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相關文獻評述與理論基礎 

 
近世學者對於平埔族地權課題之研究，一般是以總論方式為主，有些是附隨

於早期臺灣土地制度或原住民土地課題之探討，關於清朝臺灣地權課題探討，在

二十世紀初期，以日本學者岡松參太郎之《臺灣私法》為代表，其中有相當篇幅

涉及番租之論述，光復後如王益滔之《光復前台灣之土地制度與土地政策》一文，

分別分析荷蘭、明鄭、清朝及日本在臺所實施之土地政策與法令，該文有關清朝

方面，著重在漢人墾佃制度的形成、擴張及清賦事業後對大小租戶權能之消長。

而對三百年前台灣土著或熟番（指平埔族）地權之形成、演變及法令規範，做系

列研究者，應在民國八十年代以後，以美國學者 John Robert Shepherd 及本地學者

柯志明為代表。而以單一番社地權課題做研究者，有陳秋坤針對巴宰海族岸裏社

人的土地變遷過程所著之《清代台灣土著地權》一書及西拉雅族鳳山八社之一搭

樓社之《清代搭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一文，劉瑞華與林瓊

華針對道卡斯族竹塹社的產權變動所著之《臺灣土地開發歷程與原住民的土地流

失》一文。另專門以屏東平原為範圍，探討漢人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者，則有地

理學者施添福之《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論文。本章僅就上

述與本課題較為有關之文獻，分別評析如下： 

 

第一節 總論方式研究平埔族地權方面 
 

一、岡松參太郎所著之《臺灣私法》一書 
    臺灣田園半數附有大租，而亦有與大租無關者，而與大租無關之土地究有多

少，依日據時期土地調查局統計得知，不附帶大租的土地約占調查總面積之一

半。附帶大租的土地，又分為民大租與番大租，清朝律令以一業一主為原則，臺

灣土地有一田二主之慣例，即是大租戶與小租戶並存制，但大租戶是清朝所承認

的業主，小租戶僅是佃戶〈佃人〉而已。臺灣的田園，大多是漢移民向官府申請

開墾或向社番承墾之土地，向社番承墾，即負有繳納番租義務，而番租的種類分

為公口糧租及私口糧租，公口糧租係番社共有之土地，由該番社之通事或土目代

表收租；私口糧租係社番將自己管有的土地，給墾或佃耕予漢人而收取之租，稱

為番大租，岡松認為大租權最初有完整之管業權及收租權，具有物權性質，最後

變成只有收租權，成為債權性質。〈岡松參太郎，1910：175-176、211-212〉 
 

上述「公口糧租」，係番社共有之土地，而番社共有地權型態在清朝沿續多

久？岡松認為大租權最初有完整的管業權，此表示業主對於土地仍具有支配的權

能，鳳山八社地權在早期漢移民墾佃制度下，番業主對番地是否有完整的支配權

力？殊值探討。 
 
二、王益滔（民 53）之《光復前台灣之土地制度與土地政策》論文 



    該文有關清朝方面，著重在漢人墾佃制度的形成及擴張後對大小租權能消長

之影響，此部分見解仍然與《臺灣私法》之論述大致相同：即原先大租戶具有完

整之土地支配權，小租戶只有耕作權，後來大租戶逐漸失去實權，僅存有收租權，

而小租戶具有「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土地權利」、「自由換佃及向現耕佃人收

取租穀」及「土地被他人損壞或侵占，小租戶有權請求賠償或收回土地」等之權

利內容。其他如魏家弘（民 85）之《台灣土地所有權概念的形成經過--從業到所

有權》、林佳陵（民 85）之《論關於台灣原住民之統治政策與法令》及林瓊華

（民 86）之《台灣原住民土地產權之演變》等在述及清朝地權時，亦以上述範

圍來解讀大小租權消長之情形。 

 

上述有關大小租權消長之論述，仍以「質化」為之，未能以「實際買賣案例」

方式來驗證大小租權價格之具體差距。本研究將以鳳山八社實際典賣案例來證明

番大小租權消長之情形。 
 
三、John Robert Shepherd (1995)所著之《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臺灣番地之政經策略〉一書 

