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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演講主要是針對 Ultimatum Game 來談行為經濟學的發展，Stahl

（1972）跟Rubinstein（1982）都討論過 ultimatum game。此賽局是雙方進行談

判，例如工會跟老闆談判，工會希望工資高一點，老闆希望工資給得低一點，

假想成一塊餅，工會拿一些、老闆拿一些，雙方合作則可以創造這塊餅，談判

的過程就是分餅。Stahl說明這個賽局的特色是：雙方要分餅時，由一方先提，

例如勞方先提議要拿三分之二，剩下的三分之一給資方，若資方同意了就拍板

定案，假如資方不同意便換資方提議如何分餅，若資方提議各拿一半，就換由

勞方決定接受或拒絕，若勞方同意那就各拿一半，若拒絕就繼續下一回合，換

勞方提議，此賽局叫作 Sequential Bargaining Game，特色是餅會隨著時間而縮

水，因此雙方若在談判中僵持不下，彼此都有損失。Sequential Bargaining Game

的最後一回合就是ultimatum game，即最終談判。ultimatum game的特色是由一

方先提議要怎麼分，再由另外一方決定接受或拒絕。假如勞方提議拿 2/3，給資

方 1/3，資方會考量到若同意的話就可以拿到 1/3，拒絕的話則雙方什麼都拿不

到，而 1/3 比 0 好，所以在最後一回合資方會接受提議。依照這個邏輯，經濟

學便預測在最後一回合談判時proposer（提議者）會提議很小的數額給對方（re-

sponder），因為提議者預期對方會考量到即使是很小的數額仍然大於 0，所以

對方一定會接受。接下來的文獻就是要實驗這個預測。

最早的實驗是 1982 年在德國進行的實驗，以學生分配五馬克為實驗，觀察

雙方的反應。依經濟學的預測，提議者有五馬克時最多只會給對方一馬克，且

對方會接受，但實驗的結果跟預期不大相同，很多人給了對方一半。這個賽局

除了容易進行之外（只需要一個提議者跟一個回應者），賽局中還可以看到許

多緊張跟衝突，因為其中牽涉到自利（self-interest）跟策略性的行為（Strategic

behavior），換句話說，提議者必須考慮對方的反應，因此這個賽局還牽涉公平

的概念（notion of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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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從幾篇有趣的文章來談Ultimatum Game的文獻發展。第一篇是Roth

