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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洪財隆委員(公平交易委員會)

從損失規避（Loss Aversion）、公平意識（Fairness）
到行為反托拉斯—行為經濟學提供哪些有趣觀點

一、前言

行為經濟學主要受到心理學影響，特別是康納曼（Danie l  Kahneman）和特沃斯基（Amos 

Tversky）這兩位猶太人心理學家，至於把他們兩位的心理學研究，嫁接到經濟學架構的關鍵人物則是塞

勒（Richard Thaler）。

當然，更早的跨領域奇才西蒙（Herbert Simon）更是不能忘記，是他最早提出「有限理性」

（bounded rationality）此一概念，可說是AI（人工智慧）和行為經濟學的晚近共同始祖。

人類行為存在許多動機並會受到情緒影響。人類心理有所謂六大基本情緒，分別為喜悅、憤怒、驚

喜、悲傷、恐懼和厭惡。主流經濟學中其實也隱含有情緒成分，例如，個人偏好說穿了就是喜好，又比

如凱因斯所講的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指投資行為主要取決於廠商對未來預期的感受，隱含陰晴不

定的心理元素有其作用。

2000年時，行為經濟學發展史上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出版，由康納曼和特沃斯基共同主編，匯集歷

來重要文章，書名即為「選擇、價值與框架」（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分別代表著行為經濟

學所談論的三大要點。

消費者決策、廠商行為均涉及到許多選擇，背後所隱含的即是偏好與效用；而價值更是從「預期效

用理論」所談的效用水準、財富水準，到行為經濟學則翻轉為變化，亦即價值很大一部分取決於變化，

尤其是受到參考點影響，至於框架則會在後面向大家做介紹。

二、我對行為經濟學的體會

（一）最小「可覺差」（Just-noticeable difference）

康納曼研究視覺心理，若從暗室走到光明之處，對第一道光的亮度感覺最為強烈，強調人不只對外

界刺激會有反應，人對很多資訊、情感都會有一個處理過程，所以大腦會自動捕獲資訊，並且會受到環

境影響（這和強調刺激─反應的史金納行為主義學派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人的感官在處理外在資訊會有一些限制，經由這些限制進一步探究到人的認知能力，也會產

生偏誤。

所謂「最小可覺差」或「恰辨差」便是指人類對於某一特定的感官刺激所能察覺的最小改變，與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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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刺激成正比，例如：2018年衛生紙之亂，如果大潤發對外發佈的新聞稿只提到「衛生紙下個月每

包將漲價60塊」，一般消費者也許就會覺得還好，但講成「下個月衛生紙將漲3成」，效果馬上就出現

了。

又像是人老了之後，感覺時間過得特別快，因為就感知來說，年紀愈大，我們所體驗到的每一個年

度，占我們所活過人生的比例也愈小。

換個角度看，「最小可覺差」也可以理解成，除了對變化比較敏感之外，人類也對小數目（small 

number）的變化比較敏感。也有人從人類的演化史找線索，在野外打獵時，後面有2隻老虎追你，比你

前面有98隻麋鹿更重要。

這有點類似相對值與絕對值之間的辯證關係，我們經常透過相對值來進行判斷，雖然實際上絕對值

理應更重要。

（二）康納曼的兩種認知系統

系統一（自動系統）屬於較為自動、不費力、快速、無意識的，或甚至是情感的；系統二（省思系

統）則比較屬於理性、仔細思考的，能夠自覺、具有規則而且比較緩慢。人的精力和注意力有限，自動

系統可以自動幫你過濾情況並先行反應，此後再透過省思系統做比較細緻的思考，但有時候可能拉不

住。

（三）外在資訊感知

下圖是認知與決策過程1。首先為對外在資訊的感知，包括data的「暴露、注意和解讀」，然後觸及

內在的信念、學習和記憶過程。這二者會受到偏好的影響，最後進行決策，做出選擇。特別是這裡提及

「偏好」，所以可算是慢慢已進入經濟學的思考架構。

（四）誘餌效應

在這裡以租房的例子挑戰經濟學上偏好的穩定性。如果你是學生要租房子，可能會考慮與學校的距

離以及房租，A距離學校較近、較貴，B距離學校比較遠，可是比較便宜，通常人生中會遇到很多這種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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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conomics for Competition Lawyers, by G. Niels, H. Jenkins and J. Kavanagh 
(2016), Oxford Uni. Press. P.137 

1 取材自Economics for Competition Lawyers, by G. Niels, H. Jenkins and J. Kavanagh (2016), Oxford Uni. Press. P.137.



