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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資人行為偏誤 

一個基金經理人資產的配置決策，或是公司財務長的避險決策，都是一個

含有不確定狀況的風險性決策。傳統經濟學在風險決策上，假設人類對風險偏好

一致，並且按照理性預期假設進行決策。但是在財務學上有許多實證發現，資本

市場存在超額報酬，投資人對於訊息宣告的反應有遞延現象，資本市場的運作並

不如理性預期假設一般那麼具有效率性。 

學者從兩個角度來解釋效率性不存在的原因，一是從投資人行為偏誤，二

是套利的限制。心理學家 Kahneman及 Tversky（1979）延伸 Simon的有限理性

理論成為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展望理論相較於理性預期至少有兩個不同

處。一是效用函數的不同。Kahneman及 Tversky提出 S形效用函數圖形（見附

錄圖 A-3），表達出人類對於利得以及損失不同的風險態度，對於利得呈現風險

驅避，對於損失則是風險愛好。二是人們認為事情發生的相關機率，Kahneman

及 Tversky 認為人類對於機率的判斷會受到認知偏誤影響，例如，代表性

（ representativeness）、可得性（availability）以及先入為主（anchoring and 

adjustment）等等。作者將這些偏誤統稱為經驗性或直覺性（heuristics）偏誤，

而這些偏誤將會使得客觀機率與主觀機率產生偏離。 

學者發現人類處理資訊時，並非如經濟模型預測一般，所以會產生與預測

結果不符的狀況。為了要了解實際情況與預測結果的誤差，我們必須要了解人類

處理資訊的過程。心理學家 Wickens（1984），將資訊處理分成三個階段（見圖

2-1），一為資訊接受階段。二為認知階段，將前一階段接收的新資訊和記憶做比

較，然後做成決策。三為動作階段，執行認知階段的決策。在第一階段根據認知

心理學家的實驗，人類接受不同的訊息是由腦內不同的工作區塊運作，受限於腦

容量的大小，人類呈現有限注意的情形。在第二階段，容易因為經驗性法則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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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機率判斷偏誤，而產生過度自信與框架相依的情形。第三階段屬於動作階段

不屬於資訊處理階段，不在討論範圍之內。因此，我們將利用有限注意、過度自

信以及框架效果這三個現象，構成所要討論的行為偏誤，以及討論它們在資本市

場上造成的現象。 

 

圖 2-1 人類資訊處理模式 

 

 

 

 

 

 

 

 

 

 

 

 

 

 

 
資料來源：Wicken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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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第一節  有限注意（limited attention） 

一、心理學上的探討 

心理學家發現人類在處理資訊的能力是有限的。透過觀察眼睛在閱讀中的運

作方式，間接地了解人類思維的過程：發現人們在閱讀時的眼球運動曲線是一種

跳躍式的運動模式。德國心理學家 Poppel（1988）曾經比較自己在閱讀弗洛伊德

的文章與康德的文章有何種不同，發現同樣閱讀一行文字，閱讀康德的文章，需

要花費比較多的注視期，以及比較多的視線跳躍。如圖 2-2，可以知道跟弗洛伊

德的文章比較，康德的文章對於讀者是比較艱澀的，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與腦

力。由於我們的大腦是有限的，而且腦內某一個特定的部位代表著某一個功能，

因此心理學家認為人類只擁有有限的注意力。 

圖 2-2 眼球注視運動曲線 

 

 

（弗洛伊德文章）                 （康德文章） 

資料來源：Poppel（1988） 

 

什麼樣的資訊傳遞能夠使人類處理更多的訊息，顏乃欣（1993）整理出下列

幾點： 

1. 借用顏色，面積來取代文字、數字代表的意義： 

Cleveland 與 McGill（1985）發現閱讀文字數字所需要的閱讀條件需要比較

好的，如果要求受測者快速判斷時，利用顏色或面積會帶來比較正確的效果。 

2. 訊息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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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er（1956）發現經過分組後，儲存的訊息較少但意義更明確。例如本來

12個字母 GAPSECNEWSUN可以將他們分成 GAP SEC NEW SUN 四個有意義

的單位，可以增加記憶的容量。 

3. 迅速執行反應： 

Card、Moran及 Newell（1986）指出訊息如果沒有經過複誦，通常在數十秒

之內就會被遺忘了。為了解決這個限制，我們接受訊息之後應該迅速執行反應。 

4. 不同的編碼方式： 

不要將類似的訊息放在一起，以降低錯誤的判斷。Hess、Detweiler與 Elllis

（1994）觀察操作員在監控作業的表現。在作業中，監控人員必須同時監控數個

會隨時間改變而改變的監視器，結果發現如果顯示器分布在空間中的不同位置，

操作人員比較能夠將顯示器的訊息保留在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中。如果

所有顯示器的資訊都由同一個位置窗口來顯示，則對工作記憶會造成比較大的負

擔。說明空間上區分有助於減低工作記憶中訊息的互相干擾。 

從以上的說明，可以推知同樣的訊息表達，透過不同的呈現方式，會有不同

的效果。認知心理學可以運用在很多方面，如在教課書的編輯上，可以避免一些

不適當的表達，降低學習的障礙。陳振宇（2000）利用國中數學第一冊第一章裡

舉一個例子： 

某人的汽車油箱可加滿 60公升，由附表二知 1公升=____加侖，因此這輛

車的油箱可以加滿_____加侖。 

這道題目不當之處在於斜體字部分打斷了句意，造成題意理解過程不必要的中

斷，可能因此增加理解上的困難。編輯者應該要盡量免這種括弧式的表述，例如

這一題可以改為： 

由附表二知 1公升=____加侖，某人的汽車油箱可加滿 60公升，因此這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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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箱可以加滿_____加侖。 

