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3

實驗設計

本文研究方法為真人實驗參與, 藉由觀察實驗後的結果,了解市場運作的動

態過程,並試圖解釋其原因, 本章的內容在介紹本文實驗的基本概述、 架構、

流程與想要探討的問題。

3.1 實驗概述

本文欲探討的問題在資訊不對稱下, 參與者行為表現與市場現象。 參與者

行為包含其出單策略,是否因扮演的角色與交易時間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

異。 參與者表現則利用其每回合之利得為依據, 觀察不同參與者與不同資

訊結構下利得的差異。 市場現象則是觀察價格收斂、 成交量以及市場財富

分配等, 在不同資訊結構的市場中的差異。

本實驗中參與者依資訊擁有的程度分三類: 完全知訊者、 不完全知訊者

與外部者。 完全知訊者可確切得知資產在期末的真實價值, 利用此一資訊,

完全參與者可避免用高於(低於)此價格買入 (買進) 資產, 當然其可利用買

低賣高的方式賺取利得, 但如此作法便增加損失的風險。 不完全知訊者雖不

能確切得知資產期末的真實價格,但卻可知悉這 「真實價格」會落於何區間

之內, 因此, 對不完全知訊者而言, 可避免用高於 (低於) 此區間上限的價

格買入 (賣出) 資產, 同樣地, 不完全資訊者仍可選擇面對風險, 在市場作

買低賣高的套利行為。 外部者在期初則完全無關於期末資產真實價格的任

何資訊, 此類參與者只能利用過去的歷史資料去預測期末的資產價格,但此

時就必須面對風險, 若預測錯誤, 將會蒙受重大損失。

實驗過程中, 參與者可得知二種時間序列的資訊, 一為該資產 (過去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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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的真實價值資訊, 這部份的資訊可解釋為若實驗在此時結束, 資產便

在此價格結清, 即目前所持有的每一單位資產, 將以此價格轉為現金, 加上

目前持有的現金即為總財富。 另一為 (過去與目前) 的資產市價, 當實驗尚

未結束, 資產尚未結清時, 參與者的資產價值便以此衡量。 值得注意的是,

在過程中資產尚未結清, 因此此時資產所產生的財富都是尚未實現的 (un-

realized)。

參與者還可知道目前市場的累積成交量, 藉由累積成交量的變化, 參與

者可得知市場活絡程度, 亦是一個做為預測未來市場趨勢的參考指標。

真實價值資訊是由實驗外生給定, 不論是否有交易產生, 這筆資訊都會

不斷地更新, 若有交易發生, 市價與累積成交量也會做變化。 這些數據的變

化, 對參與者而言, 都是市場資訊的更新, 特別是對不具任何資訊優勢的外

部者而言, 這種資訊的更新相較於其他參與者對他們格外重要。

就如同一般財務市場操作,本實驗的參與者可選擇操作市價單 (market

order) 與限價單 (limit order)。 市價單的特點在成交的機率較大, 但由於

投資人無法決定成交價格,因比必須面對價格波動的風險;限價單在使用上

投資人可訂定一價格, 並限定只有高於 (低於) 此一價格下, 才能賣出 (買

入) 該資產, 如此作法雖能避免價格劇烈波動所帶來的損失, 但卻不一定能

成交, 若商品具持有成本, 則投資人必須負擔這部份的成本, 本實驗中並無

持有成本的設計, 故投資人無須考慮持有成本的問題。 而不論是市價單或限

價單, 每次可交易的金融商品數量最大值均為30。

由於實驗最初會給定每一位參與者相同的財富稟賦-相同的現金與資產,

讓每位參與者在第一期就可依自己的判斷做買賣。 此外,會給予每一位參與

者在交易開始前真實價格的走勢, 這有助於讓外部者決定交易初期的交易

策略。

市場的資訊結構往往影響個別參與者的策略與整體市場表現,一個知訊

者較多的市場應與一個知訊者較少的市場所表現出來的現象有所不同。 在

本實驗中知訊者所擁有的資訊品質也不一, 我們同時也想知道完全知訊者

與不完全資訊者所佔比例高低對市場得影響為何?

