選擇問題。 他們證明當網路效果過大, 超過無差異消費者的
單位運輸成本時, 即使兩廠商的技術水準相同, 勢必有一廠商退出市場, 此時
起始市場的相對網路規模將弱化技術差異的影響力, 甚至有可能使市場在均衡
時達成標準化, 但此一標準是建構在品質較差的技術之上。

1.4 結論
Hotelling (1929) 模型最早的目的是想證明同質商品只能有一個均衡價格的

傳統想法並不正確, 因而引入空間 (距離) 因素以說明同一物品在不同地點確
23 Tabuchi

and Thisse (1995) 亦證明相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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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可以有不同價格存在。 他最後得到均衡時, 雙占廠商會聚集在市場中央, 並
且各自分得一半的市場。 因均衡價格相同, 所以兩家廠商的均衡利潤也相同。
但 Hotelling (1929) 模型本身也埋藏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因為 Hotelling 並
未考慮殺價競爭所導致的價格失衡的問題。 所以, 所謂的背靠背的均衡結果並
不會出現 (d’Aspremont et al., 1979)。 而後有很多的文章透過各種方式的努
力以求得模型的穩定均衡, 例如調整運費結構、 競爭結構、 或是願付價格等等。
另一方面, 不斷地有學者將 Hotelling (1929) 模型加以修正, 例如更改直線型
市場為圓形市場、 兩家廠商變成三家或是多家廠商, 或廠商面對需求不確定的
市場, 或是應用於不同領域, 像是政治學、 產業經濟、 都市經濟、 環境經濟等領
域。 做為一篇開創性的文章, Hotelling (1929) 確實是引領了一股學術的風潮,
在可預見的未來, 仍將是一個方興未艾的主題。 本章針對 Hotelling (1929) 模
型的來龍去脈以及對區域經濟學的廣泛影響做了擇要式的回顧, 希望有助於學
者對此一領域的發展有概略式的認識, 並以此做為進一步研究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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