因此，不論是教課書、產品設計還有我們將提到的財務報表，都應該盡量具

有「使用者親和力」，才可以降低編製者與使用者之間的落差。 

二、資本市場上的例子 

    投資人可以利用資本市場上所揭露的資訊，包括強制性資訊揭露（如定期財

務報表揭露，以及非定期的重大事項揭露），非強制性揭露（公司的自願性揭露）。

市場的交易資訊（如成交量、報酬率）等等，來做出他們的投資決策。接下來，

我們以會計資訊以及市場交易資訊為例，說明投資人因為有限注意而產生的現

象。 

（一）會計資訊--盈餘管理 

   公司盈餘往往是投資人和分析師在考量投資決策時的重要參考因素，此外，

公司的高階主管也很關心公司盈餘數字，因為目前很多公司高階主管的激勵辦法

是以盈餘數字作為評判基準，以因此管理當局有動機去做盈餘管理。Degeorge、

Patel及 Zeckhauser（1999）認為盈餘管理的目的通常是希望能夠達到三個門檻：

（1）正的盈餘；（2）維持最近的績效；（3）達到分析師的預期。其實證結果指

出公司大多努力使盈餘能夠達到上述三個門檻，也就是說盈餘管理的現象是存在

的。 

    如果從理性投資人角度來看，投資人會看穿這些窗飾（window dressing）行

為而主動修正評價，因此不論管理當局使用何種會計方法，都將失效。但是，如

果市場上投資人真是如此理性，那麼管理當局又何必去做盈餘管理呢？ 

Libby、Bloomfield及Nelson（2001）整理出有關投資人處理會計資訊的文獻，

他們分析投資人以及分析師在處理會計資訊會做部分的調整，但是這些調整通常

不是很充分。Hirshleifer 及Teoh（2002）討論財務預測、員工選擇權的認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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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報表的揭露方式來討論投資人有限注意力下的影響。他們認為有限的注意可

以解釋為何會產生盈餘管理、資產負債表外融資、避險會計以及公平價值會計還

有保守原則常被實務界使用。其它，如Harper、Mister及Strawser（1987）關於退

休金負債的認列，Hirst及Hopkins（1998）討論其它綜合淨利（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放在損益表或是資產負債表權益項下所產生的可能影響，Hopkins、

Houston及Peters（2000）討論購併時使用購買法或權益法對盈餘的影響。 

（二）市場資訊 

    Barber 及 Odean（2001b）討論有關投資人對新聞的注意，他們認為投資人

的處理能力相對於機構法人是相當有限，因此，在挑選投資標的時，可能會以注

意力為基礎（attention-based）來進行決策。他們分別以三個指標（高交易量、

高的正（負）報酬、新聞報導）來檢視投資人是否有這樣的現象。實證結果顯示，

當該標的股票有高交易量、高的正（負）報酬以及有新聞報導時，則隔天散戶會

進行買賣的動作。 

第二節 過度自信（Overconfidence） 

一、心理學上的探討 

   人們對於自己所擁有的知識及能力常常會有高估的情形產生，Lichtenstein、

Fischhoff及 Phillips（ 1982）、Yates（ 1990）將這種情形稱為過度自信

（overconfidence）。過度自信，容易導致錯誤的決策。當人們對於自己的判斷

過於自信時，常常不會體認到自己有判斷能力不足的現象，進而喪失了修改或增

進判斷正確性的機會，而產生了過度自信。Taylor（1989）發現90%的駕駛員認

為自己的技術在平均之上，當駕駛員有這樣的想法時遇到會車他認為一定可以成

功的通過，因此就快速的開過去，結果可能產生了擦撞。 Weinstein（1989）也

發現人們會低估自己罹患嚴重疾病的機率，如愛滋病或心臟病，而這樣的低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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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我們輕忽身體保建的重要性。 