市場的資訊結構除了知訊者佔總參與者的比例外,尚包含了參與者知不

知道市場中資訊分布的情形,對一個知訊者而言,若其了解市場資訊分布的

34



第 3 章 實驗設計

情形, 則可估計市場中有少 「潛在的威脅者」, 這或許與不了解市場資訊分

布的情形有些差距,這一個差距是否顯著與其造成的市場表現有何不同,是

我們所關心的。

3.2 實驗架構

本文實驗的目的之一是比較在不同的市場參數下, 參與者行為與市場現象

的不同, 因此, 本實驗將設計多個不同的市場環境, 但每次實驗都只會改變

一個參數, 以求分析準確。

在實驗之初, 我們會給予所有參賽者一關於結清價之 「資訊卡片」, 完全

知訊者的資訊卡片裡有每回合結清價之價格, 不完全知訊者僅擁有一包含

結清價格的區間,外部者由於並沒有任何關於結清價的私有資訊,其資訊卡

片以 「Null」 表示。 更詳盡的實驗操作過程, 請參閱附錄一之實驗說明書。

我們首先感興趣的是知訊者人數多寡對參與者行為與市場表現有何關

係? 回答這個問題, 必須設計三組虛擬市場:

A市場:

此市場有20個參與者,這個市場中沒有人是知訊者,全部皆為外部者。市場

上的資訊分布為公開資訊,但每位參與者僅知自己擁有何資訊,無法得知他

人擁有何種資訊。

B市場:

此市場有20個參與者, 其中完全知訊者為5人, 不完全知訊者5人, 外部者

10人。 市場上的資訊分布為公開資訊, 但每位參與者僅知自己擁有何資訊,

無法得知他人擁有何種資訊。

C市場:

此市場有20個參與者,其中完全知訊者為8人,不完全知訊者8人,外部者4

人。 市場上的資訊分布為公開資訊, 但每位參與者僅知自己擁有何資訊, 無

法得知他人擁有何種資訊。

A、B、C三市場的差別在於知訊者人數,1 A市場中不存在知訊者, B市場

中知訊者人數佔市場的50%, C市場則為80%。由於這三者間知訊者人數有

1在此指的知訊者是指完全知訊者與不完全知訊者的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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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之差異, 故可藉此了解知訊者人數的不同對市場所造成的影響。

在本實驗中, 知訊者的資訊品質亦有優劣之分, 因此完全知訊者與不完

全知訊者人數的改變會如何影響參與者行為與市場表現, 亦是我們關注的

重點, 因此設計下二組市場:

D市場:

此市場有20個參與者, 其中完全知訊者為6人,不完全知訊者10人, 外部者

4人。 市場上的資訊分布為公開資訊, 但每位參與者僅知自己擁有何資訊,

無法得知他人擁有何種資訊。

E市場:

此市場有20個參與者, 其中完全知訊者為10人,不完全知訊者6人, 外部者

4人。 市場上的資訊分布為公開資訊, 但每位參與者僅知自己擁有何資訊,

無法得知他人擁有何種資訊。

此二組市場應與 C 市場相互比較,這三組市場的知訊者比例雖相同,但

細部分析下知訊者資訊品質分布卻不同。 當市場上具有高品質內部資訊的

人增加時, 對市場產生何種影響? 以及這二種知訊者對市場的衝擊, 哪一種

參與者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皆可藉由這三組實驗結果相互比較而有結論。

上述的實驗中資訊分布皆為公開資訊, 但在真實的世界中, 投資人卻往

往難以掌握這部份的資訊, 即便是完全知訊者,也難以確保別人是否也擁有

與他相同的資訊,這種不確定性可能會造成市場參與者策略的改變,因此設

計此一組市場觀察是否有這種現象發生:

F市場:

此市場有20個參與者, 其中完全知訊者為5人, 不完全之訊者5人, 外部者

10人。 任何參與者都不知市場上的資訊分布情形。

F市場與 B 市場相互比較, 比較的重點在著眼於不同參與者策略的變

化, 以及這些變化如何影響市場表現。

表3.1表示了上述六個市場的資訊分布情形, 包含了每種資訊優勢的人

數、 資訊分布情形公開與否, 以及設計此市場的目的。資訊優勢欄位中括號

內的數表此類型的參與者佔市場總人數的比例。 知訊者則是指完全知訊者

與不完全知訊者的總稱, 此欄為完全知訊者與不完全知訊者的總和。

實驗中,每位參與者都有相同的初始稟賦—10000元現金與20單位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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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市場資訊結構

市場名稱 完全知訊者 不完全知訊者 知訊者總和 外部者 市場總人數 公開資訊分布

A 0(0%) 0(0%) 0(0%) 20(100%) 20 是

B 5(25%) 5(25%) 10(50%) 10(50%) 20 是

C 8(40%) 8(40%) 16(80%) 4(20%) 20 是

D 6(30%) 10(50%) 16(80%) 4(20%) 20 是

E 10(50%) 6(30%) 16(80%) 4(20%) 20 是

F 5(25%) 5(25%) 10(50%) 10(50%) 20 否

融商品。 在進入新一回合實驗時, 財富水準會回到初始稟賦水準。 交易過程

中, 參與者會受到財富限制, 不允許買空及賣空: 持有現金不足時, 無法買

進商品; 持有商品不足時, 無法賣出。 本實驗為一次級市場, 金融商品的數

目在每回合實驗開時候不再變化, 即金融商品在市場中的總供給量是固定

的, 參與者僅能就已在外流通的商品進行交易。

3.3 實驗流程

本實驗每個市場皆有20名參與者。 在正式實驗開始之前, 我們會發與實驗

說明書與資訊卡片,2 其形式請詳見附錄。 實驗主持人會說明實驗內容、 流

程與交易規則。3

在平台操作上,主持人會以實際示範的方式, 講解如和操作此一平台, 並

另有二次實際操作平台的機會, 目的在於讓受測者練習平台的操作方式。 之

後有一共14回合的實驗,4 每回合時間為7分鐘, 整場實驗流程約3小時。

實驗所使用的軟體平台是利用政大事件期貨交易市場平台並加以修改

而成的。5 實驗的參與者以學生為主, 他們大部分以政大具經濟背景的學生

2資訊卡片只有在資訊不對稱的市場才會發予, 換言之, A市場不發予資訊卡片。
3實驗過程中, 因時間與人力等因素,我們對參與者每回合的積分計算方式作了些改變,

即以該回合該參與者的總排名為積分, 然後再以其所屬組別的組排名給予獎金, 在實驗過

程中,我們僅在A組告知新的積分計算方式,但由於整個實驗過程中, 排名與積分情形皆不

公布, 因此不影響實驗結果, 僅在最後發獎金時, 二種算法可能會有少許出入。
4由於程式或人為的因素, 部分市場少一至二個回合為樣本。
5已有許多研究使用過政大事件期貨市場交易平台, 本次實驗僅作部分的修改, 其網址

為http://futures.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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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 包含大學部與研究生, 另有部分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 少部分的參與

者是畢業未滿一年且為從事金融相關領域的工作。 參賽的門檻僅需修習過

一學期的經濟學即可。 參與者是否為知訊者在實驗前均已決定, 他們的身

份在實驗過程中不會改變。6

6在實驗開始前, 我們會依參與者報名的順序排列他們的帳號(id), 而決定參與者持有

何種資訊的與他們的帳號相關性高 (由於為作業上的方便, 在決定參與者身份時, 我們不

會每個實驗後全部重抽, 僅替換掉幾帳號而已), 再加上參加何場次實驗由他們自身選擇

的, 這將會與他們上課的時間有關, 這點將會造成有些場次的研究生較多的情形 (或具相

同背景的人較多)。 關於每場實驗參與者身份的分類, 可參閱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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