等人於 1991 年發表在經濟學頂級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中的文章，幾

位作者分別在耶路撒冷、南斯拉夫、匹茲堡跟東京四個城市中進行實驗，實驗

對象為學生，並且同時比較 bargaining game 跟 market game 兩種賽局。market

game 有競爭的關係，實驗中提議者（proposer）有九位，回應者（responder）

只有一位，譬如第一位提議分 5/5，第二位提議 4/6，第三位提議 3/7，bargaining

game則是一對一。market game theory預測回應者（responder）幾乎會拿到全部

的 pay，因為有競爭，相反地，bargaining game 則是預測提議者（proposer）幾

乎得到全部，這兩個經濟理論所預測的分法都非常不平均，Roth的文章便是檢

驗此兩個賽局的理論預測。在美國的情況，第一回合的 market game 中有九個

提議者同時提案讓對方選擇，分配的方式還蠻分歧的，有給對方比較多、也有

給對方比較少，但到了第十回合時提議者幾乎分給對方 100%，經濟學的預測在

此實驗中獲得證實。從南斯拉夫、以色列或日本的例子來看，第一回合的分配

也很紛亂，但在第十回合時競爭關係發揮了效果，再次證實經濟的預測沒錯。

相反地，在bargaining game的第一回合裡，多數人在分配十塊錢時選擇分 5/5，

到了第十回合並沒有改變，因此經濟學對 bargaining game 的預測是失敗的。文

章最後的結論提到：實驗的資料告訴我們，不能因為預測錯誤就拋棄整個賽局

理論，但賽局理論若沒有實證觀察（empirical observation）所支持，也不能輕

易接受賽局理論。

第二篇研究比較了 bargaining game 和 dictator game（獨裁者賽局）。bar-

gaining game 中有策略性的行為，提議者要給對方多少必須先考量到對方是否

接受，因為對方拒絕的話提議者什麼都拿不到。獨裁者賽局跟 bargaining game

唯一的不同在於，獨裁者賽局中的回應者（responder）沒有權利表達接受或拒

絕，提案者提議怎麼分配，最後就會怎麼分配。1994 年 Forsythe發表的文章比

較了 bargaining game 跟獨裁者賽局，同時比較 with pay（受試者真的拿到錢）

跟 without pay（受試者沒有真的拿到錢）有何不同的反應。實驗的結果發現，

在獨裁者賽局中由於回應者無權利選擇，因此多數提議者會拿走全部的錢。

第三篇是 2005 年發表在 Behavior and Brain Sciences 的文章，在 15 個小型

的原始社會中進行 ultimatum game 的實驗。這個實驗最早的發起者 Joseph 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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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 就讀博士時，發現在南美洲的實驗結果與西方傳統以學生為實驗對象的結

果不同而感到很興奮，後來他申請到經費讓幾位人類學家到原始社會中觀察人

類在ultimatum game的行為有何不同。以往的ultimatum game都拿學生作實驗，

其典型反應是給對方一半，眾數為 50%，平均值為 40%-45%，若給對方低於

20%，約有一半的機率會被拒絕。在獨裁者賽局中的眾數則為 0，平均值是

20-30%，但獨裁者賽局的實驗變異性比較大。在 Joseph Henrich 的研究中，以

智利 Machiguenga 部落為例，最大的點落在 0.15，即最常見的情況是只分給對

方 15%，其次是 0.25，平均值為 0.26，給對方 low offer的比重接近 50%，但被

對方拒絕的情況低，此與經濟學的預測頗為一致。Machiguenga 部落的活動以

家庭為單位，跟社會幾乎絕緣，甚至家庭裡的成員沒有名字，直到最近才有。

研究者在實驗中統計出每個部族的特徵指標，發現有兩個變數的 係數較為顯

著，一個是PC（payoffs of cooperation），代表與別人合作可以獲得多少好處；

另外一個是 aggregate market integration（市場整合度），傳統認為若市場經濟

越發達，人應該變得越自私，越自私則給對方的錢越少，但研究的發現則剛好

相反。另外，個人層次的變數幾乎沒有任何解釋性，集體層次的變數較具顯著

性，表示這些人的日常行為、想法跟實驗的結果有相關性。舉例來說，在巴布

亞新幾內亞的兩個部落：Gnau 跟 Au，給對方 high offer 但被拒絕的情形也很

高，人類學家發現這兩個部落有個特色：給對方禮物代表地位上的追尋（status

seeking），且將來在有需要時會要求對方回報，因此這兩個部落給對方超過一

半的比重並不低，但遭對方拒絕的機率很高。另一個印尼部落 Lamalera，其主

要活動是以木舟追捕鯨魚，且並非只有出海的人才能分配捕到的鯨魚，沒有出

海的人也可以參與分配，分享的行為在此部族中很普遍，所以這個部落裡給對

方超過一半的情況十分常見。另外兩個部落 Hadza、Ache 都是靠狩獵維生，行

為卻不大一樣，Ache部落中捕獲獵物的人不見得能分享到獵物，若有人捕到獵

物會丟棄在部落門口，讓部落的人依照順序分得獵物；Hadza 部落剛好相反，

捕到的人會將獵物偷偷帶到自己家裡去，較無分享的概念，所以可以看到Hadza

的 low offer 很高，被拒絕的機率也很高，Ache 則幾乎沒有 low offer。這個實驗

有趣的發現是，實驗中的行為跟他們日常生活的行為頗為一致。

第四篇文章要談目前較熱門的神經經濟學（Neuroecomomics）。這邊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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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提到William Jevons（1871），他預言了經濟學的邊際革命，之後心理學跟經

濟學的分家，William Jevons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此處引用他的一段話：『雖