    心理學家對於人類為何產生過度自信的研究有多種看法，有人從認知偏誤

（cognitive bias）的觀點來解釋，例如Tversky 和Kahneman（1974）認為人們採

用簡單直覺式的經驗法則（heuristics）來判斷事件的發生的可能性。他們認為過

度自信現象主要是記憶或訊息處理錯誤所造成的。 

（一）訊息處理錯誤 

Tversky 和Kahneman（1974）指出，人們對於不確定性事物進行評估的時

候，可能會犯了三種偏誤： 

1. 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人類會對最近發生的事情給予比較重的權數來評

估未知的事件機率。根據貝氏定理，人類判斷機率時需要考慮先天機率(prior 

probability or base rate)的影響，而先天機率對樣本結果的代表性卻沒有任何作

用。因此，若決策者以代表性經驗法則評估機率，將忽略先天機率，低估

（underwight）貝氏定理中的基準機率（base rate），也就是低估以前發生的事

的重要性。例如，在股票市場中，對於一個連續六個月上漲的股票，投資人認

為它會繼續上漲，而忽略考慮其它影響因素。 

2. 可取得性（availability）：人們會利用自己周遭環境的經驗來評估某一事件的機

率，例如，當你周遭很多人都結婚了，你可能會認為選擇不結婚的人很少，而

低估了不結婚人數的比率。 

3. 先入為主（anchoring and adjustment）：有時人們會先選擇一個基準點（這個動

作稱為定錨），再來進行調整（adjustment），而後做出決策。例如投資人解讀

報表，因為有限的注意，選擇其中一間公司報表詳細閱讀進行評價，其他公

司則以該公司為基準來調整，容易產生調整不足或過度的現象。 

但是Edwards（1985）提出一個跟代表性偏誤相反的看法，他指出人們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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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直都將最近發生的事給予比較重的權數，人類有時候不會快速改變他們原先

的看法，而會高估基準機率（overweight base rate）。人們可能會自我安慰，認

為事情沒有跟預想的相差太遠，而使得在短期內產生反應不足的現象，稱為保守

性（conservatism）。 

Griffin及Tversky（1992）說明人類什麼時候會低估基準機率，什麼時候會高

估它。也就是人類什麼時候會有代表性偏誤產生，什麼時候會有保守性偏誤產

生。作者發現，人們會低估強度低而發生次數多的事件，會高估強度高而發生次

數少的事件。例如，一個長年賺錢的公司今年發生盈餘虧損，投資人可能會因為

歷年的良好表現低估這個消息的嚴重性；一個每年都虧損的公司今年依舊出現負

盈餘的表現，會加深投資人對它不好的印象，而使投資人強化此訊息的影響。 

（二）容易產生過度自信的狀況 

    發現人類身上存在著過度自信的偏誤，心理學家進一步分析什麼樣事件容易

使人類產生過度自信的狀況。他們發現，下面的狀況容易使人類產生過度自信的

現象： 

1. 問題困難度高的時候： 

許多研究都顯示問題的困難度與過度自信的程度有關。Lichtenstein及

Fischhoff（1977）將困難度分為容易（正確率為85%）、困難（正確率為61%）、

極難（正確率為51%）。比較實驗者實際答對比例A與實驗者本身認為答對的比

例B，結果發現，在容易項目上，A大於B，呈現輕微自信不足的現象；而困難及

極難的項目上則A小於B，呈現過度自信的現象。一般而言，問題困難度越高，

測定準度越差，過度自信現象越嚴重。 

2. 所依賴的線索一致性高的時候： 

在搜尋有關訊息時，線索重複可以減少訊息量的負荷，但卻未能相對增加判

斷正確性，此時易產生過度自信的現象。Sieck（2000）發現人們對於重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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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往往會產生過度自信的現象。例如當一位醫生要診斷兩位病人，當第一位

病人症狀有50%的機率被判斷為A疾病，後來被證實為A疾病，當第二位病人出

現相同的症狀時，大部分的醫生會認為第二病人罹患A疾病的機率在50%~100%。 

3. 答案沒有回饋時： 

例如在Murphy 與 Winkler（1977）發現美國氣象局專家對天氣的狀況機率

預測的準度極佳，因為氣象專家可以立即得到預測的回饋。預測錯誤的情形是無

法避免的，而每天的天氣狀況就是一個最好的修正指標，在這種情形下氣象專家

進行預測時比較不會產生過度自信的情形。 

4. 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 

Oskamp（1965）顯示臨床心理學家、心理系研究生以及大學生都會產生過

度自信的現象。在醫學研究發面，顯示醫生對不同病症診斷的測定準度不同。例

如， Christensen-Szalanski及Bushyhead（1981），Wallsten（1981）發現醫生在

判斷肺炎發生的可能性與判斷腫瘤好壞的可能性有過度自信的現象； Griffin及

Tversky（1992）以證券市場為例，當可預測性低時，專家比新手更容易產生過

度自信的現象。 

    在資本市場上，投資人需要做的決策為何時買進、要買進哪一個標的資產。

這樣的一個決策對財產產生的影響很大，因此花的心思就多。整體而言，投資決

策是屬於一個困難度比較高的問題，投資人在判斷這類問題時可能容易產生過度

自信的現象。因此，目前有許多行為財務學家針對證券價格、資本市場上交易的

情況、訊息宣告效果來檢定投資人是否存在著過度自信的現象。 

二、資本市場上的例子 

（一）市場上價格過度反應 

投資人在接收訊息時可能會認為自己擁有的資訊比別人多、比別人好，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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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股價尚未反應此訊息而進入市場買賣。過度自信現象易造成資本市場上股價

