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採用遺傳演算的代理人基研究方法，謹將理論基礎概述如下，另為瞭解彩券

市場行為及所得分配目前研究的發展狀況，列述相關文獻。 

2.1  遺傳演算的代理人基研究方法理論基礎 

1975年電腦科學界杜林獎（A. M. Tuning Award），也是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及1993

年美國心理學會獎得主Herbert Smion，建立了經濟學「有限理性」的概念，並利用電腦

演算來瞭解及測試「有限理性」的行為及決策模式，開啓了「行為經濟學」的領域，這

也是「計算智慧」的開始。計算智慧將電腦科學、數學、工學、物理學、生物學、心理

學、腦神經科學......等不同領域中的專家和經驗結合在一起，成為跨領域的學科，而發

展出模糊邏輯（fuzzy logic）、類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s）以及演化計算（evolutionary 

computation）等三個互通的領域所彙集出來的課題。1960 年代，John H. Holland 認為電

腦科學不僅是做計算之用，還要能作生物方面的思考，希望能製造出一個能「自我生產」

出「類似自己」的機器，如同人類的生育行為，因此 Holland 發展出演化計算中的遺傳

演算方法；他將策略集合視為一個生物體，藉由生物學演化的概念，讓策略集合透過學

習自行演變，其「執行目的」不是作最適化的運用，產生一個完美無瑕的結果，而是非

常務實的協助最適化的過程。 

既然利用電腦科學模擬人類演化及生育的行為，就必須瞭解生物演化的過程，以人

類為例，新一代的產生，是透過親代（parents）交配（crossover）生育子代（offspring），

其中關鍵是複製的工作及遺傳密碼系統。親代的細胞中有去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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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id，以下稱為DNA）3，在細胞分裂前，會聚集成絲狀體，稱之為染色體，4基因則位於

染色體上。5我們關心的生殖細胞，其染色體成單個，不同於一般染色體，6人類交配後

細胞分裂前，每個染色體會自行拷貝一倍，並開始與同源染色體7互相配對，產生互換基

因的情況，再經過減數分裂，8使得子代生殖細胞仍然維持原來染色體的數目。 

DNA的語言是以三個鹼基9為一組的序列組成，有意義的三個鹼基稱為密碼，換言

之，DNA可三個字、三個字唸出來，像是帶有遺傳密碼的字母，放在生物的細胞裡，並

透過核酸序列10中的遺傳程式，將遺傳密碼翻譯成胺基酸（amino acid）序列，依排列的

順序來連接胺基酸，這個過程讓親代的DNA複製為子代的DNA。雖然，DNA複製的準確

度很高，但是偶而仍會發生錯誤，錯誤的修補有時也會造成另外的錯誤，這就是突變

（mutation），11突變的發生是演化的原動力，因為不同的突變會造成不同的種類，部分

突變種無法存活，但有些突變反而製造出更好的蛋白質，12在子代環境中生存得更好，

經過自然淘汱與競爭產生演化，所以在演化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生物演化的過程非常複雜，上述僅為概述，即便如此，我們仍可明白，生物演化確

實可以分解為具有遺傳意義的因子及可重複使用的遺傳系統，Holland 即透過這套演化方

式，將基因組成內容轉化為策略，運用在計算智慧領域裡，以用電腦科學設計了一個以

代理人為名的類生物世界，稱之為代理人基，依照程式給定的選擇（selection）機制，

                                                
3 去氧核糖核酸是一種化學物質，即含有去氧核糖的核酸， 
4 人類每個細胞有 23 對同源染色體，每對染色體中一個來自父親，一個來自母親。 
5 DNA分子上的特定區域攜帶了特定的資訊，這些特定的區域叫做「基因」。事實上，儲存在DNA的基因
只占整體的 2%至 5%，其餘 95%以上的DNA是至目前仍不知代表什麼的廢物DNA。 
6 一般染色體是成對的。 
7 精子內的每個染色體都可以在卵子裡找到一個外形完全相同的染色體去配對，稱作同源染色體。 
8 減數分裂，實際上即是一種雙重分裂。 
9 鹼基有四種，其化學名稱為adenine、thymine、guanine、cytosine，通常用A、T、G、C來簡稱。鹼基具有
互補性，即其中一邊的鏈為A，則與其相對的鏈一定配上T；若一邊的鏈為G，則相對的一定是C；故A與T
的量、G與C的量一定相等。 
10 核酸是由核甘酸聚合而成，主要功能是儲存基因遺傳的資訊，其中的去氧核糖核酸，即含有去氧核糖
的核酸。 
11 親代的DNA複製過程中偶爾出錯，這些錯誤可能會傳給分裂出來的子代細胞，其方式是如果改變了親
代DNA中某些核甘酦，例如A‧T對換成了G‧C對、C‧G對或T‧A對其中一種，在合成蛋白質時可能會
用錯胺基酸，因而改變了蛋白質的結構，使蛋白質失去作用，進而改變了細胞和生物的化學反應，使得
子代的外貌或行為和親代不同，這種DNA的變化稱為突變，而其產出物稱為突變種。 
12 蛋白質是由不同的小分子胺基酸聚合而成，胺基酸的功能是讓蛋白質形成一個穩定的結構，並且可以
執行特殊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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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進行配對的兩個代理人，成為親代，透過交配與突變的過程，使子代染色體中的基