3

公平交易委員會電子報   第173期    FTC
擇，這個例子，一方面是在說很多選項並不是那麼容易辨別，有時候會陷入考慮困難。但更有趣的在於，

如果這個時候加上C選項，C比B更遠、房租更貴，那C一定不會勝過B，如果只有B跟C，則人們一定會選

B。就在A跟B難以抉擇的時候，如果加入C選項，根據很多實驗結果顯示，B勝出的機率因此增加很多。

根據偏好的穩定性與獨立性等講法，額外再加入選項應該是不相干的因素。但最後竟然會影響決

定，這也就是常見的「誘餌效應」，並可延伸為「光環效應」或「月暈效應」。

據說在餐廳的菜單（menu）中也常可看到此種效果，原本只有一種A套餐，後來引進昂貴許多的B

套餐，結果發現次貴的A套餐銷量反而明顯增加。例子看似簡單，卻對偏好穩定此一傳統經濟學的基石

構成有力挑戰。以阿默斯‧特沃斯基的話來講，就是人的心理刻度有限問題。

塞勒把上述現象命名為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SIFs），看起來理應不相干的因素，實際上

卻干擾、影響個人的決定。此一理論有許多廣泛的應用，像是用來研究選舉。

（五）經濟人假設（拉丁語：Homo oeconomicus）：理性選擇

上面的例子顯然和主流經濟學以下這個重要假設很不一樣：行為主體擁有「無限的理性」。這裡

指的是，具有偏好或喜好明確、順序穩定、不會矛盾。例如，對A的偏好勝過B，則記成A>B，此時若

B>C，則A>C，此即偏好遞移性。而且，消費偏好或相關消費決定，不會受到選項呈現方式影響。

此外，行為主體擁有「無限的意志力」，能調和長短期利益，更不會拖延明知重要的事情；以及

「無限的自利」，尤其是物質利益。效用最大化主要由「相對價格」與「所得」決定，所以，如果發現

市場運作有何差錯，通常先從「市場失靈」探究起，而非行為主體消費者、廠商的認知能力、判斷，或

情緒出現問題。

而且人們不少的偏離或偏誤行為具有「系統性」特質，亦即會持續出現。行為經濟學家們手上握有

一大票「偏誤清單」，包括「過度自信」、「框架效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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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甚至已有學者將行為經濟學所認定出的偏誤，認為是市場失靈的一種。這表示行為經濟學已從

經濟學的邊緣，慢慢躍居成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把心理學、神經科學的元素引用進經濟學，行為經濟

學可說是對傳統經濟人假設的重大修正。

有個容易混淆觀念特別必須澄清。康納曼的研究並非在證明人類是不理性的，他認為人類認知判斷

是完全理性且單純追求私利的這個假設並不符合實際。然而，他認為人基本上還是理性的，即使是有限

理性仍是理性。

再者，行為經濟學在方法論上很謙卑，只宣稱是「描述」(descriptive)、「實證」(positive)，而非

「規範」(normative)性質。行為經濟學者主要乃透過可重複執行的實驗設計，得出具有說服力的優勢數

據，並不要求結果百分之百純粹。至於規範性，這裡在意義上接近於若p則q邏輯，一定前提假設下，經

由公理推導或演繹，其行為「必然」、「必須」就會如何符合理性選擇架構的預測。例如效率標準，以

及消費者追求效用極大化、廠商則追求利潤極大化。

以下有一架構圖，是我自己近年來的讀書心得，大概就是行為經濟學針對人們行為可能會有哪些偏

離「理性選擇」的預測。大概可以分為三大塊，「捷思和偏誤」(heuristics and biases)、「損失規避」

(loss aversion)、「社會偏好與公平意識」(social preferences and fairness)。

首先，捷思最早包括代表性 ( representat ive)捷思、可得性 (ava i lab i l i ty )捷思、錨定與調整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這三種由康納曼和特沃斯基所提出，以及其他偏誤型態，如：現時偏誤