超漲超跌的情形，有很多研究即分析資本市場是否存在著動能效果（Momentum 

effect）。Jegadeesh及Titman（1993），發現利用買過去的贏家、賣過去的輸家的

策略可以獲得超額的報酬。Glaser及Weber（2001）分析德國的股票市場，發現

將動能策略運用在週轉率高的股票有比較高的報酬率。Balvers及Wu（2002）指

出結合動能策略以及回歸平均（Mean Reversion）策略可以賺取超額報酬。 

（二）市場交易價量行為 

Odean（1998a）分析三種市場參與者的過度自信，他發現過度自信使市場交

易量增加。過度自信會降低交易者的預期效用，Barber及Odean（2000）利用66,465

個個人交易帳戶，觀察1991-1996年交易最頻繁的一群交易者，其年報酬為

11.4%，不過同時股票市場平均年報酬17.9%，指出過度的交易者獲利較低，同

時，降低利潤。 

Barber及Odean（2001a），發現男生比女生容易產生過度自信的情況，作者

認為理性的投資人只有在報酬大於交易成本時才會進行投資，而過度自信的人會

高估其所接受資訊之準確性而進行交易。結果發現男性比女性的交易次數多了

45%。男性的交易成本使得年度報酬降低了2.65%，而女性的交易成本只使得報

酬降低了1.72%。 

（三）訊息宣告 

    過度反應會使價格上漲（下跌）太多，而最後會產生反轉。反應不足則因為

沒有將訊息完全反應致價格上，因此會產生持續性正或負報酬。許多學者進行事

件研究，觀察投資人對於公司重大消息宣佈的反應有什麼樣的狀態，例如，增資、

股票購回、換股合併、現金併購或是盈餘宣告等。而在行為財務學模型下，沒有

一個一致的現象， Loughran及Ritter（ 1995）發現投資人對於換股合併

（stock-financed merger）以及增資（SEOs）宣告會有過度反應的現象；Iken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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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onishok及Vermaelen（1995）發現投資人對於公開收購（cash-financed tender 

offers）與股票購回（repurchases）有反應不足的現象。 

Kadiyala及Rau（2001）整理過去學者所做的事件研究，發現對於不同事件

宣告有時產生過度反應，有時產生反應不足的現象。作者認為這是一種矛盾的現

象，行為財務學似乎無法解釋投資人對於何種消息會過度反應，何種消息會反應

不足。同時Kadiyala及Rau認為之前的學者進行事件研究時忽略了公司之前表現

的影響，因此，作者進行四種事件宣告的事件研究，包括會產生正報酬（股票購

回、現金併購）以及負報酬（增資、換股合併）的事件，同時組合事件宣告前的

盈餘宣告分成正向盈餘宣告及負向盈餘宣告，總共產生八種狀況，如表2-1。希

望能夠找出解釋長期超額報酬的原因。有兩種不同方向影響的狀況，作者無法猜

測它未來報酬率變動的方向，因此不詳加討論。就同方向的四個狀況討論，如果

投資人產生反應不足以及過度反應其長期報酬分別為何，如表2-2。其實證結果

顯示，投資人對於公司事件宣告的反應均產生反應不足的現象。 

表 2-1 事件組合表 

 

對報酬產生負向影響的事件 對報酬產生正向影響的事件  
增資 換股併購 股票購回 現金併購 

正向盈餘宣告 
（Postive earning 
surprise） 

（－＋） （－＋） （＋＋） （＋＋） 

負向盈餘宣告 
（Negative earning 
surpris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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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事件宣告長期報酬假設狀況（實證結果框底為灰色） 

 （－－） （＋＋） 

過度反應 正向超額報酬 負向超額報酬 

反應不足 負向超額報酬 正向超額報酬 

     

除了上述四種公司事件宣告以外，有關投資人對於盈餘宣告的反應，存在著

Post-earnings-announcement drift 簡稱PAD，也就是在盈餘宣告後的一段期間，如

果為正向的未預期盈餘則會持續一段期間上漲，反之下跌。這種現象的產生就是

一個對效率市場的挑戰。它表示投資人可以利用以公開的資訊（季盈餘宣告）獲

得超額報酬。 

PAD最早是由Ball及Brown（1968）發現的。之後的學者藉由修正其模型希

望能夠找出解釋PAD的原因，卻都相繼發現仍然存在這樣的現象。例如， Bernard 

及 Thomas (1989)利用1974-1986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以及美國證券交

易所（AMEX）交易之公司根據盈餘差異（earning Surprise）分成十個等級，利

用隨機漫步模型來測量是否有盈餘差異。發現盈餘宣告後的六十天，報酬率比基

準高出約2%，他們將這2%的報酬率稱為超額報酬；Ball及Bartov（1996）認為投

資人不像Bernard及Thomas所描述的那樣天真，他們知道盈餘之間的季自我相

關，但是投資人低估了自我相關的程度，所以產生了PAD現象；Liu、Strong 及

Xu（2001）發現除了美國以外，英國的資本市場也存在著PAD的現象。 

即使學者們修正了原先之模型，仍然發現市場上存在PAD的現象，因此，Ball

（1992）認為PAD對於市場的效率性是一種打擊，自從這個現象被發現以後，不

斷地重複被驗證，這種不理性的現象一直存在於資本市場。他提出了兩個解釋原

因：第一是市場參與者始終沒有充分利用該盈餘訊息，使得未被利用的經濟利潤

一直存在；第二個可能原因是因為交易成本存在，基於成本效益考量套利者不進

行該項套利。Fama（1998）認為這是投資人存在著反應不足的現象。Johnson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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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artzJr.（2000）根據Ball（1992）的兩個解釋論點，再加上他們認為因為PAD

