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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賽局理論應用之基本理念與模型建構 
 
第一節、賽局理論應用之基本理念 
新古典經濟學係以價格理論，作為處理個體決策過程中，合作與衝突

的機制，假定市場是完全競爭的、訊息是完全的，若應用於共有土地1市場，

通常可以得到如此的結論：如果同意出賣共有人與不同意出賣共有人，對

於共有土地持分邊際使用價值不同時，二者會交易至雙方之邊際使用價值

相等為止，雙方互由交易中取得利得(g ain from trade)。即如圖 3-12所示，

甲、乙共有一土地，持分各為 3/4、1/4，當甲、乙二人對乙土地持分的邊

際使用價值(MUV)不同，甲、乙二人存有誘因進行交易，且最後的交易價

格會落至d點，甲取得Δabd之利得，乙取得Δbcd之利得，亦會補充說明

d點，僅是均衡點並非實際的交易點，實際的交易範圍會落於Δacd之面積

裡3。值得特別強調的是，上述的結論係建立在訊息完全及交易成本為零之

上，始能成立。 

 

 

 

 

 

 

 

 

 

然而，共有土地買賣制度結構之下，零交易成本、訊息完全的共有土

                                                 
1 本文假設共有土地與一般物品同質，並具有替代性，則土地之價格與需求量之間的關
係，可由個別需求曲線表示(邊際使用價值曲線 MUV=需求曲線)。 
2 請參閱林本利等三人(1995：53)。 
3 請參閱張清溪等四人(19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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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場並不存在。Cheung(1970,1974)、Anderson and Hill(1983)、Furubotn(1987)

等文獻，雖以價格理論結合財產權觀點，分析制度對經濟行為及資源配置

的影響，將交易成本視為重要的局限條件。惟前述分析方法仍屬靜態的，

卻無法應用於理解共有土地市場動態的交易過程中，訊息不對稱或訊息不

完全的因素，所生之策略行為對交易及權益的影響。同樣的，共有土地處

分制度有關的文獻4，多專於以法論法，對於市場不完全訊息影響共有人交

易行為的議題，均未涉獵。 

 

真實社會中的市場交易過程，不完全訊息是一種常態，市場交易之訊

息與有形的勞動、物品及無形的權利、時間一樣是有價值的資源。正如

Stigler(1961)指出獲取相關物品價格的訊息，須要付出費用，交易之訊息不

是免費的，更非完全的5。也就是說，共有土地交易市場是不完全訊息的，

並非完全競爭的，例如圖 3-1之甲並不知道乙對共有土地之邊際使用價

值，甲只知道自己的邊際使用價值，其交易訊息係不完全的，甲向乙出價

的交易過程，擁有完全訊息的乙，可能不願隨意透露自己對共有土地之邊

際使用價值，存有隱瞞訊息的誘因，以便提高其期望報酬。而此種不完全

訊息，及不完全競爭的共有土地市場，甲與乙之間的選擇行為是互相影響

的，當甲或乙在決策時須考量對方的反應，這就是賽局理論要研究的問題
6。 

 

賽局理論是一研究理性行為下，合作與衝突的一般理論方法(Selten，

1999：326)，賽局分析的目的是使用遊戲規則決定均衡，以預測參與人的

合理行為方式(張維迎，1999：8,88)。較具體的說，賽局理論是以規則抽象

的設定為決策互依的模式，模擬參賽者在局限的條件下，如何選擇策略，

以爭取最大化期望報酬的動態過程，並求得Nash均衡解，以預測制度結構

下，受約束行為人的行為模式。按照鄧方(1996：8)的說法，賽局理論的數

學模型與傳統經濟理論的模型一樣，至少有三個優點：(一)為相互交流提

供了清晰準確的語言，模型規定的各種假設，為分析不同條件下的經濟現

象，提供了便利。(二)應用數學模型，可以檢驗各種認識在邏輯上是否一

致。(三)根據數學模型可以自結論回溯至假設，以便瞭解導致特定結論的

                                                 
4 請參閱第二章、文獻回顧。 
5 請參閱林本利等三人(1995：289-292)。 
6 請參閱張維迎(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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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條件。 

 