因發生變化，並且取代（replacement）親代，成為新一代的代理人，進入母體（population），

再進行下一回合演化（evalution），整個演化循環情形如圖 2.1。本研究以該機制設計代

理人基彩券市場，代理人演化過程及詳細的工程設計於第四章中說明。 

選擇

2.2  公益彩券文獻探討 

全世界彩券發行年銷售量超過八百億美元，其中美國銷售量占全世界銷售量的三分

之一，其發生的主要目的各有不同，例如1774年，美國開國元勳 Benjamin Franklin 在大

陸會議（Continental Congress）提案要發行彩券並獲得通過，主要發行目的係資助獨立運

動，13其實，大部分彩券發行目的仍以公益為主，希募集社會福利基金，供作國庫基金、

兒童、少年、婦女、老人、身心障礙者等社會福利、教育、體育、衛生保健、文化等方

面經費。以美國彩券為例，最大特點是許多州均立法，明文規定彩券收入需投入公立教

育之用，其著名的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都是靠彩券收入創立。然而，「彩券」僅是

一個統稱，各國會發行不同遊戲規則的彩券，名稱自然各不相同，美國就發行了31種彩

券，14其中「Lotto」是該國銷售額最多、最風行的彩券遊戲，其收益占美國彩券總銷售

                                                
13 資料來源North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and Provincial Lotteries網站，網址http://www.naspl.org。 
14 資料來源http://www.musl.com、http://kosti.tripod.com/twloto-news.htm及http://www.cti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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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演化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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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的四分之一；台灣目前銷售額最多的彩券是「大樂透」。 