（present bias）、情感捷思(affect heuristic)等等。

以情感捷思為例，人在做決定的時候，主要考慮往往並非利益最大，而是避免後悔。又像是對於效

益與風險的態度，按理兩者應為正相關，但對個別投資者來說，若是對於一件事情有偏好，常會高估其

效益，同時低估其風險，所以這個時候效益與風險的關係看起來反而是負相關。

再者，行為經濟學在我看來最重要在講損失規避，所以會提到參考點效應、框架效應，衍生出稟賦

效應（高估實際支出、低估機會成本）、維持現狀偏誤、狹窄框架（心理帳戶）等。對我來說，行為經

濟學藉由「心理帳戶」來探討「沉沒成本迷思」，更是別出心裁。

最後談到社會偏好，便是指人的行為不只會考慮自己，還會考慮到群體、社會關係，會互惠與合

作，甚至具有公平意識，也會懲罰動機與行為不良善的人。

此點對於公平會執法相當重要，在執法的過程中經常會討論到不公平競爭、不公平訂價，那公平意

識或認知的標準何在？公平本身就是歧義性概念，本來就不好談，而傳統的垂直公平、水平公平、程序

公平等概念，當然有所不足。

所以行為經濟學能從稟賦效應談到公平意識，增加公平交易的判斷標準，在我看來可說相當寶貴。

另外，「最後通牒賽局」等實驗架構，也已經直接觸及公平概念，而且拜腦神經研究的發達，特別是

fMRI（功能性磁振顯影）的技術突破，人類特定情緒和決定之間的關係，都可以透過顯影來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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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不平等厭惡」。以下再依序分別詳談。

（六）捷思和偏誤

1.代表性捷思：Linda Problem

假設有一個名為Linda的31歲單身女性，在大學時主修哲學，很關心歧視與社會運動等問

題，最近則是忙著參加反核運動。請問您認為Linda現在最有可能過著怎麼樣的生活?選項1為

「Linda是一個銀行員」，選項2為「Linda是一個積極參加女權運動的銀行員」，當年的實驗結

果是，85%的實驗參與者認為Linda過著選項2的生活。

但是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迷思，若從機率上來看，選項1的機率更大，但是更多人卻選了選項

2，因為這裡加了很多細節，強化了和受測者原本即存在腦海裡「刻板形象」的「相似度」，以

致影響了受測者的想法與決定。

2.可得性捷思法

新近才發生或常被提起的重大事件，越是容易浮上心頭，我們常會高估熟悉事情的發生機

率，亦即可得性越高。像是最近飛機剛發生意外，大家更害怕搭飛機，雖然平均來說，搭乘一般

交通工具發生意外事故的機率更高。

3.錨定與調整捷思法

類似小船掛大船，即使有所偏離也不致離開太遠，所以起始資訊具有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尤指錨定於具有偏誤的資訊。特別是在狀況不明或不確定時（uncertainty），一開始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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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價的數字更顯重要，譬如檢察官的求刑勢必影響法官量刑。

（七）時間偏好不一致（Time inconsistency）或「自我控制問題」

經濟學上用貼現率（discount rate）來比較，現在消費、享受的價值當然比未來高，所以未來的價

值要貼現成現值，但傳統經濟學常假設貼現率是常數。事實上，貼現率並非常數，人在面對等待的時候

一開始往往會特別沒耐性，到了中段及後段則會變得比較有耐心。

這會出現一個問題，一開始信誓旦旦要完成一件事，例如減肥，所以不能多吃，但遇到眼前食物誘惑

的時候，往往還是先享受再說。換句話說，短期內超沒耐心才是人的本性，所以會拖延明知有益的事。事

後來看，更會發現人的決策前後可能不一致，會出現「自我控制問題」，並不具備「無限的意志力」。

我覺得行為經濟學所提出的這個「時間視野」（time horizon）問題，未來深具發展潛力。

（八）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	

1.偏好與選擇受到脈絡左右（Context-dependent preferences）

一如《橡皮擦計畫》書中的講法:「我們不是在不同事物之間做選擇，而是在不同事物的描述

之間做選擇」。這和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有關，用不同方式呈現邏輯上相同的訊息，常會引