的現象經由許多期刊發表漸漸為投資人所認知，如果投資人了解到超額報酬的存

在，利用此策略進行交易就會消除這個超額報酬的現象。投資人會藉由學習逐漸

消彌未充分反應的狀況。因此，他們利用1991-1997的資料，追隨Bernard 及

Thomas (1989)所使用的方法進行驗證。發現，PDA的現象減緩了，尤其發生在

分析師專注的中大型公司，大型公司甚至完全沒有PDA的現象，小型公司減緩的

現象比較不明顯。這似乎可以表示，投資人藉由學習將保守性偏誤修正，將所獲

得之資訊充分反應至股價上，分析師快速修正其偏誤，使市場更有效率。我們也

可以推論，在消除Ball所提的第一個原因之後（未充分反應訊息），套利限制是

讓PDA存在的一個重要原因。 

所以從上面這些文獻來看，公司的事件宣告，投資人存在著一種反應不足的

現象，而使得異常報酬持續發生。在盈餘宣告上有許多學者努力探究其原因，也

逐漸找出一些端倪，包括套利限制以及保守性偏誤，保守性偏誤藉由學習已逐漸

消除，而套利限制可能要藉由交易制度改變才能降低。除了盈餘宣告以外，其它

之公司事件宣告目前只發現該狀況，但是在其他的事件研究上比較少更深入的討

論，可能是因為其它事件不像盈餘宣告如此頻繁。總之，在這些訊息宣告上，學

者發現目前投資人普遍存在反應不足的現象。 

第三節 框架效果理論（Framing Effect） 

一、心理學上的探討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面對的不只是單一個問題，總是需要面對一連串的問題

與考驗。如果決策是多項事件組合在一起，就可能因為問題發生的先後順序，或

是不同的表達方法，而做出不同的決策。人們做決策的時候，可以擴大思考範圍，

將不同事件的結果合併一起思考，也可以單一事件分別做決定。文獻認為，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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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思考範圍擴大時，所做出來的決定能夠帶來比較大的效用，這就好像在一場

戰爭中，要有一個全面性的總指揮策略，才能夠產生一個全盤的勝利。 

利用Tversky 和Kahneman（1981）所舉的例子來看，現在有兩個決策： 

1. A方案確定獲得240元 

  B方案25%獲得1,000元，75%獲得0元 

2. C方案確定損失750元 

  D方案75%損失1,000元，25%損失0元 

如果我們單獨決定個別事件，則在第一個事件裡通常會因風險趨避而選擇A，在

第二個事件裡通常會因風險愛好而選擇D。但是如果我們把事件合併一起描述，

可能就會產生不同的狀況了： 

結合B、C：25%獲得250元，75%損失750元 

結合A、D：25%獲得240元，75%損失760元 

在這樣的描述架構下，大家都會選擇B、C。因此，事件描述的方法，或是人類

考慮的框架會影響到決策的形成。以下我們就根據Read、Loewenstein及Rabin

（1999）整理因為沒有擴大思考範圍所產生偏誤的例子。 

（一） 風險的認知與接受程度—風險分散觀念 

當我們在進行投資決策的時候，如果投資的金額數目不大，通常只會選擇購

買一兩樣投資商品，而不會有風險分散的觀念，就如同，一次需要買很多零食時

才會考慮買一些不同口味的東西，如果只有有限的資金只會買自己最喜歡的口

味。Simonson（1990）以買巧克力為例、Simonson及Winer（1992）以買優格為

例，都得到跟上述類似的結果。這可以說明為何許多散戶投資人在資產配置中，

會忽略風險分散的概念。 

當只面對一件事時基於風險考量，可能會拒絕它，如果有許多事件加總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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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風險可能會分散掉或是變小，則就有可能會接受這樣的一個安排。例如，

Samuelson（1963）討論損失趨避以及框架效果結合，當你有50%獲得200元，50%

損失100元，由於人類具有損失趨弊的特性，損失帶給人們的負效用大於利得所

帶來的正效用，因此，Samuelson假設效用函數為線性，損失的效用函數斜率為

-2.5，利得為1，這樣的一個賭局帶給人們的期望效用為0.5*2.5*-(100) + 0.5*1*200 

= -25。所以，人們不會進行這樣的一個賭局。然而，如果我們可以參加兩次，

我們的期望效用會變成0.25*-(200)*2.5 + 0.5*100 + 0.25*1*400 = 25，那麼我們可

能會改變想法，而願意參加了。Benartzi及Thaler（1995）就將這種情形用來解釋

為何有些投資人即使知道股票報酬率明顯高於債券，還是選擇低報酬率的債券來

當作投資標的。 

（二）小數額效果（Peanuts effect） 

通常交易成本小於利潤，而使我們進行單一項交易決策時，會同意進行交

易，但是當成本與利益累積的速度不同的時候，就會產生不一樣的情形。當交易

量累積很多，交易成本增加速度會大於利益增加速度，則該項交易就不見得有

利。例如，抽一支煙對身體影響可能不大，但是如果抽一千支煙對身體就會有不

好的影響。如果你的決策都是一支煙一支煙做決定，那麼，我們可能會持續抽煙。

但是，如果我們是用抽一千支煙這個行為來做判斷，那麼，大家理性上應該會決

定一支煙都不要抽。 

Sabini 及 Silver（1982）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小數額效果：當你有兩天可

