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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嘗試發展出一個理性選擇的模型來分析家庭系統生產「家庭產品」

的生產效率，家庭產品涵蓋了物質層面與非物質層面的家庭成員生活與互動

關係。所以，家庭產品的效率直接影響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幸福或快樂水準（效

用水準）。影響中、高所得國家家庭的為屬於心理資本密集(mental capital 
intensive)產品的家庭關係類產品，本文亦從交易成本與家庭制度演變的角度

分析心理資本累積的路徑。本文所探討的問題與家庭治療領域的課題相重

疊，為一開啟跨領域對話的嘗試。 
 
關鍵詞: 內部交易成本、家庭制度、家庭效率、制度改變、心理資本  

 
 

I. 前言 

1.1 家庭：跨領域研究的課題 

經濟學自 1960 年代開始，在貝克與孟斯等人的貢獻下(Mincer, 1958, 

1974; Mincer and Polachek, 1974; Schultz, 1963, 1993; Becker, 1993; 

Grossbard-Shechtman, 2001)，開始對家庭行為作有系統的研究，開拓了又稱

為「新家庭經濟學」(new household economics 或 new home economics)的領

域。新家庭經濟學考慮家庭內的分工、時間成本、人力資本投資以及其他家

庭系統內的特徵，對於家庭組織與制度的理解有很大的貢獻。 

 

經濟學對家庭的經濟分析解釋了為什麼家庭結構隨著時間而改變，包括

家庭規模、生育率、離婚率、對子女的投資等隨著時間的改變是對經濟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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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所做的最適的反應(optimal response)，但是經濟分析卻避免回答這些改

變對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成員的快樂福祉的影響。一般的說法是，

家庭成員的關係以及成員是否快樂，這已超出經濟學領域探討的問題了。 

 

由於家庭也是家庭成員所共同組成的情感、情緒、互動…的連結系統

（bonding system），家庭成員間的關係與互動模式對於全體家庭成員的福祉

扮演了極重要的角色。由一組家庭生產函數所構成的家庭系統，其中任何一

個部分變動，會牽動到整個系統均衡的變動，也因此對家庭成員的關係與福

祉有很重要的意涵。從此一觀點思考，討論家庭行為的經濟文獻忽視了家庭

生活很根本的層面。 

 

其實，經濟學並不是不能探討家庭成員的關係與幸福的問題。在經濟學

或理性選擇模式中，作為基本的分析架構的效用函數(utility function)，原本

即指「快樂」的意思，可以包含物質與非物質的消費，也就是，非物質層面

的愛與關係是產生人的「效用」的重要的項目。Bentham 便曾列舉十五項導

致快樂與痛苦的「根本來源」(fundamental sources)，1這些項目可以納入經

濟分析。貝克所發展出的家庭生產函數，便將一組更根本的帶來偏好滿足的

「產品」放入效用函數內，這些「產品」包括了子女、自尊與榮譽、利他心、

嫉妒、與感官快樂等作為放入效用函數的基本項目。所以，經濟學者有完全

的正當性可以來談論經濟成長與家庭系統改變是否讓人們更幸福，或更快

樂。貝克的貢獻為經濟學跨入傳統上不屬於經濟分析的領域，特別是社會學

所探討的家庭。 

 

儘管經濟學已有了基礎架構可以去探詢家庭成員關係與快樂的問題，但

是經濟學至今仍然未見這方面的嘗試。一個家庭的主要福祉是人，也就是每

                                                 
1 Bentham, 1963, 引自 Becker (1981/1993),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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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個別家庭成員的幸福，根據個別成員的個別成員的效用函數建構的「家

庭系統」的概念為本文所依據的分析概念。同時，本文從生產家庭成員的幸

福的架構探討家庭內人力資本(human capital)，包括「市場人力資本」以及

「非市場人力資本」之累積，特別從「心理資本」(mental capital)累積的觀

點，分析個別成員生產家庭關係的能力。 

 

本文根據貝克所建立的家庭生產函數，並進一步探討家庭系統生產家庭

成員的「關係」（關係類產品）的…並將著重探討個別成員的「心理人力資

本」(mental capital)的累積過程與家庭組織內生產與交付「家庭產品」的交

易成本，我稱其為「內部交易成本」。也因此更具體地正面回答家庭系統內

的關係與快樂的問題，我並以「家庭效率」來代表一個家庭生產出滿意的關

係類產品的能力。對於一個不快樂的家庭，或更明確地說，應是從個別成員

的觀點，一個不快樂的家庭，從系統均衡的觀點以及生產效率的觀點，與家

庭成員的心理資本存量與累積過程有關係，以及限制個人心理資本累積的內

在制度。同時，由家庭成員主觀建構成的共同規則，一個家庭內部制度演變

決定了家庭內的交易成本高低以及….所以，此一探詢很自然地觸及社會科

學的其他領域，特別是諮商心理學類的婚姻與家庭治療的範疇。 

 

 

1.2 理性選擇概念與家庭系統治療 

家庭是一個更大的經濟社會系統中的小系統，當大系統改變時，例如在在經

濟發展過程中，家庭所得增長與經濟結構轉換對家庭內資源分配會產生重要的影

響，特別是人力資本投資、家庭內資源移轉、以及時間機會成本的變動，這些變

動會結構性地改變個人及家庭福祉（幸福）的生產方式。本文嘗試發展出一個理

性選擇的模型(a rational choice model)來探討家庭系統效率、家庭內部生產與

交換、家庭制度變遷、以及家庭成員的互動等。在探討家庭系統內的生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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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時，分析重點將置於家庭制度的「內在交易成本」（internal transaction 

costs）。「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s)這一概念首先由 Coase (1937, 1960)提出，

為經濟制度與組織運作提供了分析的基本工具，其後其後 Alchian (1965a,1965b)，

Demsetz (1967)，Cheung (1969,1983)，North (1981,1990)，Williamson (1975,1985)

等人進一步拓展了交易成本與財產權的分析，開創了制度分析的方法。在一個家

庭系統內，家庭成員運用生產資源共同與個別生產出家庭中的成員關係以及非關

係類的產品，而交易成本的高低反映出整個系統的生產效率，也是決定家庭產出

水準（包括家庭生活的物質與非物質層面）與家庭成員的幸福的重要的制度

性變數。 

 

 根據此方法，所有的家庭問題，不論是正常或失功能家庭（dysfunctional 

families），皆可一致性地視為個人極大化效用架構下的家庭效率問題。特別

是，這些效率問題也源自於內在制度轉變所產生的調適問題，因而導致無效

率的內在交易。本文結合理性選擇觀點（經濟學觀點）來探討家庭效率問題

以及內在效率的提升。本文分析之含意將有助於理解家庭系統改變與個別家

庭成員關係改變提出有別於傳統觀點的解釋。 

 