各國彩券遊戲規則大致相同，一般而言，每週開獎一至二次，買者於約三十五至五

十五個號碼中獨立選出約五至六個號碼，若選取之號碼與彩券公司隨機開出之中獎號碼

完全相同，即獲得頭獎，若獲獎者有數人，則均分獎金。若無人獲得頭獎，該獎金將計

入次期彩券的頭奬金額中，稱為奬金順移（rollover）。部分國家為避免頭獎獎金過高，

造成社會賭博風氣過重，規定頭獎獎金累積之次數超過某一個門檻，頭獎獎金將歸入次

期「總獎金」中。例如台灣大樂透規定，頭奬超過八次無人中獎，即不再累積計入次期

頭獎獎金，全數歸屬次期之「總獎金」。但是，部分國家無此限制，例如美國發行的Lotto，

無人獲得之頭獎獎金可無限制累積至次期頭獎獎金中，而且Lotto彩券價格和額外的（頭

獎以外的）中獎金額均為固定，與頭獎獎金大小無關，所以購買該彩券的期望值總是隨

著頭獎獎金的大小而增減。這也就是美國Lotto彩券如此風行的原因。（Matheson and 

Grote，2005） 

2.2.1  人們購買彩券的理由 

人們為何會購買彩券呢？Hartley and Farrell（1995-2001）以期望效用理論說明賭博和

保險同時存在的能力，這和早先的主張持相反的看法，早先的主張是賭博的需求超過了

完全資本市場的借貸法則，但是，Hartley and Farrell 認為，非凹性效用函數的期望效用

理論仍然可以解釋賭博行為。當利率和時間偏好相等，除非所得落到一個異常值的情況

外，在一般情況下，代理人仍然會尋找機會去賭博。當利率和時間偏好比例不同的時候，

會有一個所得區間，在這個區間裡面會渴望賭博。在二個案例（賭博和保險）中，重覆

賭博者不是被解釋的，但是市場的缺點，例如不同的借或貸比例，可以計算持續賭博比

率占時間偏好率的幅度。 

Beenstock and Haitovaky（2001）研究以色列「lotto」需求的限制條件，主要重點在lotto

價格和頭獎的公布對lotto需求的影響，他們也調查了一些實際現象，這些現象明顯和期

望效用理論不一致（矛盾），其中包含彩券狂熱（lottomania）效果，這是由頭獎累積獎

 10



金所引起，以及當頭獎獎金未增加所引起的彩券消退情況，其他從期望效用理論脫離正

軌的情形，是這些潛在的意外贏家對彩券的銷售額沒有重要的影響。 

Walker and Young（2001）從累積獎金影響彩券銷售額來判斷「贏家賭注分成法」

（pari-mutuel）15彩券設計的效果，研究者以假想的彩券遊戲，改變其銷售收益的設計來

進行模擬，發現彩券銷售額是取決於銷售收益作為獎金的比例，並認為不對稱的獎金分

配對彩券的銷售有正向的影響（即有多大的獎金成為頭彩的金額對彩券的銷售額具有影

響），與不對稱的獎金分配持相反的獎金分配方式，對彩券的銷售有負向的影響（即有

多大的獎金成為頭彩以外較小獎的獎金，對彩券的銷售額沒有影響）。 

Forrest, et al.（2002）研究發現，彩券需求模型存在實質效用價格，計算彩券實質價

值時要減去每一張彩券獎金的期望價值，就如同他們最主要的解釋價值，研究者認為這

個議題為消費利益或者是為「好玩」提出一個關鍵性的法則，在一般賭博需求和特別的

彩券需求，發展出一種可以替代彩券需求的模型，其焦點是在最大的可能獎金。當這個

可以替代彩券需求的模型從英國國家彩券數據資料中去作測試，是可以和傳統模型對

照，並發現頭獎報酬產生的影響超過各種有效價格。 

根據鹿元忠（2003）所做的問卷資料顯示，台北地區民眾購買公益彩券的三個主要

因素為：（1）頭獎獎金吸引力，占46.8%；（2）是休閒娛樂心態，占35.2%；（3）響應政

府做公益，占18%。該研究認為有67.3%的台北地區民眾認為彩券是合法賭博取代非法賭

博，有32.7%的台北地區民眾認為彩券是正當的休閒娛樂。 

Oster（2004）認為美國各州發行之彩券，銷售數量增加的情形固然重要，但是「彩

券消退（lottery fatigue）」情形也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並與聯邦發行的彩券有新的關

聯； Oster 用一個新的美國威力球（powerball）彩券銷售額資料庫去分析這個單一彩券

                                                
15 贏家賭注分成法即彩券購買者從 X 個數字中挑選 x個作為其幸運號碼組合，彩券發行當局則於 X 個號
碼中抽出 x個為中獎號碼。當期總獎金是根據總下注金額乘以獎金支付百分比來決定，其餘百分比的剩
餘金額則用來支付管理費用、銷售佣金以及公益（good causes）用途。彩券持有人可分配的中獎金額是依

照與開獎號碼相同的號碼個數來決定， x個號碼全中的彩券持有人可獲得高額的頭奬彩金，而其他僅中

x -1、 x -2 等個號碼的消費者則獲得較少的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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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頭彩獎金的大小，對彩券銷售額消退的情形有何關聯，她發現當頭獎獎金較高時，