進而言之，Nash均衡代表一組對每位參賽者均是最適策略的組合

(strategy profile)，理性的參賽者，在給定其他參賽者選擇特定策略的情況

下，參賽者將選擇最適策略作為最佳回應(best response)。也就是說，當賽

局模式以民法及土地法制度結構為限制條件，作為遊戲規則，進而解得最

適策略組合的 Nash均衡，其均衡結果象徵在該制度下的共有人沒有誘因選

擇其他策略，共有人在該制度下會自發執行，就此觀點，應用賽局理論中

Nash均衡之理念，將有助於對共有人(在制度結構下)，選擇的決策行為作

出預測，並對交易及行為結果分析。 

 

基於上述理念，本研究將視共有人為理性的個體，以共有土地買賣制

度結構為遊戲規則，建構共有人動態的不完全訊息的交易賽局模式，模擬

共有人在決策互依的情況下，如何選擇策略行為以最大化期望報酬，並以

其策略行為之均衡結果，討論與分析共有人策略行為，對交易之影響與交

易之權益變化。 

 
第二節、共有土地交易模式建構 

本研究之共有土地交易模式，係依民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二項、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及其執行要點等法令分別構建，以作為共有人交易之遊戲

規則，列舉如下： 

一、民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二項：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 

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7。 

第一項：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

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

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 

第二項：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

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 

                                                 
7 本法條於六十四年增訂，計有六項。有關對價補償及公同共有的部分規定在第三項、
第五項，第六項有關調處(解)之條文內容? 經修正，因上述三項規定與本交易模式較無
直接關聯，爰不贅述。次按現行的共有土地買賣制度結構，在土地法增訂前適用民法規
定，土地法增訂後適用土地法之規定，惟若協商後經全體共有人同意出賣，則無適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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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

獨優先購買。 

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8第十點之(一)：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

規定出賣共有土地時，應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

購買。9 

 

按上列法令規定，共有人出賣全部共有土地予第三人，依民法制度結

構，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依土地法制度結構，同意出賣共有人雖得出賣

全部共有土地，仍須履行通知不同意出賣共有人是否優先購買、對價補償

等項義務，若他共有人放棄或視為放棄，始得將全部共有土地出賣予第三

人。復依吳宏傑(1986：70)調查顯示，共有人在適用土地法規定時，以事先

協議方式處理居多。基此，本交易模式土地權屬及遊戲規則假設如下： 

一、土地權屬：甲、乙二人分別共有一土地，應有部分各為 3/4、1/4，甲

有欲與丙開發整筆土地10，由甲向乙交易取得全部共有地11。 

                                                                                                                                            
地法之餘地，相當於回歸民法之規定。 
8 本要點於七十五年增訂，條文計十四點，內容多以歷年之函釋彙整而成，之後，歷經
多次刪除及修正部分條文內容，目前條文計十點。其中第十點之(一)於九十一年修正，
內容如下：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出賣共有土地，就該共有人而言，仍為出賣其應有
部分，對於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僅有權代為處分，並非剝奪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
故應在程式上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購買。 
9 優先購買權爭執之異議權，訂於執行要點第十點之(八)：本法條之優先購買權人已放
棄優先購買權者，於申請移轉登記時，出賣人應附具切結書，或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
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願付法律責任」字樣、、，但如他共
有人在未辦竣登記前，對優先購買權有所爭執，並以書面提出異議，除其優先權已依法
視為放棄外，登記機關應駁回登記之申請，俟優先購買權爭執解決後，再行受理登記之
申請。六十九年頒訂之土地登記規則規定於第七十七條，八十四年修正為第八十一條，
九十年修正為第九十七條。 
10 一般而言，甲可將其持分，依民法規定移轉予丙(第三人)，不受乙之限制。甲選擇開
發整筆共有土地，或出賣整筆土地予丙，當在於出賣本身持分之利得較低，而依土地法
規定買賣，進而開發土地利得較高。甲在出賣全部共有土地予丙，丙購買甲、乙共有土
地，僅與甲訂立買賣契約，因未獲乙同意，乙對甲之持分享有優先購買權，及產權登記
之異議權，使得交易安全、產權登記之不確定性，高於一致合意之買賣。理性的丙，為
增進交易安全及降低產權登記之不確定性，其與甲間之買賣，當另訂有約定事項，界定
各種交易條件，雙方應履行的權利與義務。爰此，本文假設甲之交易目的，係與丙開發
整筆土地，丙與甲已簽訂開發整筆土地契約，且授權甲與乙議價，取得乙之持分俾開發
整筆土地。 
11 於交易過程，當乙拒絕甲之第一次出價，甲第二次出價，乙有優先購買權，若出價太
高，乙將獲得超額利潤；倘出價太低，乙將主張優先購買，甲與丙失去開發利得。因而，
甲為開發整筆土地以取得最大期望報酬，將考量乙之價格類型、拒絕行動傳遞之訊息，
並以甲、丙二人共同協商之價，由甲通知乙是否優先購買。亦即交易過程，甲為不完全
訊息者，乙為完全訊息者。為簡化分析，本文之交易模式，將僅考量共有人內部之交易
行為，有關土地法制度下同意出賣共有人與第三人之交易行為，暫不予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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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於適用土地法時，以事先協議12為優先，協議不成，方依規定通知