 

1.3 本文架構 

本文第 II 節討論理性選擇模式的基本方法與假設，分別從穩定的偏好

(stable preferences)、最適化行為(optimizing behavior)、以及均衡(equilibrium)

的概念來檢視經濟學方法運用到「非市場行為」(non-market behavior)的適切

性。家庭系統是人類最古老的也是最重要的制度之一，家庭成員的主要關係

與互動屬於非市場行為，本文延伸家庭經濟學的分析方法，進一步將該方法

拓展至目前仍不屬於經濟學領域的範疇，亦即家庭成員的關係與家庭成員的

幸福。由於家庭內生產與交換的成果不僅決定於資源限制與每一位成員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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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轉換成為效用的技術（能力），也取決於此一家庭的內部交易成本，本節

亦包括此一概念的探討。 

 

第III節根據一個完整的效用函數討論家庭生產函數與家庭系統及個人

內在制度的生產效率問題。其中，特別強調家庭內關係類產品的生產與成員

的心理資本累積。本節也著重家庭系統的內部交易成本與家庭制度演變路徑

的問題，此處將探討制度轉型與家庭成員幸福的關係。為了降低跨領域對話

的「交易成本」，本文所建立的模型將全部放置於附註，並以圖示方式來說

明重要變數與概念之間的相互關係。第 IV 節根據理性選擇模式所導出的結

果探討跨領域應用的含意。第 V 節簡要說明本文含意與進一步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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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經濟學方法：理性選擇模式與家庭系統改變之基礎 

2.1 經濟學方法與人的「非市場行為」 

經濟學、心理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都是人，不論是以個體或是

整體的人的行為為課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並非像各學科一樣將行為

劃分界限，經濟學研究的「經濟人」同時也是政治人、社會人、心理人，人

同時是消費者與生產者，也同時扮演多重的角色，主管、下屬、父母、子女、

政黨支持者、宗教信徒等, 這些多層面的行為, 但是它們仍然以簡單的、微

妙的、連貫的關係互相連結。畢竟，我們是一個整合的人。近年來經濟學已

逐漸發現人在「市場」上的行為以及由此衍生的一套關係, 也同樣存在於其

他「非市場」或者傳統上歸為「非經濟」的部門, 經濟學也因此邁入傳統上

視為非經濟學的研究領域。這樣的趨勢對社會科學的反省與進步有極大的助

益, 各個專業領域藉由跨科研究, 不僅為其他學科帶來思想衝擊, 在理論

回饋的過程中, 也逐漸拓展、增進對人的行為的認識, 有助於對人的行為做

更全貌的了解。 

 

經濟學方法自新古典學派開始,對人的行為研究是立基於三個基本的假

設:一是人做理性的選擇(rational choice), 其二為人的偏好(preference)

是穩定的; 結合以上兩項行為假設所學導出的另一項對整體行為的假設為

市場均衡(market equilibrium)。2在此架構下,經濟理論導出人如何藉由市

場來決定消費、生產等「經濟」活動, 包括了如何選擇職業、家庭如何決定

儲蓄、企業家如何投資、農人如何選擇作物、如何選擇居住地點等。貝克

(Becker, 1976, 1993)教授更嘗試將經濟學的研究範圍拓展至傳統上認為是

「非經濟」的領域, 不論是透過市場交易的資源如勞動力、資本、最終產品, 

                                                 
2 一般經濟學教科書不一定會明白列出偏好是穩定這一假設, 但是在分析消費者與廠商行

為時, 都隱含了不依賴偏好改變來導出理論結果。有關此三種假設,可參閱蓋瑞貝克(Becke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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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未透過市場交易的資源如家庭勞動力、生育子女、政治上的選舉投票、

以及犯罪行為等, 都可根據以上假設推導出解釋這些行為的理論。 

 

人會做「理性選擇」(rational choice)是經濟學方法裡最重要的基礎

觀念之一, 它是一個行為假設, 對人的行為的一個簡化的描述, 因此「理性

選擇方法」(rational choice approach)也泛指以經濟學方法分析人的行為

的方法。此一假設前提具有分析上的簡單與方便性, 但這並不足以構成一個

概念之所以會成為重要假設的原因。如果人的行為基本上是非理性的

(irrational), 經濟學做抽象的與簡化的分析過程也可以構建一套非理性

的行為假設, 根據此非理性假設推論出許多法則(laws)與假說(hypotheses 

or tentative hypotheses), 也就是所謂的理論; 如果這些法則與假說也能

通過實證資料的檢定, 那麼「理性的」的經濟學者也沒有理由拒絕「非理性」

的假設了。但是自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完整的系統性論述,極具說服

力地闡明個人追逐私人利益的行為是提昇社會整體利益的動力以來,經濟學

的主流一貫地假設理性選擇是人的基本行為模式。 

 

不過, 不論是經濟學界或其他學科對此仍不斷地有許多質疑。人的經濟

行為幾乎是與人類歷史的記載同樣久遠, 但是現代的經濟學理論是根據資

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演變所衍生出來的一門學科, 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下

追逐利潤極大與成本極小的最適化行為(optimizing behavior), 這一套分

析方法是否適用於其他學科? 要回答此問題以前, 可以先探討曾在經濟學

內部引起極大爭論的一個論題, 也就是二次大戰以後, 由於世界政治與經

濟制度分裂為的共產主義制度與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為主體的兩各陣營, 

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透過美、世界銀行、國際貨幣基金等機制, 動用

大量資源幫助貧窮落後的發展中國家, 當時經濟學界即有很大一部份人認

為經濟學是「西方的」, 並不適用於以農業社會為主體的開發中國家;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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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建立一套適用於落後國家的經濟學。他們的理由主要是, 傳統農業社會

中的個人、家庭、生產觀念與現代社會有不同的「價值」, 例如, 亞洲、非

洲等落後國家的農人並不講求科學方法, 不追求利潤的極大化, 也就是他

們並未做理性的選擇, 所以經濟分析方法以理性選擇做為人的行為的基本

假設完全不適用於農業或傳統社會。舒茲(T.W.Schultz, 1964)對印度農戶

的生產行為以及農村勞動供給對價格的反應做了詳盡的實證研究, 他發現

傳統社會的農人是一個不折不扣的企業家, 在各種限制條件下, 他們會對

利潤、價格做很理性的反應, 只要制度給與他們足夠的選擇空間與機會, 他

們會盡可能地改變生產行為以追求更大的利潤。 

 

