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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生無處不權謀，生活處處是賽局」，人們每天都在決策，如何提升自己的決策能力，擬

定出最好的策略、做出最好的選擇，為之重要。在資訊發達、網際網路力量崛起的世紀，產業競

爭為之激烈。在這樣的環境下，雙方的策略會相互影響，無論哪一方都想採取對自己有利的狀況，

因此，決策的能力、策略的模擬，為大小企業都重視的議題，賽局理論正好可以提供最佳策略。

本研究以決策策略之基礎「賽局理論」為核心，藉由網路平台的方式建立資訊決策能力系統，並

模擬競爭市場將會遇到的情況，透過賽局的方式來擬定出最佳策略的線索，藉此提升使用者的資

訊決策能力。 

關鍵字：賽局理論、決策系統、資訊決策 

Abstract 

There are without trickers nowhere in our lives, everywhere is matches all around us . Everyday we 

are making decisions, how to improve our abilities of yes-no decisions, how to develop the best strategy, 

how to make the best choice, which is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century which technology is more 

and more flourishing , the internet become more and more powerful, and the inter-industry competition 

is fierce. In this kind of environment, strategies between the two-sides will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y 

wants to take the Selfish situations, therefore, the abilities of making decisions, the simulations of 

strategi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for all  industriments, ''game theory’’ exactly can offer the best 

strategy.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game theory’’ , which is the base of developing the strategy, by 

network platform which can make the abilities of making yes-no decisions , and to simulate the problems 

which are probably happened in the compete market, via ''game theory’’ , we can simulate some tips of 

making the best strategy, thus we can improve user's abilities of making yes-no decisions. 

Keywords: Game Theory, Decision System, Information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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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1 世紀為知識經濟的時代，伴隨網路科技的逐漸成長，線上測驗也逐漸成為現代測驗趨勢，

TWNIC 指出隨著全球人口增加，2014 全球網際網路使用人口將突破 30 億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

源。。面對網路科技的快速成長與資訊泛濫，人們如何善用知識優勢在職場上有策略性的思考並

掌握先機，柯承恩在《賽局高手》一書指出人們必須隨時提升自己的技能，才能因應新的變局錯

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在充滿算計的競爭市場，如何在泛濫的資訊訊息中做出適當及最佳的策

略為之重要，柯承恩指出賽局理論已是企業決策上不可或缺的策略基礎，且影響了二十世紀後半

及其後的世界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因此，本研究以賽局理論(game theory)為策略基礎，以

引導式學習的方式建構資訊決策能力之系統。 

2. 文獻探討 

2.1  賽局理論(game theory) 

黃玉鳳指出賽局理論的奠基，是由 Von Neumann，Morgenstern 等二人在 1944 年所著《賽局

理論與經濟行為》 一書，此後，賽局理論在經濟學界廣泛被討論與應用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Rasmussen（1994）賽局理論即為研究參與者在決策時考慮其行為對其他參與者之影響，即賽局

理論主要特色。梁文貴表示賽局理論成為具有架構的管理決策工具，研究參與者間策略行為

(strategic behavior)的互動關係，即在不同賽局會產生不同之結果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納許在博士論文中，證明非零和不合作賽局(nonzero-sum noncooperative  game)中，必有「均

衡」解，只要對手策略確定，競爭者就會有最適反應(best response)，當一組策略互為最適反應就

是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在賽局理論中，參賽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可分為靜態賽局(static game)與動態賽局(dynamic game)。靜態賽局亦稱為單回合賽局 (one-shot 

game)，為參與者在均無偏離誘因的狀況下，同時出招決定自己最佳反應策略，互動一次賽局即

結束。動態賽局亦稱多回合 (重複) 賽局 (repeated game)，在此競爭下，參與者出招有先後之別，

在策略交錯的影響下，構成一個豐富的動態關聯，也較符合現實狀況。 

賽局理論的三項基本組成分子為參與者(players)、策略(strategies)、報酬(payoff)；策略式

(Normal Form)：常用在靜態賽局中，藉由矩陣的形式來表示賽局的三項基本組成元素，如圖 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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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賽局理論矩陣圖 

擴展式（Extensive Form）：常用在動態賽局中，擴展式則以賽局樹的方式呈現賽局，著重於

參與者採取行動時其所擁有的訊息集合，如圖 2 所示，參與者以節點（node）表示；枝幹表示可

以選擇的策略，意即參與者所可能採行的行動集合，若決策點有虛線連結，則表示該參與者在做

決策時，無法預知前一位參與者將會採取的策略；最末端則稱之終結點（terminal nodes），其數

值表示雙方採用的策略對應下的報酬。 

 