    開墾番地須付給熟番大租，全臺各地皆然， Shepherd 認為臺灣番地地權的

演變，主要有三個演變因素：即平埔族、漢移民及清朝政治力。十八世紀初期漢

移民的迅速增加，農業開墾對平埔族狩獵文化形成巨大壓力，他們須依賴清朝政

府承認他們地權，才能在平原上適應番地的變遷，番地被開墾過程中，清朝為保

護平埔族生計而從事地權配置，首先，官府發現漢移民的開墾而威脅到平埔族群

時，就會尋求保護對策以避免引起混亂，當官府無法防止漢移民不斷的拓墾時，

即採取適當政策以調和漢移民及平埔族之利益。綜觀本書在論及平埔族地權方

面，Shepherd 指出下列兩點： 

（一）清朝承認平埔族傳統番社地權 

    清朝承認大量的未墾耕地為部落狩獵地，為番社〈tribe〉部落所有，而平埔

族番社以外的領域分為幾個同心圈，每一圈以生產活動區隔，最近圈為番社農

地，下一圈為狩獵採集區，兩者以外較遠之地，則與其他部落共同享有。非番社

成員不能在番社四周農耕及狩獵，以執行番社之領土權，平埔族開墾的田園即屬

於該家族私有產權。 

（二）允許漢人租（瞨）墾番地形成多層地權制 

    因漢人偷渡來臺接踵而至，為調和漢移民及平埔族之利益，故雍正朝採取較

為開放的番地政策〈pro-colonization〉，雍正 2 年〈西元 1724 年〉允許漢人租墾番

地，於是「代番輸餉」或「付給番大租」為漢人獲得番地（註：指番地田主權）

的兩個途徑。乾隆 2 年〈西元 1737 年〉為減輕番餉賦額，不再課予番社重餉，

初期並恢復番地封禁，然而番地私賣並非完全漢移民單方行為，部分熟番因不能

或不願自耕而私下招漢佃開墾，或將自墾地典賣漢人，仍然無法禁止，乾隆 33

年〈西元 1768 年〉閩浙總督崔應階曉諭：「漢人典瞨侵佔社番田園悉行清釐斷還



番管，內有令民人向番承種納租者概免報陞，以昭劃一」。此舉係在免除因陞科

而須納正供，以增加番租收入，並將番地業主權永遠歸熟番所有，以保護社番地

權及保障番社收入來源。故「番大租制」自乾隆中期以後正式成型〈maturation〉，

臺灣西部部分區域由番大租支配，他們完全適應多層地權〈multi-tiered land 
rights〉關係，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殖民政府廢除大租權為止。Shepherd 對於清

朝中期以後番社地權制度所作的評論是，清廷終於體認出不准漢人開墾番地的禁

令純屬徒勞，爰承認漢番既存的地權關係，准予比照漢大租而確立「番大租制」。

而漢佃戶得以透過番大租的安排取得番地，並免除繳納正供的負擔，因不必陞

科，該田園仍為番地，不屬於民地。另 Shepherd 不贊同部分學者認為乾隆初期平

埔熟番在海岸平原的番地流失殆盡而被迫離開原居地向山區遷移之「顛沛流離

說」與「漠視說」（displacement scenario and neglect hypothesis）。(Shepherd，1995：
2-3、8、12-14、239-243、256、295) 
 

基本上，Shepherd 認為番大租可保護社番地權，並保障社番收入來源。因能

防止番地流失成為民地，Shepherd 肯定番大租制之功能，指出在乾隆中期以後，

直到清朝末期臺灣西部平原仍屬於番租分布區，故不贊成平埔熟番因在海岸平原

的番地流失成為民地，而遷移山區之說法。Shepherd 上述觀點，是以臺灣北部的

個案資料做推論，惟陳秋坤與施添福所做的中部岸裡社及新竹竹塹社區域研究，

已推翻他的觀點。至於在南部屏東平原之鳳山八社實情又如何？屏東平原在乾隆

中期以後有無番租分布？本研究將以搜集之鳳山八社番契及日據初期社番人口

分布情形，做進一步探討。 

 

四、柯志明（民 90）所著之《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一書 
    柯志明認為過去研究平埔族議題著重在漢移民如何侵墾平埔族番地及平埔