與彩券銷售額較小消退的關係是顯著的，因此建議讓頭獎金額比目前現行的頭獎金額更

穩定，且更高；對於彩券銷售額消退的問題，或許可以集中彩券遊戲，形成較高的平均

頭獎金額，以減緩彩券銷售額的消退問題。 

Puyenbroeck（2004）以比利時的彩券市場需求來作實驗，檢測其是否可以精確的描

述一張彩券的有效價格，例如一般市場價格減掉彩券的期望值，這個有效價格是可以被

精確的預測出來，有效價格彈性的估計顯示短期市場需求的價格彈性是無彈性，比利時

彩券或許可以從改變遊戲規則來獲取利潤。 

Matheson and Grote（2005）研究指出，包括Scott and Gulley（1995）, Farrell, et al.（1999）, 

Forrest, et al.（2002）以及Matheson and Grote（2005）等數位作者都注意到，Lotto購買者

會根據基本經濟原理的反應去購彩券，基本的經濟原理是指在頭獎獎金大的時候，人們

會預期有較高的期望值，他們會將這個期望值反應在增加彩券的購買上；同理，當期望

值下降的時候，人們也會減少彩券的買購。然而，期望效用不是唯一的影響因素，人們

除了期望效用之外，另一個光環效果（halo effect）也會影響彩券的購買行為。 

光環效果是指人們並非僅以期望值作為買或不買的判斷準則，也會受其他因素的影

響，換言之，在不尋常的大額頭獎被人贏走後，人們不會因為期望值回復正常而減少彩

券的購買，反而持續購買彩券的行為，Farrell, et al.（1999）及 Matheson and Grote（2005）

研究指出，光環效果是來自於廣告，當產生大額頭獎獎金，廣告會作特別報導，這顯然

會影響後來的消費者對彩券的購買行為，造成後來的消費者不管頭獎獎金大小，以及大

額頭獎獎金被贏走之後，彩券期望值降回原來較低水準的這個事實，而持續購買彩券。 

另外，賭博成癮這個領域的學者提供了另一個對光環效果非傳統的解釋，他們認為

「賭博者在頭獎獎金很高時，其購買彩券行為己經成癮，當頭獎獎金變得較低，也無法

戒除這個嗜好，這是造成彩券銷售額仍然增加的原因」。依據 Matheson and Grote（2005）

研究美國威力球彩券（這是美國27個州的彩券遊戲，它廣泛的在美國流行，且其結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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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保持不變）的實驗證明，光環效果是存在的，而且是中獎者將獲得的獎金拿去加碼購

買彩券產生的結果。 

劉代洋（2005）參考 Forrest（2000, 2002），Mason（1997），Scott（1995）等學者的研

究表示，彩券的有效(真實)價格等於 1 元賭金減彩券期望值。另以台灣公益彩券 182 期

真實資料，透過需求函數，推估彩券預期價值與真實價格之最大、最小和平均值如表 2，

平均而言，人們每一元賭金中，真實價值約占 33%，預期價值約占 67%。台灣樂透彩需

求價格彈性為 0.494，為缺乏彈性，但因其絶對值介於 0 與 1 之間，其缺乏情形並不強

烈，理論上提高樂透彩售價可增加該彩券銷售收入。 

 

表 2.1：彩券預期價值與真實價格彙整表 

 彩券預期價值(EV) 彩券真實價值(1-EV) 

最大值 0.8927 0.1073 

最小值 0.6411 0.3589 

平均值 0.6747 0.3253 

資料來源：劉代洋（2005） 

2.2.2  最適的彩券稅率 

一般公益彩券發行規則均將銷售收入之某部分列為社會福利等經費，該比例普稱為

稅率，作為稅收的補充，以彩券發行目的而言，稅收愈大愈好，但是稅率太高，相對的

獎金會變小，直接影響民眾購買彩券的意願。因此，稅收與稅率常成為兩難的局面。 

Paton, et al.（2002）研究認為，1990 年許多環境改變了，包含其他國家彩券傳入本

國，網路賭博增加，歐洲聯盟（EU）交易障礙的減少；其中英國政府發起了大規模檢視

賭博稅情況，檢視後，該國政府宣布了一個重大減賭博稅政策，決定課徵毛利潤稅（gross 

profits tax，GPT），是以賭徒的淨收益為基礎，像是以部分賭金來徵稅，來代替目前一般

的賭博稅賦（general betting duty，GBD）。他們依據這些決定作經濟原理的實驗，證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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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稅賦的改變，對於政府其他收益來源而言，會被廣泛（概括）推論當作是最適租稅水