不同意出賣共有人是否優先購買，若乙放棄優先購買即將共有土地出

賣予丙。 

依據上述遊戲規則及土地權屬假設，甲與乙協商取得全部共有土地的

市場交易過程，為一不完全訊息的動態交易模式，茲分別建構民法及土地

法制度下，共有土地交易賽局模式如下： 

一、民法制度下賽局模式 

本模式之基本假設： 

(一)參賽者：本研究假設參賽者有三：一為自然13，一為甲，一為乙，

即I=﹛N,甲,乙﹜。 

(二)決策順序：首先自然決定乙之類型，次由甲向乙作第一次出價

(Tx)，乙表示接受(A)或拒絕(R)，若乙接受賽局結束。若乙拒絕，

甲作第二次出價(Ty)，無論乙接受或拒絕，賽局結束。甲出價次數

限二次，乙對甲之出價不作還價，本賽局之擴展模式(extensive form)

如圖3-214。 

(三)行動空間：a代表甲之價格類型(type)，即甲對土地之評價；b、c

分別代表乙之高、低價類型及乙對土地之評價，及甲第二次出價

所對應之價格；w代表甲第一次出價對應之某一價格；且 a>b>c，

a,b,c,w∈r15。 

1.甲有二個行動，即第一次出價Tx=﹛Tx│x=1⋯n,Tx→w,b>w≧c﹜
16；第二次出價 Ty對應乙之高價或低價，即 Ty=﹛Ty→b or Ty

→c,b>c﹜，即A甲=(Tx,Ty)。 

2.乙有二個行動，對甲之每次出價，一為接受(A)；一為拒絕(R)，

即 A 乙=(A,R)。且乙對於第二次出價其拒絕與接受之結果相同

                                                 
12 交易過程中，未事先協議即通知是否優先購買，惟事後仍有重新協商的情況，本研究
假設該通知為事先協議的替代手段，視為第一次出價。 
13 自然亦為參賽者，但不會有策略行為，係決定外生變數的機制，以 N表示。 
14 本文賽局模式中符號代表之意義說明如下：其中 N、甲、乙所在之位置代表參賽者之
決策結(decision node)，即參賽者選擇策略的結點；終點結是賽局模式行動路徑的終點，
對應十個﹝﹞；﹝﹞中之 a-w、w-c、w-b、a-b、b-c、a-c等，代表甲、乙選擇之策略組
合對應之報酬，又因本文之賽局均為動態不完全訊息模式，故求得者均為期望報酬；→
代表賽局樹枝，即參賽者之行動路徑；連接甲結點之虛線為訊息集(information set)，表
示甲不知道本身之真正位置，即甲無法區分其位置究竟在那個決策結。 
15 假設 r為大於零之實數，a,b,c,w∈r代表 a、b、c、w均屬於 r。 
16 Tx→w代表甲第一次出價行動中，有一出價行動對應 w之價格，而且 b>w≧c；Tx→b
代表甲第一次出價行動對應 b之價；Ty→b或 Ty→c代表甲第二次出價行動對應 b或 c
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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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乙選擇接受。 