族如何適應漢人農耕社經生活，並指出地權制度是研究臺灣平埔族、漢人與清朝

三者間互動關係之重要線索。而與本研究課題有關者，該書將番租類型依不同時

期的演變再予以細分，柯志明認為《臺灣私法》將番租分為「公口糧」與「私口

糧」兩種，過於粗略，柯氏將番租類型分為五種： 

（一）純社餉的番租 

習慣稱為代納番餉或代輸社餉，漢人墾戶所繳納的番租就是社餉，清朝康熙

至雍正初期，由於番餉負擔較重，官方為使番社繳足稅收，默許漢人開墾番地代

納番餉，不過「純社餉的番租」存續期間並不長，特別在乾隆 2 年減免社餉改徵

番丁銀後，即由「貼納的番租」所取代。 

〈一〉貼納的番租 

包括向官府繳納的番餉及繳納給番社的口糧〈又稱為社課〉，柯氏認為貼納

的番租重於純社餉的番租，因番佃墾戶〈筆者註：應指番業漢墾戶〉會有抗繳社

課部分之番租，故乾隆 24 年重申保護番租律令，規定由漢人報墾陞科的番地，

一律「貼納番租」。 



（三）免納正供的番大租 

雍正 8 年以前，番租起源自繳納社餉的義務，以代番納餉或貼納社餉方式存

在，租額附屬於漢大租，此即為《臺灣私法》所稱「一般大租之上亦有番租存在

的情形」，直到雍正 8 年，番業戶成立，番租才得以直接向漢人佃戶收取，以番

大租形式獨立存在，番業戶成立後，乾隆 3 年又禁止漢人以貼納番租方式瞨買番

地報陞，此後成立的番租就只有番大租。 

（四）須納正供的番大租 

乾隆中期〈乾隆 22 年至 26 年〉清朝的熟番地權政策開始轉變為順應民番間

既存租佃習慣的作法，接受番大租的租佃安排，在番大租的形式下是由漢墾戶〈非

番業戶〉陞科納供，因此漢墾戶承擔番租與正供的雙重負擔。 

〈五〉社番口糧租 

番社土地由社番自力開墾，墾成後招現耕佃人〈漢人〉佃種抽收小租，稱為

番小租，因不用繳納大租且免納正供，故又稱為「大小租」，番小租係由熟番自

己將番地墾成田園後取得田面及田底，在不欲或不能自耕的情形下租給現耕佃人

耕作，收取小租，小租額較大租多，承瞨熟田的現耕佃人無永久管耕之權，租期

二至三年，此種社番土地，係為社番自墾自耕，不用納供，如招現耕佃人耕作收

租，依習慣稱為番小租，因屬自耕番地，所收之小租包含「大租」，故又稱為「大

小租」。〈柯志明，民 90：279-300〉 

上述番租之五種類型，係柯志明就中北部平埔族番契內容並配合清朝番地法

令之研究所得，隨清朝番地法令的變動而有不同類型，故並非同一時期皆存在五

種番租類型，就地權結構而言，社番口糧租兼有業主權及田主權，與一般番大租

權不同，除經社番杜賣給漢人，社番擁有完全的所有權，並非僅有大租權而已；

至於西拉雅族鳳山八社番租，是否有呈現上述五種番租類型，從鳳山八社番契及

其領域內漢人間簽立之地契，或許可得到部分解答。 

 

    在論及熟番地流失方面，柯氏指出西部海岸平原熟番地，在乾隆初期已流失

殆盡，熟番喪失番地離開原居地，乾隆中期以後遷移至近山地區，土牛界沿邊之

保留區（筆者註：指屯番地）。至於西部海岸平原熟番地如何陞科移轉至漢人名

下而流失？最簡單的答案是官吏瀆職執行不力，漢墾戶透過「民番無礙，朦朧發

給墾照」的管道，藉無主荒地名義報墾番地陞科為民地；另一原因雍正朝為清理

田園及地稅改革，實施「番地漢墾戶首報陞科」，亦造成番地流失成為民地。1乾

隆朝前期，其番地政策雖曾恢復番地封禁與族群隔離的意圖，然其重點在防止界

外私墾，對於界內番地保護則欠周詳，僅消極採取禁止漢人貼納番租瞨買番地的

措施，直到乾隆中期，清廷方採取積極態度防堵，如藉由免納正供的「番大租制」，

熟番地得以免除陞科，杜絕屯番地流失的管道。〈柯志明，民 90：1-2、356-360〉 

 