準。 

Majia（2005）研究發現，若要完全瞭解彩券對平均負稅者所受的影響，就必需瞭解

州彩券的租稅型式及其高度消退的現象；例如美國北卡羅蘭納州的彩券，已有許多不公

平現象，根據美國預算和租稅中心揭露的資料分析，北卡羅蘭納彩券對窮人的租稅負擔

是富人的四十倍。然而，州發行的彩券是一種租稅嗎？雖然美國調查統計局並未將彩券

分類歸屬為租稅，但仍有部分人士抱怨彩券收益應該不是一種租稅；產生這種抱怨，係

因彩券銷售額的一部分會以收益的型態拿出來支付給政府，對於自願購買彩券彩者而

言，這依舊是一種租稅；若這不屬於租稅，州政府就應該讓彩券收益全部供作彩券營運

自由運作，並且對購買者不徵收稅賦。事實上，租稅基金組織最近報告彩券平均稅率為

45%（州的淨收益是彩券總銷售額扣除營運費用），就如同分配在產品中的成本，該研究

建議州的彩券稅應該是該州所有產品中最高的稅率水準。 

2.2.3  同一地區發行兩種彩券是互補效果還是替代效果？ 

同一地區發行了兩種彩券是否會互相競爭？Tosun and Skidmore（2004）蒐集美國西

維吉尼亞州 1987 年至 2000 年五十五種彩券的銷售資料，以動態的框架試圖找出決定彩

券收益的因素，他們將研究焦點集中在當西維吉尼亞州鄰近的其它州發行一個新的彩

券，傳入西維吉尼亞州後，對西維吉尼亞州彩券收益產生影響的能力；研究結果是鄰近

其他州發行彩券的競爭行為，對於西維吉尼亞州彩券銷售額是一項很重要的決定因素，

而且，在西維吉尼亞州內發行另一個新的遊戲，對於該州原本已發行的彩券銷售額也有

重大的影響。 

Matheson and Grote（2005）根據美國威斯康辛州發行的兩種彩券真實數據，進行模

擬，該州有一個只在州內發行且發行量較小的彩券，及另一個跨數州發行（威斯康辛州

與其他州是對等關係）發行量較大的彩券，他們觀察這兩種產品是互相替代，還是互補？

研究結果發現，當這兩個產品產生互相競爭的傾向時，只在州內發行的彩券會受跨州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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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彩券影響，而減少銷售量。 

Forrest, et al.（2005）認為任何訂定賭博法規的管轄部門都應該考量不同賭博產品的

替代能力，該研究以英國首要賭馬每日交易量中的每日時間序列資料，分析購買彩券和

賭馬的潛在替代情形。研究發現，當彩券有效價格異常低時（例如產生獎金順移或大額

獎金），賭博者會以彩券代替賽馬、賽狗、猜數字比賽的購買行為，這種替代行為對各

個不同的部門而言，有一個非常特別型態的時間點，該研究建議，賭博者在訂約之前，

應該理性的在他們的投資組合裡，全域的尋找其替代品。 

2.2.4  彩券上癮者的研究 

有關上癮者的研究，早期是專注在雪茄等物質上癮的實驗檢測， Farrell, et al.（1999）

則依據實際資料，檢驗彩券玩家上癮的情形，結果顯示，當彩券銷售額比產生獎金順移

之後的平均銷售額還要高時，表示產生了嚴重上癮的情況，其中包含對獎金順移的上

癮；但是，彩券上癮的情況要比對雪茄這類物質上癮的情況少。另外，將彩券獎金順移

的情形設定為外生變數，透過期望價值的變動，算出彩券的價格彈性；令人驚訝的是，

他們發現估計出來的長期價格彈性精確顯示，管理者的需求並不是追求彩券收益最大，

研究結論建議改變彩券銷售收益的分配方式，以一個較高的彩券銷售收益比例作為彩券

獎金，可大量增加彩券的銷售額，是一個很好的讓彩券收益增加的誘因。 

Pablo, et al（2005）將人們分為三類，沉迷於賭博的人稱為上癮者、與上癮者有親屬

關係的人，例如上癮者的配偶稱為受害者，非屬於前面兩類者稱為一般人，他們研究這

三類族群個別對賭博的想法，並將個別的決定放入彩券市場裡進行檢定，發現治療中的

上癮者願意接受的風險比一般人願意接受的風險程度低，亦即治療中的上癮者對風險厭

惡的程度比一般人高，受害者也呈現相同較高的風險厭惡程度，大約有 70%的受害者表

示他們不願意接受任何風險；此外，當風險和報酬替換情況改變時，治療中的上癮者和

受害者這兩類族群，仍然會堅持他們的原來的選擇不改變；相較之下，一般人的行為就

如同期望的一樣，會有較高的風險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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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彩券市場總體分析 