經濟學不論在研究總體的行為, 如短期的波動、長期的經濟發展, 或個

人、家庭、與企業等個體行為時, 分析這些現象時皆明示或隱含地假設了人

的「偏好」(preference)是相當穩定的, 或至少它不會在短期內有大幅的波

動(Becker, 1976)。但是一般人很容易質疑, 人的偏好像是對流行服飾、汽

車款式、飲食、甚或感情都隨時間而改變, 所以直覺的觀察, 人的偏好不是

穩定的。此處「偏好」指的不是人對商品或某人的感情是穩定的, 而是對人

生一些基本需求的偏好, 從基本的感官滿足、身體健康、個人與家庭的快

樂、成就感等, 此點類似心理學所分析的人的需求層次。不論所得高或低, 

也不論文化背景的差異, 經濟分析方法假設此一「偏好」是穩定的。所以經

濟推論不會依賴低所得國家的人或農民有一套不同的「偏好」來導出不同的

理論; 它依賴的是機會與制度因素的變動, 包括市場價、所得等來分析人的

行為。 

 

市場均衡 

市場均衡的假設雖然比理性選擇與穩定偏好兩假設更接近推導出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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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意(implication), 但是人會藉市場去追求目的並且能夠在市場上結合不

同個人的利益與目的, 仍是一個一系列陳述句所描述的行為假設。經濟學假

設人, 包括個人、家庭、公司組織以及政府, 在追求達成其目標時, 如財

富、愛情或身心的滿足, 會形成一個「市場」,它並不一定是有實質金錢交

易的市場。透過「市場」參與者的行為彼此互相調適,會達到所謂的「均衡」

(equilibrium)狀態. 有金錢交易的市場均衡是透過「市場價格」來影響參

與各方的行為而達成; 但是即使許多行為不具備有形的或金錢交易的市場, 

仍有一個「影子價格」(Shadow price)來調適參與市場的人達成「均衡」。 

 

什麼是「影子價格」呢? 市場價格反映了商品與勞務在市場上被買賣雙

方所接受的交換標準, 經濟理論指出在某些條件下, 市場價格亦代表生產

者的生產成本; 同時也衡量了消費者的滿足程度。3而有些生產活動, 例如

家庭主婦在家中看顧子女, 料理家務瑣事, 這些活動的確耗用了稀有資源

(時間與體力), 也帶給家庭成員勞動成果。雖然此種生產與消費活動,原則

上不涉及金錢交易, 但是生產者(家庭主婦)與消費者(家庭成員)所耗用的

成本與享用的成果仍有一衡量標準, 此即為「影子價格」。 

 

市場均衡的概念其實是結合理性選擇與穩定偏好兩個假設, 從一個更

基本的事實所導出來的一個假設。這一個基本的事實(不是假設)便是一切資

源都有其價格, 或所謂的「稀少性」。因為資源是有限的, 人做理性選擇就

必須恆量每一項選擇所放棄掉的其他選擇, 經濟學稱此放棄的最好的選擇

為「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因此在有限資源限制下, 在市場協調

下每一個人做了最適的選擇; 在競爭均衡情況下, 市場價格或是「影子價

格」反應了真實的機會成本。由於「影子價格」代表了稀有資源在非市場部

門中運用的「機會成本」, 因此其他層面的行為如婚姻、生兒育女、法律、

                                                 
3 更嚴格的講, 生產成本乃指邊際成本; 而滿足程度則指邊際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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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等行為,亦可假設存在一市場, 這些活動對影子價格變動的反應與對市

場價格的反應類似。 

 

然而, 將「市場」概念運用於婚姻與家庭行為仍受到其他學科相當程度

的排拒, 但是結合資源的真實成本(影子價格)、市場分配資源的方法與其他

領域的理論發現應是「互補性」的學術演進, 可使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

共同受益。 

 

2.2 以理性選擇模式探討家庭 

人在經濟領域以外的行為是否也可用「理性選擇」來解釋, 仍有許多爭

論。其實, 有更基本的自然現象支持理性選擇的假設,「稀少性」會使非理

性的人與理性的人做相同的理性選擇, 例如當一種選擇的價格上升後, 不

論此選擇是購買商品、投資、還是生育子女,「稀少性」減少了做此種選擇

的機會, 因此, 平均而言使得人被迫對環境變數的改變做「理性的」反應。

人的行為可能只是行為與環境的普遍化關係的一個特例而已, 貝克

(Becker,1993)進一步將經濟分析方法拓展至人類以外的動物家族的長期行為, 

在有限資源限制下, 每一個體皆競逐有限的資源與配偶以極大化其「效用」, 

不遵循此一行為法則的物種將難逃滅絕的命運。4   

 

在家庭行為以及其他社會行為, 愛與關懷是行為很重要的動力之一, 

經濟學以「利他心」(altruism)結合有效分工的理論解釋家庭行為 (Becker, 

                                                 
4 參閱貝克 “Families in Nonhuman Species," (Becker, 1981/1993, Chapter 9)。在另一篇

早期的論述(Becker, 1976), 貝克以不同社會與自然環境下追求效用極大化行為所導出的

生存價值(survival value)來解釋生物社會學中利他者與自我主義者的互動, 在貝克亦根據

此點論證家庭理論中為何利他行為是有效分工所必須的行為原則。參閱“Altruism, Egoism, 
and Genetic Fitness: Economics and Sociobiology," (Becker, 1976, Chapte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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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不過, 不同的人彼此「偏好」的互動與影響, 也是家庭行為極重要

的部份; 此外, 即使偏好相似的情況下,不同人對同樣的財貨與勞務所帶來

的消費效用並不相同, 也就是人將產品轉換為效用滿足的「技術」不同, 經

濟學主張教育的功能之一便是能提昇消費的能力。然而, 經濟學並未探討

「偏好」形成與轉變的過程, 若能借助其他學科的研究應可有助於了解「偏

好」在整個人的行為中所產生的影響。 

 

本論題將家庭視為一個有效的「工廠」與基本的消費單位, 與傳統的經

濟分析將個人視為基本的消費單位不同的是, 家庭運用了家庭成員的時

間、技術、從市場上購買的原料以及其他資源, 在家庭中「生產」出所需要

的消費品(又稱為家庭產品), 包括飲食、健康、親人關係、子女教育等。此

一家庭生產函數改變了傳統消費理論的概念, 家庭中的一切行為皆可從經

濟組織中的生產效率、分工、組織監督成本、以及「愛」等考量下, 根據經

濟理論的架構來檢視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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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家庭系統、個人內在制度、與家庭效率 

3.1 家庭生產函數與家庭效率 

家庭的功能為在資源的限制下，提供其成員基本的與發展上的需求，包

括了每一位成員生理的、心理的、以及靈性層面的需求。Becker 建構一個「家

庭生產函數」來代表這些功能與生產的過程，一個家庭從市場上購買各種財

貨與勞務，與自己的時間與精力結合，生產出「家庭產品」來每族家庭成員

的需求。「家庭產品」一詞含括物質與非物質層面的家庭生活，如飲食、健

康、安全、愛、性、關懷、滋養、教育、自我價值與其他家庭成員間的關係

（Becker, 1981/1993; 1996）。 

 