                                                 
1 此一原因，亦為一般學界之通說。 



    有關平埔熟番於乾隆初期在西部海岸平原的番地流失殆盡而被迫離開原居

地向山區遷移，柯氏基本上是贊同「顛沛流離」之說法。而「番大租制」屬積極

保護番地措施，避免番地繼續流失，與 Shepherd 的見解一致，只是前者認為番大

租制僅只保障到土牛界附近之屯番地，Shepherd 認為整個西部平原的番地，皆因

番大租制而受到保護。柯志明有關乾隆初期在西部海岸平原的番地流失殆盡被迫

向山區遷移之見解，是依據柯氏自行繪製之十九世紀末新竹地區番租分布圖，（柯

志明，民 90：326-327）筆者無意指摘其完全以日據初期土地申告書據以繪製，

是否洽當？只是如果能再搜集清治時期竹塹社番契再加以印證，或許有關「乾隆

初期在西部海岸平原的番地流失殆盡」之說法，可能須要稍加修正。 

 

 

 

 

 

 

 

 

 

 

 

 

 

 

 

 

 

 

 

 

 

 

 

 

 

 

 

 

 



第二節 個論方式研究單一番社地權方面 
 

一、陳秋坤（民 86）所著之《清代台灣土著地權》一書 

陳秋坤研究指出清朝承認番社地權，前提是平埔族熟番部落必須向官府「任

土作貢」，獻出祖傳的地域範圍和人丁口數後，官府始承認他們的地權，規定該

番社按照成年男丁婦口，年繳一定數額的社餉（番丁餉），該社餉准予鹿隻折付，

此項措施有如在劃定番社之有形地界，限制他們的活動範圍；而社餉係以全社為

一單位，由通事或土目負責統收，並代為折交轉納官府。陳秋坤以臺灣中部巴宰

海族岸裡社〈今豐原及神岡附近〉為研究對象，岸裡社因多次助清平亂有功，官

府於是將鄰近番社土地賞賜給岸裡社，故其地權來源與一般歸化番社須向官方任

土作貢，官府再授予地權方式不同。本書以岸裡社土官潘敦仔〈乾隆 23 年繼任

通事〉家業之地權變遷為個案研究，分析巴宰海族部落如何受漢人私有地權規

範，將全社共同享有的鹿草地分割成以家戶為單位的私有產權，促使多數族人由

狩獵生活演變為漢人式的田園業主，陳秋坤認為國家政治力的介入對於土著地域

和部落生態環境的改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此說法與 Shepherd 見解一致；陳