以寫一篇報告，你估計寫這篇報告要花掉 6 個小時的時間。為了不要讓自己太

趕，所以決定要開始寫報告。過了五分鐘後你開始猶疑是要繼續寫報告或是去打

一場桌球？以短期來考量，打五分鐘的球會比寫五分鐘的報告帶來更多的愉悅，

畢竟，五分鐘不能寫太多東西。但是桌球比賽延長了，你又面臨去做下一個五分

鐘的決策。一但你將決策的區間分成五分鐘為一個單位，你可能會一直打球。大

部分的人認為一元是一個小數目，所以確定可以拿到一塊和有 10%機會可以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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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元，大部分的人會偏好後者。但是，如果是 10%機會拿到 1000元和確定拿到

100元，大家會比較喜歡後者。因為大家都認為一塊是個微不足道的數目。例如，

很多募款都標榜著只要捐出你的一日所得即可。在這種情形下，人們大多覺得只

是拿出自己的一小部份，而不會有太多的損失感覺。 

（三）帳戶限制 

針對工作與休息的取捨問題，我們通常都會利用最沒有工作效率的時間來休

息，例如漁夫可能在魚產量較少的季節休息，藝術家可能在沒有靈感的時候休

息。Camerer等人（1997）研究計程車司機的行為，發現有很多人會在賺到一定

的金額時就選擇休息，因此，會產生在生意好的時候比較早下班，生意不好時比

較晚下班。但是，如果他們可以不要受限於一定金額的限制。每天工作時數相同，

則生意好的時候可以賺到比較多錢，生意差時可以比較早回家休息，在這樣的情

形下，他們可以增加 10%時間在家，增加 20%的收入。 

   從購買行為來分析，通常人們都會計劃某一種消費要花費多少錢。娛樂花 A

元，飲食花 B元等等。而且在某一類省下來的錢也會花在那一類的消費上，例

如 Heath及 Soll（1996）指出如果人們拿到一張免費的電影票可能會把省下來的

錢拿去買另外一種娛樂產品，可能是唱片或是一場球賽的門票。 

   另外一種是有關期間的預算。學生通常會規定自己一個月只能花 3000元買衣

服或是娛樂產品。一個禮拜只能花 750元，如果這是這禮拜的最後一天，但卻是

一個月的月初（例如 4/7），而你現在有一場演唱會很想參加，但是你這禮拜已經

花了 750元，你可能會因為每禮拜的預算限制而選擇不參加演唱會，然而如果你

的期間架構是一個月，那你就會安心的參加這場演唱會，讓自己很享受的參加這

場演唱會。預算的框架常常會影響我們購物時的決策。 

表 2-3 框架效果的現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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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舉例現象 

風險的認知與接受

程度 
1. 風險分散觀念 
2. 風險趨避與接受 

小數額效果 1. 抽煙的決策 
2. 五分鐘休息的決策 
3. 一日捐的效果 

帳戶的限制 1. 計程車司機工作時數的決策 
2. 家庭購物預算的影響 

從Read、Loewenstein及Rabin所提的這些框架決策（Choice Bracketing）的現

象，常常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上演。在傳統的經濟理論中，錢是具有取代性的。

然而因為我們會去規劃交易的情形，將使得金錢的可取代性降低。有人將這種預

算上限制稱為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心理帳戶可以解釋很多行為表現，

例如在投資決策中我們會將投資案甲與投資案乙分別進行決策，而不是將它們視

為一個投資組合來看待，在這樣的框架下，可能就會產生非效用最大化的決策。 

二、資本市場上的例子 

（一）處分效果（Disposition Effect） 

   當我們購買一個標的資產以後，如果價格開始變動，在尚未出售以前，我們

就會擁有未實現的損失或利得。在出售以後，就會成為已實現損失或利得。投資

人的心中對於這種未實現利得及損失或已實現的利得或損失會有不同的感覺，而

且這種感覺會隨著時間經過而改變。通常賣掉股票，實現損失比不賣掉痛苦，所

以人們不願意賣掉賠錢的股票。Shefrin及Statman（1985），Odean（1998b）發

現當投資人需要現金時，他會選擇賣掉賺錢的股票而不是賠錢的股票。這種現象

市場上稱為處分效果（Disposition Effect）。 

在行為財務學中，處分效果的產生，除了心理帳戶的因素，Shefrin及Statman

提出其它解釋原因。其中一項是追求榮譽感避免後悔（seeking pride and avoiding 

regret）。Kahneman及Tverskey（1982）認為當個人因為太晚做決定，而使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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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失 