發不同情緒或反應，隱含著人們的決定可能受到選項的呈現方式和脈絡的影響，「暗示」和「建

構」深具力量。

2.預期效用函數（財富水準）

預期效用取決於財富水準，給你第一筆十萬元滿足程度很大，特別是對窮人而言更是如此，

而在給第二個十萬、第三個十萬時，效用則會慢慢遞減。行為經濟學上將它反轉，表達成因此增

加多少財富或損失多少財富。但也因此和「預期效用理論」的預測很不一樣。根據傳統經濟學

的說法，如果你對財富的增加愈來愈不在乎，即邊際效用遞減，按理來說應該對財富的減少愈

來愈在乎。然而並沒有，絕大多數人仍對「第一把」的財富損失比較在意，所以願意賭下「第二

把」、甚至「第三把」同額或更多的錢，試圖挽回一開始的損失，即成為「風險追求者」，雖然

人們面對獲得仍然呈現「風險規避者」。這是個驚人結論。

3.獲得、損失與參考點

人在面對獲得與損失時，有另一個「不對稱」，損失的「情緒強度」大致是「獲得」的2倍

到2.5倍之間。具有個別差異，愈重要之事，倍數可能愈高。

重點在於參考點(reference point)的設置，更重要的是，參考點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數字，而是

一種心理狀態，隱含著被影響或操縱的可能，在此也引入恐懼「失去」的情緒。

案例：有個600人小村莊瘟疫肆虐，如果什麼都不做將全數死亡。

詢問Group 1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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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案：可救活200人（確定）

B方案：可救活600人（1/3機率），0人活（2/3）

詢問Group 2意見

C方案：死亡 400人（確定）

D方案：0人死（1/3機率），600人死（2/3）

結果：

Group 1

A方案：可救活200人（確定）(72%)

B方案：可救活600人（1/3機率），0人活（2/3）

在此實驗中，視存活為利得，大家為風險規避者，所以選擇A方案的有72%。

Group 2

C方案：死亡 400人（確定）

D方案：0人死（1/3機率），600人死（2/3）(78%)

在此實驗中，將死亡表達成損失，所以大家會變成風險偏好者，則會影響選擇，有78%的人選擇

D方案。

雖然A與C是同樣內容，B與D方案也是相同內容，僅因表達方式不一樣，造成結果天差地別。

（九）展望理論之應用：稟賦效應、維持現狀偏誤、心理帳戶與公平意識

1.「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

比起未擁有時，我們會賦予實際擁有某件物品較高評價，不僅限於財富，也包括身份地位、

權利、意見等，亦即「要放棄所有物時」所要求的補償金額，會大於「未擁有此物、欲取得時」

的願意支付價格。

對已經擁有的東西或所謂的「稟賦」，一旦失去通常會被記為損失(loss) ，而這會比「有機

會取得但尚未實現的利益」(機會成本)要來得更加看重。我相信這在法律上也有一定意義，特別

是對既有權利和預期利益的感受和評價都會有所不同。

以塞勒的《不當行為》一書中的信用卡收費爭議為例，信用卡發卡公司會向零售商(例如加油

站業者)收取手續費，商家便希望信用卡使用者能支付較高金額；信用卡公司則希望消費者認為使

用信用卡是免費的，因此雙方大打法律戰，爭論商家能否向使用現金付費或信用卡付費的消費者

收取金額不同的價格，即為競爭法上的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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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商家真的對付現與使用信用卡的顧客收取不同金額，那麼使用信用卡所支付的價格是

