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麗銅雕的哀愁》操作細節說明 

鄭保志 (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 

遊戲開始前的準備 

本遊戲改編自  Bergstrom and Miller 

(1999) 一書中 Part III: Imperfect Markets

所介紹的課堂實驗 Externalities，1 適用在

已經玩過遊戲教案《發現看不見的手》與《認

識看得見的手》，並熟悉喊價競標模式的班

級。人數多寡雖然不限，但由於這個教案有許

多關於外部性的深入討論與思考，相當考驗

操作者帶領討論的功力，因此建議在進行分組時不要超過 30 組。 

為了提高學生認真玩遊戲的動機 (避免隨便亂玩或不聽規則講解)，同時也呼應市場機制中人

們基於自利動機行事的本質，建議操作者要適當給予遊戲點數足夠的好處 (例如活動成績、獎金

或兌獎機率)。 

在計分部份可以有兩種選擇，一是提供參與遊戲的各組一張「得分記錄單」，讓玩家將每一回

合的遊戲結果 (成交價、價值或成本、利潤等) 加以記錄，作為計算最後總得分之用；二是提供

各組玩具錢幣若干及收納袋一個，利用籌碼進行交易除了讓學生更有直觀的感受之外，也可以避

免登載錯誤或不一致的問題，同時在遊戲結束後非常方便結算。 

遊戲規則講解 

                                                      
1 Bergstrom, Theodore, and James Miller (1999), Experiments with Economic Principles: Microeconomics, New York: 

McGraw-Hill. 



【指示語】(先按左上方投影片內容進行故事說明，2 接著再以右上方投影片來說明規則)。本遊

戲一共進行六個回合，在遊戲開始前，老師會發給每一組一個小型收納袋以及 200 Ecoins (課程

代幣) 的基本籌碼。六個回合結束之後，各組手上的代幣總額減去 200 就是你們這一組在本遊

戲中的得分。 

每一回合開始之前，老師會邀請各組派代表到台前自行抽取一張撲克牌，請不要讓小組成員之

外的其他人看到這張牌 (但如果你們真的要將底牌亮給別人看，老師也不會反對，只是如果因此

而產生任何不利的後果還請自行承擔)。特別提醒大家，本活動有一定的機運成分存在，你在某

些回合可能會抽到好牌，但也可能在某些回合抽到壞牌。 

【指示語】抽到的撲克牌按照它的牌面點數

再乘以 10 就是這張牌的牌面金額，從 A, 2, 

3, 4 到 J, Q, K 分別對應的金額是 10, 20, 30, 

40 到 110, 120, 130。 

 

 

【指示語】跟之前玩過《發現看不見的手》

遊戲一樣，這個世界分為天上與人間，人間

有抽到黑牌的賣方以及抽到紅牌的買方兩種

角色，而來自天上的「老天鵝」依舊只是負

責實現價值，包括賣方動用資源來生產銅雕

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或代價，以及買方因為消

費而產生的價值。 

【指示語】買賣雙方談定「成交價格」後，

買方須支付籌碼給賣方，雙方再一起帶著手

上的撲克牌去找 (助教扮演的)「老天鵝」。

「老天鵝」會按紅牌金額支付籌碼給買方，

並向賣方收取黑牌金額的籌碼，這筆交易就

算完成了。 

  

                                                      
2 普魯遜取 Pollution 諧音，代表汙染之意。 



【指示語】每回合結束以後，「老天鵝」會向

各組收取「汙染成本」，收取的金額大小就是

該回合的成交量。舉例來說，圖中有 7 個紅

色的買家跟 7 個黑色的賣家，成交量是 4，因

此各組受到的傷害是 1 x 4，共有 14 組，因

此 整 個 普 魯 遜 島 要 支 付 給 「 老 天 鵝 」 56 

Ecoins。 

遊戲開始 

【指示語】請各組派代表來領取一個收納袋

並抽一張撲克牌，檢查一下收納袋裡面的籌

碼是不是 200 元？沒有問題的話，請大家先

在學習單第一題上半部第一回合的地方寫下

你們抽到什麼樣的牌，紅牌還是黑牌？牌面

數字是多少？換算的牌面金額是多少?  

【說明】為了凸顯外部性的問題，我們強烈建議使用事前設計好的牌組為佳，以下列出參考投影

片玩家人數設定為 26之下的建議牌組。 

26組: 紅牌 7, 7, 6, 6, 5, 5, 5, 5, 3, 3, 3, 3, 2共 13張，黑牌 3, 3, 3, 3, 4, 4, 4, 4, 5, 5, 5, 5, 6共 13張 

由於範例中有同一數字使用到 4次的情況，因此會動用到兩副撲克牌。 

【指示語】(經過 3 分鐘交易後) 時間到! 請沒

有完成交易的買方或賣方將撲克牌交回來給老

師。所有人請一起完成學習單第一題的下半部，

有成交的請記錄成交價格、是賺了還是賠了、賺

或賠了多少。沒有成交的話就直接打個 X。 

 

【指示語】現在老天鵝要去向各組收取汙染成本，

由於這回合的成交量是 X (按實際情況)，因此請各

組先準備好 X 元。汙染成本繳交完畢以後請大家更

新學習單上面的得分。 



【說明】此處的基本設計跟《發現看不見的手》第三回合的喊價競標是相同的，但增加了一個收

取汙染成本的流程，此處建議由老天鵝下去向各組收錢，以確保各組都會真實地經歷「福氣」被

回收的情況。本教案特別設計讓玩家重複兩個回合以後再進行討論，目的是為了讓更多人有機會

經歷未成交者「為什麼我沒有得到交易的好處，卻反而要被收錢」的負面感受，這樣更能夠帶動

後續的相關討論。接下來是本教案的關鍵重點! 

