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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一組，可跟之前的組員不同。



勞動經濟學
• 研究子領域包括但不限於：

勞動供給：包括了婚姻市場、家戶分工、犯罪、教育投資

勞動需求：包括了勞動力流動、薪資設定、分租模式

• 今天集中講「誘因如何影響勞動供給」



薪資制度如何影響勞動力供
給？
• 研究問題：如果一個廠商將員工的薪資從「時薪制」改為「論
件計酬」，勞動供給會如何變化？這是一個比較好的制度嗎？

• 為什麼這個研究問題是重要的？



薪資制度如何影響勞動力供
給？
• 實證上：比較各公司不同薪資制度下的勞動力供給、或是看一
公司從時薪制度改為論件報酬後，勞動力供給有何改變。

• 這樣做有什麼缺點？
• 有什麼樣的實驗可以做？請說明「確切場域」和「實驗設計」



一篇探討金錢誘因的田野實驗
實驗：制度的改變是「外生」且是「隨機」的。

Shearer, B.S., 2004. Piece rates, fixed wages and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1, 513–534.

樣本：120個樣本數量。樣本數來自 9位隨機挑選的男性，在同一
區域兩機制下的種樹量，每一機制至少有兩日資料。



結果：piece rate 比 fixed rate 多了 20%的數量。



這篇論文能說服你嗎？有哪些缺點？

• 樣本數目不足（甚至有一個人中途退出）

• 每一區域的 piece rate 都不太一樣
• 工作表現有可能會影響下期得到工作的機會

• 該公司原本是採用「piece rate」，但突然改成「fixed」，有
些員工可能會覺得有點怪，因而影響他們的工作表現



田野實驗的問題：受限於場域和公司規模，研究方法和研究人數都
有限制。我們在實驗室還可以怎麼做？



實驗室實驗
• Real effort ：用血汗用「勞力」來賺錢，可以自行休息
• Chosen effort：給一個選單，選單中有不同 effort level 各自
的「成本」，請受試者點選「effort level」



有哪些REAL-EFFORT 
GAME?



SLIDER TASKS



MAZES



DECODING



怎麼選？
測驗表現跟受試者「特質」或「受試者能力」無關

à但其實只要隨機分布，應該就沒關係



REAL-EFFORT OR 
CHOSEN EFFORT?
有差嗎？

其實很難比較，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 real-effort game 的 cost 
function



一篇研究金錢誘因的論文

- 能改變行為的方式很多（如：金錢誘因、時間偏好、厭惡損失）

- 由於不同論文使用不同衡量方式、樣本也來自不同來源，使這些方式的相對
效力難以比較

- DellaVigna, S., & Pope, D. (2018). What motivates effort? Evidence and 
expert forecas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5(2), 1029-1069.

- 這篇論文使用簡單的「衡量方式」，比較各種treatment差異。

- 今天集中介紹金錢誘因。



樣本來源

● 以學生為主的實驗室實驗，「人數」也會有限制。這篇論文進行「網路
實驗」











遊戲設計

交替按鍵盤上的「a」及「b」，每按「a」再按「b」可得 1 分，共進行
10 分鐘。

- real effort game
- effort -> 分數
- 無意義的遊戲，但可比擬文書工作的重複性及疲勞性，且易於解釋給受
試者



實驗設計

Dependent Variable：effort（這裡用分數來衡量）
Independent Variable：不同 treatment 給予不同 condition、incentive

受試者描述：正當的受試者共 9861 位（男女比、年紀比相當於美國網路用戶）
並平均分配至 18 個 treatment ，每個 treatment 皆約 550 人
-> 非正當：得到超過 4000 分、停止並重新開始實驗、未在 30 分鐘內完成實
驗

報酬方式：所有參加者都有參加費 1 dollars，並按照 treatment 給予額外報酬
if any



實驗設計

piece rate（按件計
酬）

共 18 個 treatment（包含金錢誘因、心理學誘導及行為因素）且為 between-subject experiment

treatment 1（控制組）：「您的分數不會影響您的報酬」
treatment 2：「每得 1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1 cent」
treatment 3：「每得 1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10 cent」
treatment 4：「每得 1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4 cent」

treatment 5：「每得 10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1 cent」

treatment 6：「每得 100 分，我們將會捐出 1 cent 給慈善機構」
treatment 7：「每得 100 分，我們將會捐出 10 cent 給慈善機構」

treatment 8：「為了感謝你參與本實驗，你將額外獲得 40 cent。您的分數不會影響您的報酬」

pay enough or 
don’t pay

慈善行為

「禮物」



treatment 9：「每得 1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1 cent。這個額外報酬將在 2 週後發放」

treatment 10：「每得 1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1 cent。這個額外報酬將在 4 週後發放」

treatment 11：「如果您得到 2000 分以上，您將額外獲得 40 cent」
treatment 12：「您將額外獲得 40 cent；然而，除非您得到 2000 分以上，不然您將損失這個額外報酬」
treatment 13：「如果您得到 2000 分以上，您將額外獲得 80 cent」

treatment 14：「您將有 1% 的機會，每得 100 分，獲得額外 1 dollar」
treatment 15：「您將有 50% 的機會，每得 100 分，獲得額外 2 cent」

treatment 16：「您的分數不會影響您的報酬。先前的實驗中，許多受試者皆得到 2000 分以上」
treatment 17：「您的分數不會影響您的報酬。實驗結束後，我們會公布您相對於先前受試者的表現」
treatment 18：「您的分數不會影響您的報酬。我們想了解一個人選擇按鍵盤的速度能多快，因此請盡您
最大努力」

實驗設計
時間偏
好

厭惡損
失

probability weighting

心理學誘導（完全不牽涉金錢
誘因）



實驗流程
- simple task performance 的學術
研究
- 可獲得 1 dollar 參加費

- 實驗說明
- 其所在 treatment 的
說明
- 練習階段

正式實驗：
- 10 分鐘倒數計時
- 當前分數
- 當前報酬
- 額外報酬獲得方式 if 
any



實驗結果

✔
✅

✅

✅



結果：金錢誘因 (PIECE RATE) 非常有效

treatment 1（控制組）：「您的分數不會影響您的報酬」-> 1521

treatment 5：「每得 10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1 cent」-> 1883

treatment 2：「每得 1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1 cent」-> 2029

treatment 4：「每得 1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4 cent」-> 2132

treatment 3：「每得 100 分，您將額外獲得 10 cent」-> 2175



課堂遊戲回顧
• Finding the max
• 第一階段：固定報酬

• 第二階段：每一題有4分
• 第三階段：固定報酬/變動報酬選擇



作業 W5
• 1. 請寫出你們小組課堂討論的答案。

為了回答「薪資制度如何影響勞動力供給」，實證上，若比較各公
司不同薪資制度下的勞動力供給、或是看一公司從時薪制度改為論
件報酬後，勞動力供給有何改變。
(1) 這樣做有什麼缺點？
(2) 有什麼樣的實驗可以做？請說明「確切場域」和「實驗設計」

• 2. 請使用 Josie給的raw data檔案，以圖表為主，文字為輔，回答
以下問題：

• (1) 比較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資料，不同報酬模式下，大家的表
現有何不同？是符合你的預期的嗎？

• (2) 「風險偏好」和「第三階段選擇固定報酬的轉換點」是否有關？
是符合你的預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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