「定價」，付現的顧客得到的是「折扣價」，相反的，若將付現的價格視為「定價」，那麼使用

信用卡的顧客等於被迫支付「額外費用」。

在理性經濟人來看，這兩種定價策略其實是一樣的，但從行為經濟的角度來加以解釋，此第

一個方案勝出有其道理，因為支付額外費用等於再從口袋裡掏錢出來(out of pocket)，而沒得到

折扣則僅僅是損失機會成本(forgone benefit)。一如先前提到，既有利益(權利)與預期利益，法律

上或學理上對待並不一樣。

2.維持現狀偏誤(status quo bias)

指除非對現狀厭惡至極，更由於改變現狀可能會變好或變壞，此時若「損失規避」發揮作

用，就會增加維持現狀之傾向。

3.心理帳戶（mental accounting）與沉沒成本（sunk cost）

傳統經濟學認為金錢的來源或用途不同，是不會相互干擾的因素，可是對行為經濟學來說，

來源不一樣，對待方式就會有所不同，證明有心理帳戶的存在。事物一旦被認同與辨識不同，就

會有不同的效果存在，也就是說金錢並非完全可以替代。而由於心理帳戶作用，沉沒成本就會影

響決策。

4.公平意識(fairness)

康納曼和塞勒等人進一步指出，人們對公平概念的理解，涉及「稟賦效應」。強調原來的定

價、權利，是一個參考點的概念，並透過實驗設計獲得不少深具說服力的證據。

以汽車銷售為例，有個熱銷車款逐漸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交車必須等上兩個月，某個經銷

商原本一直是以定價出售這款汽車，現在他將售價調高了200美元，而可接受者約有29%，認為

不公平者約有71%；若是經銷商原本是以比定價少200美元的折扣價出售這款汽車，現在他將售

價調整回定價，則可接受者約占58%，認為不公平者約為42%，可接受的人反而占大多數。

此外，某間小咖啡店有一名店員，店員在那間店工作了6個月，時薪9美元，咖啡店的生意良

好，但附近的工廠關廠後，失業者增加，其他同規模的咖啡店，開始以7美元雇用員工，員工的

工作量跟這間小咖啡店的店員相同，因此小咖啡店的老闆將員工時薪降到7美元，調查結果可以

接受的人有17%，認為不公平的人則有83%；在另一情形則是原先咖啡店的員工辭職，咖啡店老

闆另以7美元雇用新員工，調查結果則發現可以接受的人有73%，認為不公平的人有27%，原先

的員工認為9美元是一個參考點，可是新進的員工並沒有這個參考點，所以比較可以接受。

康納曼和塞勒等人在另一篇文章更討論到「雙重權利原則」（ p r i n c i p l e  o f  d u a l 

entitlements）2，認為交易者擁有延續過去交易條件，做為參考點的權利，而企業則擁有收益平

衡，做為參考點的權利。但企業不得為了增加利益，而擅自侵害作為交易對象參考點的價格、房

2 “Fairness as a Constraint on Profit Seeking: Entitlements in the market＂, Daniel Kahneman, Jack L. Knetsch and Richard Thaler, AER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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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薪資等權利，那樣做會被視為不公平。也就是說，他們認為「公平」是以大眾認為當事人擁

有某種權利為基礎作為判斷。

另外，德國經濟學家古斯(Werner Güth)在1982年所進行的「最後通牒賽局」(the ultimatum 

bargaining game)著名實驗，更是佐證了人的行為不單單只考慮現實物質利益，也會受到公平認

知的影響，即有「不公平厭惡」(inequality aversion)。例如：我將100元交給主秘，讓他與他人

分享，遊戲規則為若是對方接受就好，但如果對方不接受則我會收回100元。

對傳統的經濟學來說，不管多少，只要額外得到錢就應該要接受，但實驗證明，多數人認為

至少要一定比例以上才會接受，大概介於40%~45%之間。這顯然跟理論的預測大有落差，也就

是說人類天生有一種公平意識的概念，寧願犧牲自己的利益，來懲罰他人的不公平行為。

三、行為反托拉斯

（一）從供給面（廠商）到需求面（消費者）

傳統競爭法多關注「供給面」的因素，包含：廠商家數、市場結構、參進障礙等，但如以行為經濟

學的視角，會更加重視「需求面」因素，包含需求與供給之互動，以及消費者偏誤(consumer biases)