然我不願意這樣說，但大概沒有什麼方法能夠直接衡量人類心理的感覺，我們

只能去看人的行為表現是如何』這就是後來經濟學發展的「觀其行」－從人的

選擇跟行為中推估人的內心想法。但這種看法慢慢受到挑戰，因為科技的發展

已能夠衡量人內心的想法，這篇文章「The Neural Basis of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in the Ultimatum Game」就是以腦神經的基礎來實驗ultimatum game。此

實驗找了 19 位受試者作為回應者（responder），受試者在儀器中等待 12 秒鐘

的準備期後，秀出提議者（也就是 proposer）的照片六秒鐘，在下一個六秒中

提議者提議分錢方式，受試者在接下來的六秒鐘內決定是否接受。實驗有三個

treatment，一個 treatment 讓受試者看到電腦是提議者，另一個 treatment 則看到

旋轉的羅盤，作為控制組，比較受試者看到電腦跟看到人會有什麼不同反應。

提議者的提案有四種：5&5、7&3、8&2、9&1。實驗的結果，5&5 的提案幾乎

百分之百被接受，7&3 也差不多，人提議的與電腦提議的接受率沒有差別，但

提案是 8&2、9&1 時，人的反應就有了變化，此時電腦提議的接受率較高，人

提議的接受率較低。接著實驗測量腦波，觀察腦部理性部分與感性部分的交戰。

當受試者還沒看到提案之前的情緒反應都不大，一旦看到不公平的提議（unfair

offer，只給一塊錢或兩塊錢）跟公平的提議（fair offer，雙方平分）時，情緒反

應開始產生差距。若是由人提議 5&5 時，受試者沒什麼反應，但若提議 8&2、

9&1 等較不公平的分配時反應就比較大。若由電腦提議，不管分配是否公平，

受試者的情緒反應差別並不大，因此情緒在人的行為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研

究中還把 19 個受試者的接受度與情緒反應進行回歸分析，發現相關性（corre-

lation）為負 0.4，即情緒反應越負面（negative）越傾向拒絕，較無情緒反應則

傾向接受。此研究另外測量理性與感性反應的強度，會接受提議的人，其理智

反應超越情緒反應，拒絕的人則剛好相反，情緒反應超過理智反應。

接著看發表在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的一篇文章，找中風的人做實驗。中

風是腦部發生缺損，而受試者是腦部情緒控制的部分失靈，研究者觀察這些人

在 ultimatum game 中的反應。受試者只有七位，跟前面的實驗一樣，受試者會

先看到提議者的圖像，提議者提案之後由受試者決定要不要接受。實驗比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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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人的行為有何不同，一組是一般正常人，另一組是腦部中風但非情緒控制