秋坤研究指出漢人墾佃的地權習慣和商品化經濟，著實影響到土著地權結構及社

番依賴番租維持生活，並認為造成岸裡社「番業流失」的原因有三種情形： 
（一）番業主以割地方式與漢人換取水源，使岸裏社番得以引水灌溉從事水田稻

作生產。 
（二）番業主在租佃關係下分割田底權予漢佃，以致地權一分為二，番業主變成

只收租而不從事農作的租佃業主，漢佃每年交納定額番租，並得轉售田底

權。 
（三）番業主將田園租業典押給漢佃或銀主，形成「空有田業而無租可收」的空

頭地主（註：即本研究所稱「地權虛有化」）。〈陳秋坤，民 86：4-5、192-199〉 
 

所謂「番業流失」，在清律僅承認業主權代表土地所有權原則下，應指番地

的業主權歸漢人所有，對於上述第二種情形，番業不管是出瞨或典賣與漢人，每

年須向番業主繳納番租，因此番地業主權仍為社番所有，故應不屬於番業流失。

又番業流失之情形除上述的第一種及第三種情形外，還有下列兩種情形，其一，

墾戶招佃開墾「無主荒埔地」並取得土地產權：儘管清朝有意保護番社土地，地

方官員卻難以落實，致使漢民迭有侵墾事件，各番社領域通常以山川河流為地

界，為社群間所默許，然卻不為漢移民墾戶所遵守，墾戶藉口以「無主荒埔地」

而開墾土地，柯志明亦指出當時官府不查而朦朧發照給漢墾戶，是荒地流失的主

要原因；其二，社番將番地所有權或業主權杜賣給漢人：此類業主權的轉賣，依

清朝的番地律令是被禁止的，但是私底下的杜賣行為，官府似乎未能有效管制。 
 
對於岸裡社番業主將田園租業典押給漢銀主，形成「空有田業而無租可收」

的空頭地主方面，如果能再以日據初期豐原、神岡之番租數額或該地社番人口數



及分布情形，在論證上將更具有解釋力。至於陳秋坤以岸裡社 13 件載有面積、

小租權〈田主權〉典賣價格及大租額之番契，2比較大租額價格占小租權買賣價

的比例，從西元 1798 年至西元 1895 年，平均約為 2.5%，以此計算方法，兩者

價格差距達 40 倍。〈陳秋坤，民 86：154-158〉本研究以為，其未考慮以「收益

資本化利率」還原大租權收益價格，另外小租權典價與買賣價格兩者，依當時臺

灣民間交易慣例，仍有價差，應將小租權典價換算為買賣價格，再與大租權收益

價格相互比較。故陳秋坤有關大租額價格占小租權買賣價格之計算方式，實有待

商酌之處。 
 
陳秋坤在研究方式上和 Shepherd 不同處，在於不以清朝番地法令變動做為研

究主軸，完全以中部巴宰海族古文書做個案分析。另外台灣由荒埔發展為農作地

區，其認為基本上不是生產技術的革命，而是由於外來人口激增，開闢田園而來。

（陳秋坤，民 86：3）鳳山八社之地權型態演變是否和岸裡社的地權變遷過程類

似，有關產權制度變遷，是技術條件影響制度抑或制度變遷誘發生產技術的提

昇？本研究擬以鳳山八社地權制度變遷過程為例，予以探討。 

 

二、劉瑞華與林瓊華（民 90）之《臺灣土地開發歷程與原住民的土地流失─清

代竹塹社的產權變動研究》一文 

屬道卡斯族之竹塹社原居地在香山，雍正元年（西元 1723 年）清廷設淡水

廳，竹塹社歸入版圖，遷徙舊社，乾隆 14 年（西元 1749 年）再遷新社，因協助

清廷勘平民變，賜「采田福地」，乾隆 51 年因協助清廷平定林爽文有功，劃土牛

溝以東為竹塹社地，故竹塹社的地權在乾隆初期已獲得官府確立。隨著漢人人口

的不斷移入，竹塹社地的鹿場草埔不再提供足夠的狩獵產值，於是效法漢人，開

始從事招佃開墾的土地經營型態，充當起業主的角色。竹塹社給墾佃批的方式有

兩種：一是以全社名義由土目等為代表出面給墾；另一是由社番個人自行招佃開

墾。當土地產權仍屬番眾所有時，通常是以第一種型態給墾，為了配合土地利用

環境變化，竹塹社將社中草埔土地，區劃為公口社地和私口田業。前者歸通事、

土目等共同掌管經營，仍以全社名義給墾，所得收入作為納餉、祭祀及社中公務

等支出。至於私口田業的處置，通常按丁口平均分配，自管自收，於是形成私有

地權，並逐漸出現第二種社番個人招佃開墾的土地經營型態，而從竹塹社契約內

容，可推測乾隆末期以後，社番自行招佃開墾的現象應日漸普遍。（劉瑞華等，

民 90：55-59）就地權移轉方面，劉瑞華提出兩點結論： 
（一）產權結構由共有轉變為私有的過程中，並不意含竹塹社的土地支配權必然

流向漢人。 

（二）從契約內容中得知，竹塹社在土地私有權的執行已經相當的細密，土地契

                                                 
2一般番契同時載有土地面積、小租權〈田主權〉交易價格及大租穀數額者並不多，不僅是番契，

連漢人間簽立的契約，大多亦無記載，此與當時民間土地交易習慣有關。以本研究搜集之 111
件鳳山八社番契及地契中，同時載有上述三項資料者計有 15 件，資料搜集上誠屬難得。 