導致對廠商行為的約束或紀律(disciplining)角色弱化等。

同時，也對精明的消費者和容易被誤導的消費者有區分，進而對市場行為，特別是廠商的訂價行為

能有更深一層的觀察。

有趣的是，在傳統的經濟分析裡，資訊和選擇是愈多愈好，但行為經濟學會認為，有時候過多的資

訊和選項反而造成選擇複雜化和困難，讓廠商有利用空間。這些都對傳統的產業經濟學帶來新的分析視

角。

（二）市場界定

市場界定的目的，在於描述一個市場內各廠商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提高價格或降低品質的彼此約束

能力，乃至創新活動之影響。在純粹經濟理性模型的世界裡，產品之間的替代性高，所以一般而言市場

比較大些，但在現實世界由於存在消費者或廠商偏誤，處處可見僵硬性，所以真正的相關市場範圍比較

小。如果競爭分析忽略此點，將容易導致市場被界定得過大，超過實際狀況所需，進而低估案關事業的

市場占有率，有利於事業的優勢地位更加得以維持。

（三）優勢地位廠商濫用市場力

事實上，歐盟的競爭法機關早有應用行為經濟學的具體案例，包括2004年的微軟Media Player案，

以及2018年Google線上購物比價服務案，處分書中都提到預設（pre-installing）將造成使用者轉換不

易，因為存在「維持現狀偏誤」。

（四）其他競爭法實質議題

陸續有人開始使用行為經濟學的概念，譬如過度自信、錨定效應在分析事業結合（甚至聯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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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例如A. Tor等學者。除了剛提到的市場界定之外，也包括掠奪性定價和限制轉售價格（RPM）

等古老的競爭議題。

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世界裡，在競爭法的脈絡下尤指芝加哥學派，認為除非存在法規限制，否則只要

市場參進障礙（barriers to entry）不高，即使是擁有高市占率的廠商，也未必具有市場力，加上由於追

求「利潤極大化」的經濟理性，不太可能出現掠奪性訂價行為。

行為經濟學的看法則是，通常廠商僅具有「有限理性」，會以既有市占率做為參考點，一旦市占率

減少，廠商會偏向「風險追求」，包括以低價或其他冒險（gambit）訂價行為來確保市占。

另在RPM議題上，廠商（或其經理人）作為一個組織，可能也會因為種種判斷上的偏誤而過度使

用，諸如「錨定於錯誤的零售資訊」、「過度樂觀」等誤判。這些都和傳統的競爭分析有很大的不同。

另就廠商的法遵來說，「推力」有其應用空間。廠商是否遵守法律，考慮的因素除違反競爭法本身

的預期效益與成本之外，對於其他廠商是否遵守競爭法或符合規定之認知，往往也會對廠商的行為產生

影響。

（五）競爭法機關如何運用行為經濟學

M.Stucke有一篇文章極其精彩，歸納出行為經濟學可以對競爭法執法機關有哪四大貢獻3。

首先可填補、拉近理論與現實的差距；其次可藉以重新審視新古典經濟學下的假設是否合理，第三

為重新思考競爭政策的本質。最後，行為經濟學或有助於各國競爭法機關執法標準的聚攏與整合。

文中也提到，某些執法標準應該可以區分開發中國家和已開發國家。以事業結合審查為例，主要的

競爭關切無非是結合之後的價格上漲壓力。在開發中國家，對人民的生活會產生較大且直接的影響，但

對已開發國家來說，由於基本生活比較無虞，因結合而來的物價上漲之衝擊理應較不明顯，因此對其他

非價格因素反而應給予更多考量。

（本文係講座109年12月24日於公平會發表之演講內容，經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研究所黃佑

婷記錄整理並經講座審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