【指示語】經過前面兩個回合，大家覺得發生了什麼事? 

跟之前我們在《發現看不見的手》所經歷的有什麼不同? 

(問出「有人在遊戲中虧錢」的答案後) 我們來看看模型

怎麼說。 

【指示語】(按動畫逐步說明) 這是 26 位

玩家所拿到的牌組，理論預測會有 8 個成

交量，而實際的成交量是… (不相同的情況

大多發生在有人可以成交但不成交，先問

問同學不成交的理由，再向他們說明成交

的好處)，我們來看看理論怎麼說。 

老天鵝如果不向大家收取汙染成本的話，理想中的總賜福量會是多少 (180)? 因為汙染而回收了

多少福氣 (208)? 因此淨的來說，人間每天的賜福量都是負 28，如此下去，就跟現在我們再面

臨地球暖化的威脅一樣，整個普魯遜島恐怕沒多久就會沉了 (或用其他戲劇性、誇張方式來形容)。 

【指示語】接下來兩分鐘的時間，請所有玩家

一起來討論對策，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拯救普

魯遜島。 

【說明】兩分鐘的設計是要創造一種急迫感，

如果沒辦法在短時間之內想出有效的解決之

道，就會再一次地面對先前兩回合所出現的那

些苦果。 

根據個人經驗，玩家一開始會提出的想法包括： 

1. 完全不要成交 (口號: 沒有交易沒有傷害!)。 

2. 交易量 (或價格) 要限制。 

3. 成交者要補償沒有成交者的損失。 

但被問到要如何具體達成他們的主張時，多數提案者最先的想法是採用「呼籲」的方式。強烈建

議就在這樣的前提下繼續進行第三回合，讓同學們發現「呼籲」其實不太會產生什麼效果 (這個



回合會變得很熱鬧，遊戲進行中讓諸位提案者向其他人高喊各式各樣的主張，最終會發現因為個

別利益的驅動，該要成交的買賣雙方還是會成交，甚至會出現部份呼籲者在發現無效之後也跟著

加入交易)。 

倘若有學生提議讓老天鵝來課稅或做些其他事情，操作者要立即澄清老天鵝的角色問題: 老

天鵝只負責實現價值: 賣方的生產行為會動用到地球資源 (黑牌金額)，也會傷害到所有人的健康 

(汙染成本)，而買方消費則會帶來滿足感 (紅牌金額)。 

若是有學生提出「成立政府」來進行課稅或管制等政策，可以先用投票方式調查大家的意願，

如果沒有通過，就按照投影片順序繼續往下走，但如果通過，則指派一位同學擔任「老大哥」的

角色，同時透過「超連結」前往第五回合開始前的討論頁面。 

要透過政府來嚴格執行大家的決議，就先讓同學提出所有可能的方案，然後逐一表決 (多數

決)，按照議事規則，對事的動議是先提名後表決 (理論上越晚提出的想法越成熟)，也就是從最

後一個方案開始表決，只要贊成者超過反對者就通過，也就不需要再繼續表決下去了。 

【指示語】是不是只要完全禁止銅雕的交易就

可以解決問題呢? 完全禁止的結果就是沒有

任何交易的發生，人間不會受到任何傷害，但

也完全得不到任何老天鵝的賜福。難道就沒有

機會能夠從老天鵝那邊拿到正的賜福了嗎? 

讓我們一起來想想每交易一個銅雕所發生的

真實成本有哪些。 

【說明】本教案的最終目的是要讓參與遊戲的學生自行發現外部成本 (也就是社會成本與私人成

本之間的差距) 以及解決外部汙染的有效方法。只要適當地引導學生去思考每一個交易發生時老

天鵝跟人間出現哪些互動: 包括賣方的生產行為會動用到地球資源 (老天鵝回收成交賣方的黑

牌金額)，而買方消費時則會產生滿足感 (老天鵝發出成交買方的紅牌金額)，以及所有人的健康

都會受到傷害 (各回合交易結束後老天鵝向所有人收取汙染成本)，就會有機會出現很棒的討論

結果 (往課稅方向前進的可能性會比使用汙染許可執照來進行數量管制要大一些)。 

根據我們的執行經驗，學生很有機會能自行發現每單位交易的汙染成本即為在場參與遊戲的

人數 (因為每人受到的傷害是 1 Ecoin)，進而發現完整的社會成本就應該要把這些外部成本納入

考量，也就是外部成本內部化。我個人慣用的引導話術是: 「個人造業應該要怎麼樣? 個人擔對

不對? 但現在的情況是這些成交者個人造業大家擔，所以才會產生問題對嗎?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

的方法來讓他們自己承擔自己所造的業呢?」經過引導，學生會想出課徵外部成本額度的稅，至

於課徵在誰的身上，只要玩過《認識看得見的手》，學生都能自然地接受課在誰身上都沒有差別

的結論。 

在課徵適當的稅以後，即可發現最適交易量為 4而不是 0，此時人間可以享有正 36的賜福。

若是有學生提出數量管制的想法，也可以讓他們思考應該要如何才能有效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