約內容與漢人相差無幾，土地移轉是在自願的交易下完成。平埔族與漢人之土地

交易，因受產權制度之保護，故未有出現不利的結果。（劉瑞華等，民 90：49-50、

64） 
上述第一點結論，該文僅以 7 張番契內容做論證參考，況且當中有 6 張番契

所載墾戶、佃戶皆是漢人，依當時一田二主的地權型態，漢人擁有田主權後，最

終即掌握到番地支配權，故番地支配權不流向漢人之論述，欠缺解釋力。至於第

二點交易契約是否公平？宜應搜集漢人之間交易契約做比較。縱然社番與漢人之

間交易契約公平，惟漢人憑藉社經之優勢，在社經條件差異下，自願交易成為經

濟強者支配弱者之工具，這種經濟條件的優劣，該文亦未考慮。 

 

劉瑞華以產權結構與生產活動做為分析對象，其基本論點是人口增加與生產

型態轉變將改變產權型態。劉瑞華指出竹塹社的產權制度在未受外來群體力量影

響前，屬傳統狩獵的社會，產權型態維持「團體共有」，當漢移民以其農業技術

進行開發，逐漸與竹塹社人發生土地資源的競爭，隨著漢移民的增加及清朝政治

力的介入，原由竹塹社支配的土地，逐漸由狩獵轉變為農業用途，伴隨著生產型

態的轉變，對應生產活動的產權結構由共有變為私有。劉瑞華係以「技術決定論」

觀點探討產權型態的變遷，因漢番之間技術差異，使農耕技術較高的漢人，利用

較高土地的生產力，在和平競爭下的土地交易，使漢人取得地權，並認為臺灣歷

史的土地開發過程中，平埔族狩獵社會的產權變化，卻是受外來因素所帶動的。

（劉瑞華等，民 90：49-50、51、54） 

 

三、陳秋坤（民 91）之《清代搭樓社人社餉負擔與產權變遷（1710-1890）》一文 

搭樓社為屏東平原鳳山八社之一，陳秋坤試圖運用土地契約文書，重建搭樓

社番的維生形式和產權變遷。搭樓社的傳統社地主要位於里港鄉搭樓村和後庄一

帶，近年來發現的土地買賣契約，顯示搭樓社番的活動範圍涵蓋高屏溪（下淡水

溪）上游兩岸，以及二重溪（位於里港街和土庫村之間，荖濃溪和隘寮溪支流武

洛溪交界）河岸等地區都有他們墾耕的蹤跡。陳秋坤列舉 7 件搭樓社番土地契

約，證明在西元 1782 年，搭樓社番淡毛寧在思馬安庄以佃戶身份，自備工本開

闢小型草埔成為「田主」並向業主繳納租榖。上述 7 件契約相關內容整理如下： 

  

搭樓社番淡毛寧在乾隆 47 年（西元 1782 年）向東振租館陳姓業主瞨墾思馬

安庄（高樹鄉司馬村）新圳邊兩片埔園，並投資工本開墾成園取得田主權，年納

業主大租 2 石 4 斗，淡毛寧因乏銀使用，將此田園轉瞨給漢人馮外管耕兩年，並

取得瞨租銀 50 員。兩年屆滿，淡毛寧之子阿蘭、斗丁再將田園出典馮外管耕五

年，典期屆滿時，阿蘭、斗丁未能備銀取贖，直到道光 9 年（西元 1829 年），淡

毛寧之孫林阿琳備銀向馮外之孫柯登科取贖田園。不過，林阿琳馬上將園地轉典

給另一名漢人廖氾柏，依據典契內容，林阿琳將祖父（即淡毛寧）瞨墾的埔園出

典給廖氾柏耕管七年，交換典銀 60 員。另外，原先需向陳姓業主交納的大租，



由 2.4 石增加為 4.4 石。七年之後，典約期滿（即道光 16 年），林阿琳再將埔園

出典給搭樓社楊容，典期十年（即自道光 16 年至 26 年，西元 1836-1846 年），典

價 300 員。同一塊田地出典價格，從 60 員暴增至 300 員，道光 19 年（西元 1839
年）典約尚未屆滿之前，林阿琳因乏銀別用，請求原典主楊容添典 33 員，連同

原典價共 333 員，典期未變。光緒 17 年（西元 1891 年）林阿琳之孫林何得，向

掌握這塊田園田主權的典主楊元鵬孫子楊福祥，要求「找洗」，依據這份地契，

可得知林阿琳在世期間始終無力取贖出典田園，在出典期間，銀主楊文瀾（即楊

容）、楊登輝父子又將田園轉典給另一名銀主楊元鵬，典價 333 員，另加利息銀

33 員（合計 366 員），林阿淋孫子林何得運用找洗名義，要求銀主楊福祥補貼 54

員，所謂找洗，原係賣主在杜賣或出典田地後，在無法回贖的情況下，要求銀主

或買主補貼若干銀錢，以便完全杜絕買賣。（陳秋坤，2002：1-5、24） 

 