圖2 擴展式靜態賽局樹 

賽局依訊息的性質可分為「完全信息賽局」和「不完全信息賽局」。完全信息賽局(games of 

complete information）是指所有參與者彼此都其他參與者的特徵、行動及報酬函數的共同知識

(common knowledge)。不完全信息賽局(games of incomplete information)則指在賽局中至少有一個

參與者不知道其他參與者的訊息知識。也因此賽局可分為四種不同型態之架構，其分類如表 1 所

示。 

表1. 賽局分類及對應均衡概念 

 靜態 動態 

完全信息 納許均衡 

(NE) 

子賽局完美納許均衡 

(SPNE) 

不完全信息 貝氏納許均衡 

(BNE) 

完美貝氏納許均衡 

(PB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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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訊決策能力 

Watson (1999)在資料管理一書中，提出資料、資訊、知識與決策這四者關係的概念，如下圖

3 所示，藉由資訊技術、網際網路等蒐集的資料整合成資訊，再將資訊轉化成經驗與專業知識

(experience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決策者能正確的應用資訊與知

識，來提升解決問題能力，奠定個人決策效率、品質與能力。而 Certiport 公司前總裁 Ray Kelly

也表示在現今經濟發展的社會，不僅每個人需要知道如何獲取數位資訊，亦要學會將資料分析、

評估和應用，以為日常問題尋求解決方法(Reuters, 2009)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圖3 資料、資訊、知識與決策關係圖 

3. 研究方法 

3.1 系統架構 

本系統利用 MySQL、PHP、JavaScript、JQuery、CSS 等進行開發，測驗系統平台以簡潔明

確為主，共分成首頁、使用者登入頁面、管理者登入頁面、註冊頁面、測驗頁面、成績頁面等相

關資訊畫面，系統 HIPO 架構圖如圖 4 所示。 

 
圖4 測驗系統架構圖 

3.2  系統開發 

本系統的建置是希望能以最小的資源耗費，達到最大的效益。因此，開發工具以免費使用、

穩定性高的為優先考量。此外，由於本研究系統為建立在網際網路環境之上，因此採網路三層式



OSET 2015 自由軟體與教育科技研討會 

Open Source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 2015 

 

52 

 
 

主從式架構，如圖 5。黃朝恭指出三層式架構主要在伺服器端和用戶端之中再加上中介層，在這

三層架構中，用戶端採用標準的通訊協定與中介層溝通，而中介層採用標準的通訊協定與伺服器

端溝通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圖5  三層式架構 

3.3  系統實作成果 

基本級與專家級的題目數據來源自中野明《完全圖解賽局理論 : 實戰運用策略》以及巫和

懋、夏珍《賽局高手》等書，再加以進行修改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基本級系統之題目構想以靜態賽局為主軸，專家級則以動態賽局為主，兩者題目皆分為幾個連貫

式的題組，其中包括不完全資訊賽局、完全資訊賽局、零和賽局以及非零和賽局等，使用者可以

選擇不同種類的賽局來進行，測驗如圖 6 為基本級之零和賽局。 

 
圖6 基本級之零和賽局測驗頁面 

其中基本級測驗的部分，會帶入使用者進入情境，面臨挑戰。例如：考驗使用者是否能依照

題目所得資訊彙整成靜態賽局中的報酬表，並決策出市場中賽局的最適狀況，如圖 7、8。作答

區的部分，會輔助使用者計算出納許均衡中「互為最適反應」的策略，在分析的過程中，即將其

選擇的呈現紅字，協助使用者推導出最適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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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基本級測驗作答呈現頁面 

 

圖8 基本型測驗作答正確之頁面 

專家級系統之題目構想則以動態賽局為主軸，亦將題目分為幾個連貫式的題組。題目除了考

驗使用者能否將資料整理成賽局樹(game tree)，也考驗使用者在如何使用不同策略(先出招亦或等

待對手出招)，才能讓自己能達到最大利益，如圖 9、10。 

 
圖9 專家級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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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專家級測驗作答呈現頁面 

4.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結合賽局理論開發出資訊決策系統，目前系統將測驗等級分成靜態賽局與靜態賽局，

本系統的特性為除了讓使用者提升決策能力外，也讓初次接觸賽局理論的使用者可以馬上了解

賽局，並應用於生活上。在系統成績查詢頁面，可依受試者作答情形給予適當的建議，並運用橙

光遊戲中心製作相關教學影片，如圖 11。除了能讓使用者能有效地進行學習，影片中還加入部

分小測驗用來檢驗使用者的理解狀況，如圖 12。未來的研究展望會將系統分成數個模組，並加

入更多題目，讓系統更貼近生活。 

 
圖11 系統基本級題目之教學影片 

 
圖12 系統基本級教學影片之測驗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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