家庭生產效率的定義 

生產效率通常可以定義為在固定生產目標下極小化成本，或在成本限制

下，極大化產品。家庭產品（Z）也可以用同樣的標準來看，只是在橫量 Z

的質與量時，並無標準的單位可以計算，所以要部分地依賴主觀的評量，也

就是一方面可以觀察一些量化指標，如家庭飲食、房舍面積、…，但另一方

面，也要依賴要透過效用函數的觀點：U( )，究竟 Z 產生了多少效用。 

 

家庭效率與幸福 

 因此，個人追求其自身的幸福便等同於極大化一個目標函數（又稱為效

用函數），目標函數內由三大基本類型的家庭產品決定個人幸福的水準：5 

 
 
 
 

                                                 
5 個人的效用函數，U，可以寫成為：U = U (Z1, Z2, … Zn, R1, R2, … ,Ro, S), 其中 Zi (i=1,…n)
為家庭產品中的非關係類產品，Rj (j=1,…,o) 為關係類產品，S 代表與自己的關係，或者

稱為自我價值。 

第五屆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s Economic Empirics



 12

 
 
 
(1)                        
 
 
 

可以假設此三類型的家庭產品在帶來個人的效用水準上是互補性的投

入(complementary imputs)，也就是，任何一類的產品數量增加，會導致其他

兩類性產品的邊際效用上升，例如，當某一位家庭成員與家人的關係改善

時，該成員的自我價值對自己的效用的邊際貢獻度會上升。6 

 

生產所有的家庭產品皆需要投注有限資源如從市場購買來的財貨或勞

務(x)、時間(t)、實質資本財(k)、人力資本(h)、以及心理資本(m)，其關係可

以用一個「家庭生產函數」來表示：7 

 

  
 
(3)                       
 
 
 
 

此處我假設生產關係類的產品(例如與家人的關係自我價值 R 以及與 S)與非

關係類產品(Z)比較，關係類產品屬於心理資本密集(mental capital intensive)

生產型態。用來生產家庭產品（Z, R,與 S）的資源，其機會成本(opportunity 
                                                 
6 三類型產品的互補性也可表示為這些產品在效用函數內的交叉二階導數大於零： 
(2) .,...,1,...,1,0)/(,0)/(0)/( 222 ojniRZUSRUSZU jiji ==>∂∂∂>∂∂∂>∂∂∂ 與與  

也就是任一類型的家庭產品，例如非關係類的家庭產品(Z)提昇，會改善關係類產品(R 與

S)的邊際生產力。同時，與他人或自己的關係改善(R 或 S 增加)，會提昇非關係類產品(Z)
的生產力。 
 
7家庭生產函數為：Zi = Zi (x, t, k, h, m), Rj = Rj (x, t, k, h, m), 以及 S = S(x, t, k, h, m), 其中 i 
= 1, …,n, 與 j = 1, …,o。 
 

非關係類家庭產品 （Z1,…Zn） 
關係類產品（R1,…,Ro） 
自我價值（S） 

U: 個人幸福 
（效用函數） 

1. 購買來的財貨或勞務(x) 
2. 時間(t) 
3. 實質資本財(k) 
4. 人力資本(h) 
5. 心理資本(m) 

家庭產品 
Z or R o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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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可以用影子價格(shadow prices) πZ, πR, 與 πS來代表。所以一個家庭的

總資源限制可以寫成為8 

 

                                                  乘 

 

(4)                ＝ 加總                         乘  

 

                                            乘  

                                                                  

為了簡化討論，我假設各類別的家庭產品可以整合為一個綜合的產品，所以

便有一個綜合的非關係類產品(Z)，一個關係類產品(R)，以及自我價值(S)。

所以(1)式的效用函數可以表示為僅包含 Z, R, S 三項綜合性產品的函數。 

 

3.2 家庭系統均衡 

根據理性選擇模型的結果，資源的最適分配(optimal allocation)需滿足下

列條件：每一類家庭產品（Z, R, S）的邊際效用(MU)都等於該類產品的影子

價格(π)乘以一個代表總資源的邊際效用的變數(λ)，也就是：9 

 

(5)                 =                       乘                 

  

在家庭資源已達到最適分配的條件下，任何一類家庭產品之生產（與消費）

量的變動將改變家庭成員的效用滿足程度。以 dZ0, dR0, 與 dS0 分別代表三

                                                 
8家庭總資源為各項產品的影子價格乘以相對應的產品之總和：Σ πZi Zi + Σ πRj Rj + πS S = 
F。 
 
9 在家庭總資源的限制下，欲達到最大效用滿足的資源最適分配的一階條件如下： 

SRZ SURUZU λπλππλ =∂∂=∂∂=∂∂ /,/,/ 與  

家庭產品的

邊際效用MU 
總資源的邊際效用(λ) 影子價格 (π) 

家庭總資源 
 

R 的影子價格 (πR) R 的產量 

Z 的影子價格 (πZ) Z 的產量 

S 的影子價格 (πS) S 的產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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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家庭產品 Z, R, 與 S 在最適分配下的微少量變動，那麼家庭成員的效用滿

足的變動(dU0)將為每一類家庭產品的變動量乘以其邊際效用。10  

 

                                             乘 

 

(6)               ＝ 加總                     乘  

 

                                  乘   乘  

                                                                  

結合第(5)與(6)式，效用變動與家庭產品的關係可表示為：11 

 

                                              乘 

 

(7)               ＝                           乘  

 

                                   乘    乘  

 

 

第(7)式凸顯出家庭效率改善的根本準則：一位家庭成員的效用變動是否

為正，必須根據三類家庭產品的影子價值的總和來判斷，唯有這三類的影子

價值總和大於零，該家庭成員的效用變動才會是正的 (πZdZ0 +πRdR0 + πSdS0 

> 0)。也就是，任何一或兩類家庭產品的增加並不一定會提昇家庭成員的福

祉（效用水準），因為家庭產品的影子價格的比例也會改變，有可能會對另

                                                 
10 變動的效用可以寫為： .)/()/()/( 0000 dSSUdRRUdZZUdU ∂∂+∂∂+∂∂=  
11 將第(5)式代入(6)式可得到(7)式： dU0 =λ (πZdZ0 +πRdR0 + πSdS0)。 
 

效用的變動 
 (dU0) 

R 的邊際效用 R 的變動量(dR0) 

Z 的邊際效用 Z 的變動量(dZ0) 

S 的邊際效用 S 的變動量(dS0) 

效用的變動 
 (dU0) 

R 的影子價格(πR) R 的變動量(dR0) 

Z 的影子價格(πZ) Z 的變動量(dZ0) 