不須對決策負責時

的效用函數  

己喪失比較好的結果時，會感到後悔。除了實現損失本身所帶給投資人的效用損

失以外，實現損失就好比承認自己原先的決策錯誤，會使得投資人產生後悔的感

覺。相較於後悔，正面的感覺即是驕傲，如果賣掉這個股票賺錢了，投資人就有

驕傲的感覺，反之會有後悔的感覺。而追求榮譽感與避免後悔的感覺也會導致投

資人不想實現損失而提早獲利。Shefrin及Statman（1984）提到後悔對個人來說，

除了損失以外，還自認到對損失負責的感受，他們利用Kahneman-Tversky的S型

效用圖形，加入責任感對損失以及利得效用的影響來修改效用圖形，如果後悔所

帶來的情緒上反應比驕傲還大，則圖形如圖2-3，他們發現，當人們必須要為不

確定決策負責時，損失趨避的現象會更明顯。 

圖 2-3 投資人必須為該決策負責時的效用函數變化 

 

 

 

 

 

 

 

 
資料來源： Shefrin及Statman （1984） 

有了上面的理論推理，Odean（1998b）藉著分析10,000筆交易資料，檢驗市

場上投資人是否存在著處分效果。發現，這些投資人有著強烈的偏好實現贏家

（winner）股票，而不是賣掉輸家（loser）股票。而投資人處分股票的動機不是

因為要調整投資組合也不是要避免過高的交易成本。同時，他發現利用省稅動機

只能解釋12月的處分效果。Weber及Camerer（1998）設計一個投資組合，包括六

個標的資產，追蹤14個期間，每個期間會給受試者一個價格，價格是利用一個隨

機過程取得，受試者根據價格來調整投資組合。作者發現，當價格下跌時，賣出

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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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決策負責時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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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數比價格上升時少，同時，當價格低於購買價時，賣出的數量也少於價格高

於購買價時。 

（二）解釋投資人偏好現金股利的原因 

   如果投資人是理性的，現金股利與資本利得應該是完全替代的（在無稅的情

形下），實際上資本利得的稅率通常小於股利利得的稅率，甚至不用課稅，（例

如根據PWC公佈1995年美國平均資本利得稅為36%，而股利收入平均稅率為

47%；我國證券交易所得稅目前為停徵狀態。）因此，相較於現金股利投資人應

該比較偏好資本利得。但是實務上的確存在一群偏好現金股利的投資人， Jensen

及Meckling（1976）利用代理問題來解釋現金股利存在的原因，認為發放現金股

利可以解決經理人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所以即使投資人可以利用資本利得來獲

取所需的現金，管理當局仍然會發放現金股利。 

    Shefrin及Statman（1984）從投資人角度提出投資人偏好現金股利的三個行

為理論，第一為缺乏自我控制。Thaler及Shefrin（1981）提出因為自我控制，投

資人將投入於股本的資金視為本金，所以從處分股票獲得的金額視為本金而股利

視為孳息，有的投資人（例如已退休者）不希望花掉本金，而偏好消費股利所得。

第二是展望理論。投資人為了避免實現損失，會繼續持有損失的股票，不希望藉

由賣股票獲得現金，因此，會有現金股利的需求。第三是避免後悔。如果你現在

想要買電視機，那麼你會考慮用公司發放的10,000元現金來買，還是要賣掉價值

10,000元的股票去買呢？現金股利的取得是由公司管理階層做成之決策，處分股

票獲得之現金，是自己做出之決策。如果後來股價上漲，哪一種情況會讓你感到

比較後悔呢？答案通常是後者。因此會了避免後悔，人們會偏好使用現金股利。 

（三）資產配置 

    投資人所擁有的投資通常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分散。首先是投資人偏好投

資於自己熟悉的標的，稱為（home bias）。Grinblatt及 Keloharju（2001）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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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芬蘭，投資人比較喜歡持有地理上比較鄰近他們的芬蘭公司股票。Huberman

（2001）發現美國的投資人也會偏好投資該州的公司股票。這可能是因為投資人

會選擇自己比較熟悉的投資標的，認為自己對於熟悉標的的評估會比較正確，而

集中投資於某些標的。 

    同時 Benartzi及 Thaler（2001）發現投資人在進行資產配置時，通常是使用

一種很簡單的劃分法。他們發現投資人經常使用 1/n法來進行分散。如果投資人

有 n種投資標的，則他們會將資金等分成 n分來進行投資。Benartzi及 Thaler將

股票基金、債券基金以及平衡型基金（50%投資股票，50%投資債券）組合成三

種選擇調查投資人的資金分配。第一種是股票基金以及債券基金；第二是股票基

金及平衡型基金；第三是債券基金以及平衡型基金。他們發現，在這三種組合當

中，將資金分成 50 – 50來投資是一個很受投資人歡迎的選擇。 

第四節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瞭解資本市場上存在著許多與理性假設或效率市場不一致的