部分國家或地方政府為瞭解彩券發行狀況及其對社會經濟之影響，委託學術機構進

行相關研究，例如美國德州工業大學（2005）所作的研究，其發現 2004 年約 47%美國德

州公民表示會買德州樂透彩（Texas Lottery game），較 2002 年 56%下降；該比率是穩定

分佈於各個所得群族，惟無所得群族較其它所得群族喜歡購買；該比率亦穩定分佈於各

個教育水準群族，惟未受教育群族較其它教育水準群族喜歡購買；西班牙裔居民較其它

種族族群喜歡購買。 

2003 年德州全職或部分工時（part-time）之受雇居民比未受雇居民喜歡購買德州樂

透彩；白種人每個月購買金額比非白種人少，16在指定的彩券種類中，Lotto Texas（全部

受測者中 37.4%願意回答問卷，其中曾購買彩券者有 80%的人曾經購買Lotto Texas）和

scratch-off games（全部受測者中 27.2%願意回答問卷，其中曾購買彩券者有 59%的人曾

經購買scratch-off games ）這兩種彩券有最高的報告比率。這個研究的結果與前人所作關

於所得、教育程度對購買比例之研究結果相同；惟平均每月花費因為種族基礎不同，呈

現結果與之前的研究結果不同。 

2.3  所得分配與彩券相關文獻 

所得分配公平與否及彩券銷售相關文獻一般在人口統計及社會經濟變數文獻中，會

考慮個人的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所得、財富、職業、就業與否、居住地

區。總體因素有失業率、彩券發行期間、獎金率、彩券實質價格、頭彩獎金累積金額、

娛樂支出、其他博奕產品的支出及銷售額、廣告、投注站的數量等等。本研究希望從所

得分配的情形，研究該變數對公益彩券銷售額的影響。 

所得分配，係指所得差距或不平均的情形，是用來衡量一國家或地區內不同所得階

層之所得不均等的狀況。在國際上，常用來測度所得分配不均等的指標有五等分差距倍

                                                
16 因每月月底人們購買較多彩券，故已排除此極端值；若是未排除該極端值，則白種人每月購買彩券金
額較非白種人少的情況並不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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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及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兩種，五等分差距倍數係全國家庭依可支配所得大小排

序後，再將戶數按所得收入從高到低分為五等分（每等分均包含全國 20%的家庭），計

算最高 20％家庭平均所得為最低 20％家庭平均所得的倍數，即五等分差距倍數，倍數

愈大，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平均。 

在說明吉尼係數之前，必須先介紹羅倫斯曲線（Lorenz curve）。羅倫斯曲線是以圖

2.2 來表示所得分配的狀況。圖中 X 軸是家庭所得累計戶數由低至高排列，該數據占全

國總戶數的比率，Y 軸是與累計戶數相對應的所得占全國總所得的比率，對角線表示所

得分配絕對平均，稱為完全均等直線，而 X 軸與 Y 軸所對應形成之曲線即為羅倫斯曲

線。吉尼係數是測量羅倫斯曲線與完全均等直線間所包含的面積，對完全均等直線以下

整個三角形面積之比率；吉尼係數愈大，表示所得分配不均等的程度愈高，所得分配愈

不公平；反之，係數愈小，表示不均等的程度愈低，所得分配愈公平。  

 

至目前為止，尚未發現所得分配對彩券銷售額影響之相關學術研究資料，惟陳壁紋

（2002）蒐集美國 1966 至 1985 年、澳洲 2000 年及台灣 2001 年彩券銷售額與個人或家

庭所得之研究結果，發現部分研究認為個人或家庭成員平均所得增加，對彩券的購買也

A

X0 

Y C

所
得
累
積
百
分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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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戶數累積百分比(%)

圖 2.2：羅倫斯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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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加，兩者呈現正相關，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但部分研究認為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

性，詳細資料如表 2.2。 

 

表 2.2：彩券銷售額與個人或家庭所得相關研究明細表 

地區 研究者 研究範圍 
對所得及彩券銷售相關之研

究發現 

Vrooman 

（1976） 

紐約州 

1966-1973 年  

發行彩券資料 

當個人平均所得增加，對彩券

的購買也會增加 

DeBoer 

（1984） 

美國 12 州 

1974-1981 年 

發行彩券資料 

個人平均所得對彩券銷售額

無統計顯著性 

Vasche  

（1985） 

美國 18 州 

1983 年資料 

個人平均所得與每人平均購

買彩券金額呈正相關 

Mikesell and 

Zorn 

（1987） 

美國 17 州 

1983年第4季至1985

年第 4季資料 

每人平均所得與彩券需求達

統計的顯著水準 

美國 

Mikesell  

（1987） 

美國 18 州 

1984 年彩券需求 

個人平均所得愈高，每人平均

彩券購買金額愈高 

澳洲 
Worthington  

（2001） 

南威爾斯省 

賭博遊戲 

家庭成員所得對彩券銷售額

有顯著影響 

台灣 
黃建斌  

（2000） 

大臺北地區 

1999 年 

公益彩券發行情形 

所得有可能會影響彩券購買

的數量 

資料來源：陳壁紋（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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