S 的影子價格(πS) S 的變動量(dS0) 

總
資
源
的
邊
際
效
用 (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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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一類或兩類的家庭產品的生產有負面的影響。 

 

在傳統的家庭系統治療架構裡，個別家庭成員的失功能行為是放在整個

家庭成員的關係，特別是家庭內所發生的溝通型態(transaction patterns)的框

架下來探討，而非專注於個人內在心理的衝突(intrapsychic conflict)。根據此

一觀點，系統治療的目標主要在於改變家庭成員間的關係，甚至改變家庭系

統，也就是轉變重複出現的自我挫敗的互動模式(interactive patterns) 

(Goldenberg and Goldenberg, 2000)。當然不同的系統治療取向對於家庭改變

的範圍，是否僅著重於改善所呈現的症狀，以及如何改變與需要作多少的改

變會有差異，但是仍存在著較廣義的改善問題與重組家庭的共同的目標

（Nichols and Schwartz, 1998/王慧玲等譯，2002）。例如 Murray Bowen 的代

間取向與 Salvador Minuchin 的結構家庭治療(Minuchin, 1974)，相對於其他

取向，其目標較著重改變家庭系統或部分地改善家庭結構。 

 

Jay Haley 的策略家庭治療雖然特別著重於症狀或問題的解決，但是仍認

為引發問題的家庭結構性問題是需要解決的目標之一；並認為症狀是家庭系

統內沒有被承認的溝通方式（Nichols and Schwartz, 1998；Richard Sharf, 

2004）。另外，相對於其他的系統治療法，Carl Whitaker 與 Virginia Satir 的

經驗與人本取向的家庭治療，(Whitaker, 1976; Satir, 1983, 1988; Satir, Banmen, 

Gerber, and Gomori, 1991)，更著重個人的情感表達與個人成長；不過家庭成

員間的溝通與互動模式仍然是改善個人與家庭的重點。 

 

從理性選擇模式的觀點來討論以上這些取向對於家庭成員的「選擇」與

「生產」的方式，可以表示為：家庭治療的觀點視家庭系統中的個別成員為

彼此互相依賴的(interdependent)，家庭治療師試圖去增強全部或部分家庭成

員的力量，其焦點主要放置於「被認定的病人」(identified patient)與其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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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員的主觀選擇(subjective choice)。不同取向的家庭治療在哲學背景、假

設、以及治療技術上雖然存在著不同程度的差異，但是各學派對於改變的基

本意圖是相似的，也就是，強調在家庭系統中，從某一個家庭成員的觀點，

任何一個部分的改善（三類型的產品之一以上有所改善），便會至少改善該

成員的福祉。也就是，此一觀點注意到家庭產品在家庭成員的效用函數中的

邊際產量為正，特別是，也注意到第(2)式中 Z, R, 與 S 的互補特性。因此，

治療過程便引用了一些方法來提昇家庭成員的覺察能力，增強成員了力量與

帶來改變。 

 

以上觀點可以用另外一個方式來陳述，家庭治療觀點視家庭系統的改善

為「外生」(exogenous)啟動的過程，當家庭產品外生地增加了 dZ0, dR0, 或

dS0，將必然地提昇家庭成員的效用（幸福）。此一觀點忽視了家庭選擇的資

源限制層面。我在此處不是辯論家庭治療取向的治療與改變效果，而是指出

改變的可能性與限制。其實，我在本文將要論述的，「外生的」改變可能---

但不是必然地---啟動一系列的內部制度改變，並提昇家庭內「內生的」

(endogenous)心理資本投資，也可能成功地轉換家庭關係的模式。當家庭系

統在它所掌握的總資源限制下，試圖維持其目前的均衡狀態時，各類家庭產

品 Z, R,或 S 的外生改變(exogenous change)將改變這些產品的相對影子價格

(relative shadow prices)。所以，這些家庭產品變動的淨效果(net effect) (也就

是 dZ0+dR0+dS0)不一定大於零。這也有助於解釋為什麼許多家庭傾向於停留

在他們所熟悉的關係位置，即便家庭成員在這些關係中持續地受苦。從以下

的家庭在總資源限制下作選擇的均衡條件可以導出理性選擇模式與傳統家

庭治療觀點的重要的區別(π)：12 

                                                 
12 所導出的一階條件為： RZRUZU ππ /)//()/( =∂∂∂∂ , SZSUZU ππ /)//()/( =∂∂∂∂ 與 

SRSURU π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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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均衡狀態時，任何兩類家庭產品的邊際替代率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兩種產品的邊際效用之比）將等於該兩類產品的影子價格之

比。也就是，願意生產與消費額外一單位之 Z，R，或 S，並以減少其他產

品產量為代價之意願，將等於這兩種產品能夠被交換的實際比例。因此任何

試圖改變均衡情況的努力將會降低該代表性家庭成員的總效用。這些條件背

後的根本哲學是，家庭，包括失功能的家庭，總是試著達成它所能達到的最

佳狀態，雖然看起來這些狀況有可能是很糟糕的。一個家庭系統的最適解

(optimal solution)並不排除該家庭內會出現許多失功能的特徵。事實上，此一

含意並未與許多家庭治療的基本觀點相抵觸。正如我稍後要討論的，唯有在

一系列的內部制度改變發生時，才會出現家庭產品變動的淨效果(dZ0 + dR0 + 

dS0)會帶來家庭成員福祉的改善(dU0 > 0)。 

 

3.3 內在制度與交易成本 

正如其他組織一樣，家庭內部的交易也具有成本。生產與分配家庭產品

（Z, R, 與 S）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在家庭系統內，交付這些產品所累

積的「交易成本」，也就是家庭的「內部交易成本」，是決定家庭產出的水準

與家庭效率的重要因素。當然，在家庭內生產這些產品的交易成本應會低於

其他非家庭組織，因為家庭仍然是生產與提供這些家庭產品（關係…）的最

普遍的組織。 

任何兩類家庭產品的

邊際效用的比例 
（例如 MUZ/MUR）

該兩類家庭產品的

影子價格的比例 
（例如 πZ/π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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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家庭所得的提高，從市場上購買來的生產因素（x, k, 與 h），其稀

少的程度會相對地低於另外兩個生產因素(t 與 m)。由於生產關係類產品(R)

與自我價值(S)的心理資本密集度要高於非關係類產品(Z)，所以當 t 與 m 的

相對稀少性更大時，生產關係產類產品的影子價格便會上升。這也是為什麼

在中所得與高所得國家裡，一個典型的家庭，其家庭成員的效用（幸福）主

要由 R 與 S 來決定。雖然家庭的內部交易成本影響到生產 R 與 S 的所有各

項生產因素，我假設其對心理資本(m)的影響大於其他生產因素，因為心理

資本累積決定了自我的價值。 

 