現象。學者利用行為財務學的角度來解釋資本市場上的迷思，例如，因為有限的

注意，當會計方法不一致時，投資人的評價調整不完全，使得公司有誘因進行盈

餘管理。又如，在資本市場上，許多學者證實了投資人普遍存在過度自信的現象，

他們分別利用 1. Momentum 策略的成功證明投資人在短期有追漲殺跌的現象。

2.因交易次數多而侵蝕該投資人獲利，來表示一種過度自信的表現。3.超額報酬

持續發生，證明股價反應不足，如盈餘宣告，或其他公司事件宣告。最後，在框

架效果上，因為投資人心理帳戶設限，使得資本利得與股利並非完美之替代品，

再加上投資人避免後悔以及損失趨避的心理，產生了延後處分輸家股票提早處分

贏家股票的處分效果以及使得市場上存在一群現金股利偏好的投資人。我們將它

整理如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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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資本市場上投資人行為偏誤整理 

迷思 行為偏誤 解釋方法 

1. 盈餘管理 有限注意 有限注意 

1. Momentum現象 
2. 交易次數過多 
3. 公司事件宣告 

代表性 
保守性 
可得性 
先入為主 

過度自信 

1. 處分效果 
2. 股利偏好 
3. 資產配置 

心理帳戶 
損失趨避 
避免後悔 
自我控制 

框架效果 

 傳統經濟模型的好處是在於提供簡易的分析。加入行為學的觀點以後，會讓

模型變得更加複雜，預測變得更加困難，但也會使模型更加正確。傳統經濟模型

根據理性假設有一些預期，例如，對成本的看法。在經濟學中，沉沒成本（sunk 

cost）是不重要的，機會成本才需要被考慮。因此，在預測人類行為時，傳統經

濟學會忽略沉沒成本，所以處分效果是不被預期的現象，偏好現金股利也被視為

是不理性的現象，但其實這些現象都存在我們社會中。 

目前在法律經濟分析的領域中，已經開始有學者試圖利用心理學的角度來進

行法律經濟分析。Jolls、Sunstein 及 Thaler（1998）指出人類實際上只有有限的

理性（Bounded Reality），有限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有限自利（Bounded 

self-interest）。有限的理性是指人類習慣用經驗性法則來判斷機率，而非理性預

期；偏好符合展望理論，而非偏好一致。有限意志力及有限自利均會使人類不以

長期效用最大化為決策，因為缺乏意志力，以至於不利長期結果。Jolls、Sunstein

及 Thaler認為利用行為與經濟的分析，可以提供法律分析一個更好的解釋方式。 

Sunstein（1997）試著提出在不同的行為下，法律應該要如何修正，以使其

法律目的能夠實現。 

    例如人類在進行選擇的時候，容易產生妥協的效果（Compromise effect）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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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極端（Extremeness aversion）。例如點菜的時候，如果有分大、小，顧客可

能會依自己需求選擇大或小，但如果菜單上的選擇為大、中、小，即使在相同的

需求下，顧客會傾向選擇中的。法官判決時可能也會以法律中，較趨中間的選項

來判決，因此，對政策制定者的涵義，最好的解決方法即是將政策包裝成折衷的

選項。 

    從前面我們知道人類心中會將許多事件畫框框，認為一部份的錢應該用在渡

假；一部份為退休基金；有一些則是用來還貸款等等。既然人民會有這樣的心理，

政策執行者，可以為人民設計一些帳戶，利用自我控制的策略來達到政策目的，

例如社會安全制度，全民保險等等。 

    政府經常因為政策目的需求，必須傳遞訊息給人民，希望人民能夠小心，做

出有利於社會或是有利於自己的決定。例如，目前面臨 SARS的風暴、環保的議

題，告訴人民抽煙的害處、環境污染的後果等等。政府如果只將統計數字表現出

來，過度樂觀可能會使得人民低估風險，因此，利用人民損失趨避的偏誤，將負

面的結果告知人民，突顯嚴重性，比較容易達到「戒慎不恐懼」的效果。 

政府經常會有資訊揭露的規定，例如，規定廠商將產品成分標示清楚，規

定資本市場發行人將公司財務業務狀況揭露。根據一份調查發現，如果有兩個投

資標的為股票與債券，分別載明其歷史報酬；如果記載 30 年平均報酬，投資人

會發現股票的平均年報酬大於債券，而忽略股票報酬之波動性，大部分的人會將

錢投資於股票，如果是載明一年的報酬率，投資人可以看到每年報酬率的波動

性，投資於債券的比例將會增加。所以我們發現，雖然提供資訊者沒有做出任何

建議，但是其提供資訊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種建議，這就是一種框架效果，也是先

入為主的偏誤，因此，政策制定者不應該只關心資訊是否應提供，更應該關心資

訊如何被表達。 

經由行為財務學的角度，我們將可以更完整的了解資本市場的運作。由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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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不效率，因此希望能夠藉由法規的輔助來達到我們所希望的效率，或者藉由

法規的輔助使得投資人保護更加完善。各國用來規範證券市場的最主要法規即為

證券交易法，其最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一個公平公開的市場，因此，最主要的規

範為 1.發行人必須誠實（反詐欺、操縱）、公平對待投資人。2.資訊揭露。在我

們瞭解投資人可能產生哪些偏誤以後，我們首先檢視美國證券交易法上有關詐

欺、公平資訊揭露以及會計資訊揭露的規定，配合行為財務學的發現，應該有什

麼方向的改善，再比較我國目前證券交易法的規範，希望能夠找到改善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