失靈，第三組是腦部中風且腦部的情緒控制失靈。實驗也是要雙方談判如何分

配十塊錢，若分 5/5 時三組人的差別不大，接受率幾乎為 100%，但若只給對方

一塊錢、兩塊錢時，腦部中風且情緒控制受損的人接受度特別低，跟另外兩組

人有顯著差別。

最後要談到關於這次演講題目的文章：猩猩是否比人類理性？文章的標題

是「Chimpanzees are Rational Maximizers in an Ultimatum Game」，文章發表在

2007 年的Science，研究發現不管對方如何提議，黑猩猩都會同意，這種行為舉

止較合乎經濟學的預測，也就是比較理性。先看以人為對象的實驗，若兩個人

分十塊錢，有兩種分配方式為 8/2 與 2/8，若提議者選擇 8/2，回應者比較不會

拒絕提議，但若兩個選項是 8/2 與 5/5 時，回應者拒絕 8/2 的比例較高。假如兩

個選擇都是 8/2，回應者則幾乎不會有拒絕，而若兩個選項為 8/2 與 10/0，此時

提議者提議 8/2 的話，對方也幾乎沒有不會拒絕。從這個實驗可以發現，雖然

提議者都拿到 8，但隨著另一個選項（alternative）的不同，人類的行為也會跟

著不同，例如當另一個選項是 5/5 時對方的拒絕率就比較高，當另一個選項是

2/8 時對方的拒絕率就比較低，10/0 時對方則幾乎不會拒絕，可知人類的心智比

較細微。接著對照黑猩猩的行為，此實驗設置籠子隔開兩隻猩猩，籠子另一端

有兩個餐盤，盤中擺著黑猩猩喜歡吃的葡萄（但兩個盤子中所放的葡萄數量不

同）。第一隻黑猩猩想吃葡萄必須用竿子把盤子拉下來，但要真正吃到葡萄則

必須由另外一隻猩猩繼續把盤子往下拉，雙方才能吃到葡萄。當選項是 8/2 跟

5/5 時，在人類的實驗中對手拒絕率很高，但黑猩猩的拒絕率是 0，若選項都是

8/2 時，黑猩猩的拒絕率也不高，不過若選項有 10/0 時，黑猩猩也知道會吃不

到葡萄，因此拒絕率較高。比較人類行為跟黑猩猩的行為之後，發現不管給黑

猩猩的 offer 是多少，其接受度都很高，因此稱黑猩猩為 rational maximizer。

提問與討論

提問一：演講中提到第三篇文章的實驗，如果顯示的是女生的圖片，受試者是否

有不同反應？另外，如果受試者有情緒發洩的管道，是否也會有不一樣

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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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一：受試者並非只會看到一張圖，在實驗過程中會看到好幾張圖片，每一個

受試者也會得到不同的 offer。雖然我沒有很清楚細節，但這種研究都會

由統計軟體計算出對照組以進行比較。對方漂亮與否是否會對受試者產

生反應？有人做過類似的研究，發現男性比較理性，見到漂亮女生時給

的 offer 跟一般情況沒有差別，但女生的反應不一樣，看到對方很英俊

時，往往會給對方超過一半，在學生族群中是比較特殊的發現。有一個

專門研究小孩子的實驗，人在五歲之前很自私，分糖果時幾乎自己全部

拿走，對方也不會拒絕。五歲到七歲的小孩則很講究公平，假如分七顆

糖果，其中一顆一定要分一半，每人分三顆半。而七歲以後的小孩就跟

一般人的行為一樣複雜，可能跟七歲之後心智發展較成熟有關。從這個

實驗當中可以發現，人類複雜的思維（如公平的概念）應該是從人的互

動當中所產生。

提問二：在日常生活的談判當中，有時並不是選擇接受或拒絕提議之後談判就結

束了，很多人在談判的過程中覺得對方給我不公平的 offer，因此開始採

取抗爭、不合作的態度，不知道這種後續的抗爭或不合作的態度，是否

會反過來影響提議者所提議的 offer？

回應二：芝加哥有一位學者 John List 十分強調 field experiment，就是受試者不曉

得自己在實驗中、被研究者所觀察。John List是從觀察運動卡片（sports

card）市場起家，他的實驗找來學生假扮買方買運動卡，藉此控制出價

與要購買的東西，對方並不知道在作實驗，因而有自然的反應，如此蒐

集到的資料跟真實狀況較為接近。以往找學生當實驗對象，最常被質疑

的就是能否延伸到現實社會中。最近的研究方向慢慢朝著真實的情境來

進行，不是只在實驗室裡。

提問三：前面提到的獨裁者賽局，我曾在課堂中作過實驗，也曾出現很不公平的

分法。進一步分析學生的背景，我們發現很有趣的現象，經濟跟商管背

景的學生傾向分 10/0，而未受過經濟理性訓練的學生傾向比較公平的分

法。有沒有方法可以檢測這樣的發現？第二個問題，黑猩猩的例子在強

調 reference group 或 alternative 的重要性。一、兩年前英國有個研究在衡

量人快不快樂，我記得研究結果發現一個人快樂與否取決於周遭常往來

的朋友、親戚鄰居是否比你有錢，這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除了經濟理性

提問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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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三：很多實驗都有發現你提到的第一個問題，學生的動機會受到修習的學問

所影響。例如我們回答經濟學的問題都採用倒推法（backward induc-

tion），雖然這種方法並非一般人能想到，但只要提點一下，人類立刻就

可以學會並應用。因此學經濟的人比較 self-interest、rational，社工的人

則會從正義、公平等角度出發。

提問與討論

也要考慮人的情緒之外，過去有沒有實驗在比較個人所處的團體之內或

團體之間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