當內部交易成本上升而導致 m 的邊際生產力下降時，也會減少了對 m

的最適使用(參閱 Chou, 2001)。M 的最適使用下跌時會因而導致家庭產品水

準的下降，特別是心理資本密集的產品 R 與 S。內部交易成本(c)與影子價格

的關係可以從影子價格函數來說明，並隱含了兩者為負的關係(參閱註 9，第

9 與 10 式)：13  

 

 

(10)   

 

 

 

                                                 
13 影子價格函數可以表示為 (9) πy = (px x + w t + rk + ψyh h +ψym m)/y,  y = Z, R, 或 S。其

中，px 為 x 的價格，w 為工資率，r 為 k 的租賃價格。雖然人力資本與心理資本都與勞動

時間的市場生產力有關連，但使用 h 與 m 的真實機會成本需要與勞動時間的貨幣工資區

分開來。所以我使用 ψyh 與 ψym (其中 y = Z, R, 或 S) 來代表使用 h 與 m 的影子價格函

數。R 與 S 的相對下跌，也隱含了兩者對於 Z 的相對影子價格(πR/πZ and πS/πZ)的上升。也

因此相對價格可以假設為內部交易成本的負函數：(10) ,0/)/( >∂∂ cZy ππ  y = R, S。 
 

內部交易成本 增加 

R 相對於 Z 的影子價

格 (πR/ πZ)上升 

S 相對於 Z 的影子價

格 (πS/ πZ)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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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內的交易過程，生產與「消費」關係類產品為聯合的行為，無法

完全區隔開來。例如，當某一位家庭成員(A)擴展其資源(金錢、時間、與精

力)來改善他與另一為家庭成員(B)的關係，A 所交付給 B 的關係產品(R)，同

時也被 A 自己所消費。所以家庭組織的內部交易成本包括了用於協商家庭

規則所耗費的資源；也包括在家庭關係裡投注於嘗試不同的想法、感覺、與

行為的成本；以及 A 與 B 兩位成員都需理解與核對 R 的內容的訊息的成本。

所有這些交流、協商、與溝通活動都受到家庭內的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的管

制，這些規則構成了家庭制度的基本結構。更重要的是，這些內部交易需要

投入時間與精力來獲取關於自己與其他家庭成員的足夠訊息，而獲取與核對

訊息的成本構成了內部交易成本的主要部分。家庭內的制度安排在決定內部

交易成本的水準上扮演了關鍵的角色；不同的制度安排將導致相當大的差異

的交易成本。實際上，家庭成員間呈現高度無效率的訊息流通是失功能家庭

的主要特徵之一。在家庭治療領域裡，有幾種溝通模式被認是為不利於家庭

功能與家庭成員的福祉，是需要處理的失功能家庭溝通模式(dysfunctional 

family transactional patterns) (Minchin, 1974)。這些模式也與許多症狀行為有

關。 

 

家庭制度也可以視為一組演變的規則，以ω(t)代表某一時點(第 t 期)的

所有規則的加總，而Ω(t)則為累積加總的規則。於是當前的制度可以被界定

為一組演變中的規則，包括了回顧檢視、替代、與轉換舊的及不合時宜的規

則。假設所有規則的存量(包括已轉換的、新的與舊的規則)為ΩA，舊的及

不合時宜的規則存量為ΩB。所以當前的家庭制度可以視為是變動的ΩA與Ω

B的差距。假設家庭規則的加總以ω(t)1/γ的形式累積，則當前制度可以視為：

14 

                                                 
14 第(11)式為： ωω γ dtt A

B

1
)()( ∫

Ω

Ω
=Ω , 其中γ(γ> 0)為內部交易成本的遞增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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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t) 
 
(11)                                 ω(t)1/γ 
          ΩB      ΩA-ΩB  
                    
                                     時間 
 
所以演變中的家庭規則的存量也可以表示如下：15 
 

 

(12)              ＝                  扣除 

 

  

當γ增加時，當前的制度Ω(t) 最終將趨近於(ΩA –ΩB)。藉由極小化家庭的

內部交易成本，該式能夠解出一個效率制度。 

 

3.4 心理資本累積與家庭系統均衡 

 對於心理資本密集的產品（R與 S），交易成本與家庭制度之關係也隱含

了 R與 S的影子價格上升將會降低正被重新評估與轉換中的制度的演變。由

於 Z 為財貨密集的產品，而 R 與 S 為心理資本密集的產品，R 與 S 相對於 Z

的影子價格(πR/πZ與 πS/πZ)上升將提昇使用於生產 R 與 S 的心理資源的「主

觀的機會成本」，也因此會誘發以 Z 來替代 R 與 S 的行為。相對於關係類產

品之生產，非關係類產品之產量將上升。 

 

 本節討論集中於心理資本(m)之累積，心理資本在決定 R 與 S 之產量水

                                                                                                                                               
.0)( >∂∂ ccγ 因此，交易成本 c 的上升會降低規則演變過程的邊界範圍。 

15 現有的家庭規則存量為：(12) ).()1/()(
11
γ
γ

γ
γ

γγ
++

Ω−Ω+=Ω BAt  
 

家庭規則 
的存量 

過去所累積的 
家庭規則總量 

已轉換或淘汰 
之家庭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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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上扮演了關鍵的角色。一個代表性的家庭成員在追求自己一輩子的效用

(幸福)時，是極大化以下的終身效用函數(lifelong utility function)：16 

 
 

(13)                    ＝               ＋ … +          

 
 
 

心理資本的累積存在著增加與遞減兩股力量，也就是心理資本存量的累

積為其增加率乘以一個心理資本的函數(參閱註腳說明，第 15 式)減心理資本

的折舊率乘以資本存率：17 

 

 

(14)                  ＝                  減            

 
 

此外，Z, R, S 的生產函數可以表示為以心理資本與非心理資本兩類型生產投

入之形式：18 

 
 
 
 
 
 

 
                                                 
16 個人極大化的目標函數為：(13) dtSRZUUMax e tD ρ−

∫= ),,(
0

, 其中 ρ為固定的時間偏好率

(rate of time preference)。 

17 m 的累積可以寫為： (14) mmfm mm δφ −= )(
.