(四)策略空間： 

1.就甲而言，本身僅有一個類型Θ甲，乙有二種價格類型Θ乙，一

為高價類型Θh，一為低價類型ΘL，其最適當之第一次出價係界

於乙之高、低價格類型之間，最適當之第二次出價係等於乙之價

格類型。因此，甲有二個策略，一為高價策略 h，一為低價策略

L，即S甲=﹛h,L﹜。 

2.就乙而言，甲之 Tx→w代表 n個出價(offer)中有某一出價對應 w

之價，且界於乙之高價與低價之間，則乙有二個策略：第一是誠

實策略，以H'代表之，若乙為低價類型接受 Tx→w，若為高價類

型則拒絕 Tx→w；若甲之 Ty對應之 b或 c大於或等於其價格類

型則接受；小於其價格類型則拒絕。第二是模糊策略，以 B代表

之，一律拒絕Tx→w，至於甲之Ty對應之b或 c，若大於或等於

其價格類型者則接受；若小於其價格類型者則拒絕，S乙=

﹛H',B﹜。 

(五)訊息結構：在模式中甲為不完全訊息者，不能確知乙之類型，但

知道乙有低價類型ΘL及高價類型Θh；而乙為完全訊息者，以上

屬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 

(六)先天認知及事後認知：自然的策略空間為 SN=﹛h,L﹜，Ｐh=ε，

ＰL=1-ε，ε在[0，1]區間取任何值，Ｐh與ＰL係甲在出價之前，

依一般的習慣或相關的資訊作判斷，認為乙為高、低價格類型之認

知，即甲對乙之先天認知(prior belief)。在乙拒絕甲之第一次出價

後，該行動傳遞訊息為甲所觀察，甲依貝斯定理修正其對乙之高、 

低價格類型的先天認知，作為其對乙類型之事後認知(posterior 

belief)，以Ｐr﹝ΘL│Tx rejected﹞表示之。 

(七)期望報酬：甲及乙之期望報酬函數(V)，由甲之事後認知、甲之高

低策略機率、乙之高低策略機率，及甲、乙之價格類型決定，如

下： 

V甲=Ｐr(ΘL│Tx rejected)U甲(S乙,S甲,Θ甲) 

V乙=Ｐr(ΘL│Tx rejected)U乙(S乙,S甲,Θ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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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法制度下賽局模式 

本模式之基本假設： 

(一)參賽者：同民法制度之賽局模式，即I=﹛N,甲,乙﹜。 

(二)決策順序：首先自然決定乙之類型，次由甲向乙作第一次出價

(Tx)，乙表示接受(A)或拒絕(R)，若乙接受賽局結束。若乙拒絕，

甲作第二次出價(Ty)，乙若接受(A)代表放棄優先購買，若拒絕(R)

表示主張優先購買，賽局結束。甲出價次數限二次，乙對甲之出

價不作還價，本賽局之擴展模式如圖3-3。 

(三)行動空間17： 

1.甲有二個行動，即第一次出價 Tx=﹛Tx│x=1⋯n,Tx→w,b>w≧

c﹜；第二次出價 Ty對應乙之高價或低價，即 Ty=﹛Ty→b or Ty

                                                 
17 a、b、c、w、r及 Tx→w等符號代表之意義，請參考民法制度之基本假設。 



 20 

→c﹜，並傳遞訊息給乙，通知其是否優先承買，其行動集合 A

甲=(Tx,Ty)。 

2.乙有二個行動，對甲之每次出價行動，一為接受(A)；一為拒絕

(R)，即 A乙=(A,R)。又因甲附帶通知是否優先承買，是乙對於第

二次出價，其拒絕之行動，即代表乙主張優先承買甲之應有部

分，並傳遞不同意以該價格出賣整筆土地的訊息；反之，若接受

甲之第二次出價，即代表乙放棄優先承買權，並傳遞同意以該價

格出賣整筆土地的訊息；且乙對於第二次出價其拒絕與接受之結

果相同時，乙選擇接受。 

(四)策略空間、訊息結構、先天認知及事後認知、期望報酬：與民法

制度之賽局模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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