, 其中 mφ 為 m 的增加率，δm 為 m 的

折舊率。假設 f(m)以下列函數形式來表示：(15) f(m) = A0 RαSβZ(1-α-β)。 
 
18R, S, Z 的生產函數可以下列函數形式來表示：(16) R = A1 man(1-a), S = A2 mbn(1-b), 與 Z = A3 
mcn(1-c)。其中 n 代表非心理資本投入(也就是 x, t, k, h 等)。 
 

一輩子的幸福 
(終身效用函數) 

出生時第零 
期的效用   

人生終點第 
D 期的效用 

心理資本(m) 
的增加   

心理資本的 
增加（ mφ f(m)） 

心理資本的 
折舊(δ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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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理性選擇的架構可以解出三類家庭產品在個別家庭成員達到最大效

用滿足的條件下，Z, R, 與 S 的邊際效用(參閱註腳第 17 至 20 式)。19  

 

每一類的家庭產品的邊際效用等於該類產品的影子價值(λπ)減去生產該

類產品(Z, R,或 S)所耗用的額外的心理資本的影子價值；這些條件也說明了

內在資源累積所特有的動力的特質。關係類產品(R, S)與非關係類產品(Z)的

影子價格比例(πR /πz與 πS /πz )等於這兩類產品的擴大的邊際替代率(extended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註 19 第 21 與 22 式)。20 前述第(7)式所導出的

改善家庭效率的準則，仍然適用家庭資源的動態分配過程，因為個別成員的

效用變動(dU0)是否為正仍然取決於一組影子價值的加總。 

 

 心理資本的均衡路徑可以從以上系統中解出，而其中交易成本影響了心

                                                 
19現值的 Hamiltonian 與 Lagrangian 函數為:  

(17) H = U(Z, R, S) + λm (ψm f(m) -δmm) + λF (F – πZZ - πRR -πSS), 其中 λm 與 λF 為
Lagrangian 乘數。一階條件為： 

(18) ZFmm ZSRAZU πλβαφλ βαβα +−−−=∂∂ −− )(
0)1(/ ,  

(19) RFmm ZSRARU πλαφλ βαβα +−=∂∂ −−− )1(1
0/ ,  

(20) SFmm ZSRASU πλβφλ βαβα +−=∂∂ −−− )1(1
0/ 。 

 
20 相對影子價格如下(21 與 22 式)： 

)(
0

)1(1
0

)1()/(
)/(

βαβα

βαβα

βαφλ
αφλ

π
π

−−

−−−

−−+∂∂
+∂∂

=
ZSRASU

ZSRARU

mm

mm

Z

R , 
)(

0

)1(1
0

)1()/(
)/(

βαβα

βαβα

βαφλ
βφλ

π
π

−−

−−−

−−+∂∂
+∂∂

=
ZSRASU

ZSRASU

mm

mm

Z

S  

 
另一個極大化的最適條件為(23 式)： 

mSRZFmmmm m
S

m
R

m
Z

m
f

m
S

S
U

m
R

R
U

m
Z

Z
U ρλπππλδφλ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庭產品 
(Z or R or S) 

心理資本投入 
(m) 

非心理資本投入 
(n：包括 x,t,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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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資本(m)內生投資的均衡路徑。在均衡狀態下，心理資本的均衡路徑亦受

到其增加率與折舊率兩個力量的影響（參見註腳第 24 式）。21 此一系統也影

含了心理資本的內生投資與家庭制度演變的互動關係，可以在考慮進家庭系

統中所有成員的內在制度的架構下來分析，下一節將討論此一系統均衡與心

理資本累積的均衡路徑對家庭系統治療之含意。 

 
 

                                                     

             (+) 

(24)                                                

 

       (-)                                     

                                                     
      
 
 

 

 

 

                                                 
21 心理資本累積的均衡路徑為：(24) )1(1

1
)1)(1()1()1(

*
βαβαβαββαα

δ
φ −−−−−−−−+−+−

⎟⎟
⎠

⎞
⎜⎜
⎝

⎛
=

dba

m

d
m An

m 。 

 

心理資本的 
均衡量(m*) 

其他生產因素(n)的影響 

心理資本的增加率 ( mφ ) 

心理資本的折舊率(δ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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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理性選擇模式對家庭系統治療之含意 

4.1 家庭治療：家庭系統改變與效率提昇 

在理性選擇的架構裡，儘管每一個成員作了最適選擇，所達成的家庭均

衡並不一定是理想的狀態；也可能是每一個家庭成員都覺得是很不理想的狀

態，好像被陷在系統中一樣。也就是，這樣一個家庭雖然屬於本文所稱的低

效率的家庭，但該家庭已在現有的限制條件下作了最適選擇；換句話說，每

一個家庭成員從自己主觀的認知與感受，都認為自己盡了力，但仍然處於一

個很不滿意的(均衡)狀態。本模式的一個自然的延伸為，在那些條件下，這

個家庭的不滿意的均衡產出可以被提升，也就是在那些條件下，存在著提高

生產效率與家庭成員的效用水準的可能性，應該如何去提升，能夠改進到什

麼程度。這些問題也是家庭系統取向的治療師的主要任務之一：改變「家庭

均衡」(family homeostasis)中失功能的層面(Minuchin and Fishman, 1981)。治

療師的工作包括了減輕症狀、改變家庭結構與系統，以及促進家庭成員與家

庭的成長。也就是，家庭產品 Z,R,與 S 的均衡水準所產生出來的效用水準太

低，特別是關係類產品 R 與 S 的產出水準過低。由於 Z 是財貨密集的產品，

而 R 與 S 為心理資本密集的產品，也因此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隨著所得

的提高，家庭生產 Z 的相對影子價格是下降的，所以在中所得與高所得國家

家庭的福祉主要取決於 R 與 S 的生產，這兩類產品的生產主要取決於心理

資本的累積。 

 

因此，儘管一個家庭已滿足了跨越時間的資源分配的最適條件(18 至 23

式)，但其成員的福利能夠改善的條件是其成員的心理資本存量能夠成長。

那麼問題便成為：為什麼失功能家庭以及那些不快樂家庭的成員們提高他們

的心理資本投資？根據此一問題所牽涉到的很大的未被開採的利益

(unexploited benefits)來判斷，此一家庭系統內必然存在著不小的投資障礙。

第五屆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s Economic Empirics



 25

心理資本的均衡路徑(24 式)決定了家庭產品的均衡水準(Z*,R*與 S*)。失功能

家庭可以定義為一個家庭其心理密集的產品 R 與 S 的產量低於某一水準：

R* < R  and S* < S 。22  

 

4.2 家庭內生產的交易成本 

由於失功能家庭生產心理資本密集產品的交易成本遠高於功能良好的

家庭，失功能家庭內成員的均衡心理資本 m* 也遠低於其他家庭。所以，另

一個定義失功能家庭的方式是，失功能家庭的心理資本（被認定的患者的心

理資本以及其他一位或幾位的個人心理資本）低於生產出R 與 S 所需要的最

低存量( m )，也就是 m* < m。如果家庭成員的 m* 的均衡狀態處於極低的水

準(我在先前的一篇文章內稱為「心理陷阱」(mental trap)，Chou, 2001)，那

麼家庭效率的改善的唯一途徑便是便是制度改善，因為少量的心理資本的累

積無法提高原有的均衡存量。極小化第(12)式的內部交易成本可以導出一個

有效率的制度。許多家庭選擇了極小化內部交易成本的路徑，但很顯然地也

有許多家庭並未依循此一有效率的演變路徑。因此有許多家庭雖然滿足資源

分配的最適條件，但卻可能在一個無效率的制度限制下去左最適的選擇。一

個家庭若有很高的內部交易成本，所導致的無效率的制度演化將降低已轉化

的與陳舊淘汰的制度之差距邊界(從ΩB 到ΩA)。 

 

家庭與大系統之關連 

家庭系統與更廣大的系統如經濟、社會、政治、教育等制度有密切的關

                                                 
22此一特定水準的標準 R 與 S 也取決於特定的文化架構，這些標準並不是普世共通的標

準，也不能免除價值判斷的影響。這些標準會隨著經濟發展的進展以及其他社會變數的變

動而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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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隨著經濟發展、經濟結構改變與平均每人所得的增長，也會對其他制度

層面的轉換造成重大的影響。而家庭更是身處於所有這些大系統轉型的核

心，畢竟與一切制度有最深的關連的仍然是人，家庭是人與其他制度關連的

基本社會單位。本模型可以從經濟制度整體的交易成本來分析家庭內的交易

成本，並藉此理解家庭系統與更大系統之間的關連。 

 

當生產財貨密集產品的影子價格的下降(πZ)會強化了心理資本投資的制

度障礙。經濟成長與人力資本累積會提昇市場生產的效率，因而降低了從市

場上購買來的生產因素(x, k, h)的成本。23 因此市場效率已降低了整個經濟

體的交易成本，也因而降低了財貨密集產品的影子價格(πZ)。正如本文先前

所討論，內部交易成本的上升會使心理資本密集產品的影子價格上升，這兩

股力量會使相對影子價格(πR/πZ 與 πS/πZ)上升。所以整體經濟的交易成本下

跌也有助於出現以非關係類產品來替代關係類產品的趨勢。 

 

 

4.3 心理資本之累積過程與內在制度改變 

本文一個重要的含意是，個別家庭成員之心理資本投資是家庭系統效率

提昇的不可分割的一部份，也因此對於諮商心理學內關於究竟是個人內在衝

突還是關係問題的含意是，系統治療不可能獨立於傳統的個別治療。以下先

就個別家庭成員的心理資本累積效果來討論此問題。心理資本的累積過程將

影響該成員與其他家庭成員的互動模式(interaction patterns)。從提昇生產力

的角度而言，理性選擇模式凸顯家庭中的正向資源以及家庭與個別成員做選

擇的能力。心理資本為關係類產品的主要生產投入，也是許多低效率家庭的

重要的未開發的資源。如果家庭內的個別成員的心理投資過程存在著溢出效

                                                 
23雖然年幼子女在家中的早期教育與學習為決定日後的智性的人力資本(h)的重要影響因

素，但是今日這一部份的學習與教育，其中有很大一部份已轉變為由市場上購買。 

第五屆全國實證經濟學論文研討會
The 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aiwan's Economic Empirics



 27

果（spillover effects），則一位成員的心理資本投資將導致回饋效果(feedback 

effects)，並強化成員間互動模式改變的速度。也就是，當個別成員的 Z，R，

與 S 的生產函數中的心理資本累積對其他家庭成員產生了投資的外部性效

果或家庭內的投資溢出效果，改變了其他成員的均衡資本量，也因此能啟動

整個系列改變，或家庭系統改變的誘發效果。 

 

但是，在個別成員在累積心理資本存量的過程中，將無可避免地遇到個

人內在制度的限制，這也是為什麼家庭內存在著明顯的未被開採的利益。因

此，本文模式應用到家庭系統的改變其實也是制度限制與制度交易成本的問

題。分析家庭系統改變時，改變的路徑與相對利益較大的切入點可以從個人

內在制度與家庭內次系統(sub-systems)之間的關連開始，以次系統作為改變

的單位，並進一步從均衡制度的改變來探索個人內在制度改變與整個家庭系

統演變之關連。 

 

4.4 家庭系統治療與個人治療的連結：心理資本累積 

家庭成員的心理資本累積具有溢出效果，影響到家庭系統的效率。由於

家庭生產函數的整體效率決定了全體家庭成員的福利，改進低效率家庭或失

功能家庭的關鍵在於提昇家庭系統效率。由於降低家庭內的內部交易成本為

轉換失功能家庭內人際互動過程的關鍵，這些家庭的家庭成員的心理資本存

量低於滿意的水準。 

 

雖然家庭生產效率的提昇是家庭系統改變過程不可分割的一部份，然

而，家庭系統與家庭成員人際過程(interpersonal processes)的改變意味著不僅

是現存家庭規則的轉換，也包括了阻礙心理資本累積的個人內在制度的改

變。在本模型中，心理資本累積成為個人內在心理過程(intrapsychic processes)

與家庭成員人際過程所共有的不可分割的部分，使得個人的內在制度轉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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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統效率之提昇成為動態的互動關連。本文分析有助於理解為何傳統個

人治療與家庭系統治療方法將成為一個整合的過程，也是一個方法上的制度

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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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結論與進行實證研究之構想 

本文從理性選擇觀點發展出一個分析家庭效率問題模式，並根據此一模

式探討原屬於家庭治療領域的問題，包括包括了減輕症狀、改變家庭結構與

系統，以及促進家庭成員與家庭的成長。家庭治療的目標，不論是那一個取

向，大體而言，都包括了幫助家庭成員覺察到家庭內的不良關係模式，發展

出新的互動模式來降低痛苦。在理性選擇模型中，不論是一般的或失功能家

庭，都被一致性地視為源自於追求效用極大化的家庭成員與家庭系統中的家

庭效率的問題。這些效率問題有一部份原因為未良好調適的內部制度演變所

導致的無效率的內部溝通(inefficient internal transactions)；從交易成本的觀點

看，此一現象包括了內部交易成本與制度轉變的交易成本兩個層面。 

 

分析所導出來的含意之一為，一個成功的家庭治療必然需包括了一系列

的內在制度改變，降低該家庭的內部交易成本，因而降低了關係類產品(R

與 S)與非關係類產品(Z)的相對影子價格。與此一過程同時出現的是，藉由

降低了心理資本的投資障礙，心理資本投資報酬率上升，也因此提高了心理

資本的均衡水準。 

 

本文所導出來的理論含意可以進一步延伸至實證研究。藉由進行屬質的

家庭個案研究，選取家庭個案進行深度訪談與蒐集補充量化資料，可以評估

受訪家庭在的資源限制與家庭產品的生產效率問題。從量化與屬質資料分析

個人心理資本的累積過程，分析此一過程對與家庭統的內部交易成本、個別

成員的內在制度改變、與家庭產品效率提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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