陳秋坤指出該田園從出瞨、出典到找洗絕賣，整個典賣過程長達 109 年（西

元 1782-1891），且買賣雙方涉及四代，從淡毛寧子孫利用添典、找洗程序，向

銀主持續要求添補杜賣銀錢，可以觀察出傳統土地所有權結構的複雜性，一般所

謂田地買賣，並不是一賣就斷，而是需要多次的典賣、找價，方才杜絕斷根。（陳

秋坤，2002：18-23）而鳳山八社其他番社契約，是否有類似關聯性契約可資廣泛

驗證這種複雜的所有權結構？值得探究。 

 

 

 

 

 

 

 

 

 

 

 

 

 

 

 

 

 

 

 

 



第三節 關於探討屏東平原土地拓墾方面 
施添福（民 87）在《清代臺灣屏東平原的土地拓墾和族群關係》文中述及

遠在荷蘭時代，就有漢人在下淡水地區活動，大多屬於短暫或季節性流動。明鄭

時代的軍屯和民墾亦只限於下淡水以西的高雄平原，而不及於以東的屏東平原。

直到康熙 30 年以後，閩粵的福佬和客家移民，才逐漸深入鳳山八社的領域，至

康熙末年，客家系和福佬系移民各據屏東平原東西兩側的族群分布。〈施添福，

1998：1-2〉 

 

屏東平原為鳳山八社之主要生活空間，擅長農業經營的漢移民於雍正及乾隆

初期大量湧入後，首要之務是如何取得土地從事農業生產，施添福認為漢佃經由

下列管道入墾屏東平原而取得土地： 
（一）社番典賣或招漢佃開墾 

八社向來於舊社周圍皆有自墾田園，其後由社番各自分管，乾隆中期以後，

部分社番將墾成的田園杜賣給漢人（筆者註：杜賣番地田主權）。此類土地，屬

番社私有地，依清例免陞科納課，由社番每年向漢佃收取大租。 
（二）番社或社番立戶招漢佃入墾 
    八社各有領域，康熙年間即有番社，爾後並有社番自立戶名，向官府報墾未

墾社地，而招漢佃自備工本開墾，收取大租。 
（三）漢業戶以貼納番租招漢佃開墾 
    漢人以個人或合股方式立戶，並以貼納番租為條件取得番社土地，赴縣呈明

四至，經官府發給墾照，是為漢業戶。 
（四）漢業戶招漢佃開墾荒埔 

各社活動領域之內，由漢人以荒埔地請墾，開墾此類土地，向官府呈明並需 
由通土查明確實無人開墾及無礙番社田園，始由官府發給墾照，並招漢佃開墾，

墾竣後則向官府陞科成為民地。〈施添福，1998：20-23〉 

 
施文著重在鳳山八社賦額與公差負擔、漢移民如何開墾荒地、閩客衝突及番

界的變動，對於番社與社番間、漢移民與番社之間地權分配，及番業主地權權利

內容之變動，文中並未著墨，本研究就是在補充這方面研究領域之不足，並以番

契作有系統的實例驗證。再者，施添福指出，早在康熙中期以後，鳳山八社即發

展出雙冬稻作，然於乾隆中期後，因漢移民大量取得番社土地，爰紛紛離開舊社，

向沿山一帶遷徙，改耕旱園，甚而南下恆春半島，甚至越山遠徙花東縱谷，施添

福認為，此一事實引出二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其一、八社傳統生活領域並

不狹窄，各社丁口亦有限，為何必須遷離舊社，放棄固有的領域；其二、離開舊

社後，為何大部分捨棄較適合居住和耕作的沖積平原帶，而聚居於近山土地最為

貧瘠的沖積扇帶。上述兩項問題，施添福歸因於清治時期鳳山八社先是苦於長期

重課、重役（乾隆 14 年以前修建並保護穀倉）而日趨貧困，繼而於乾隆 55 年以

後被派撥進入沿山谷口守隘而離鄉前往山區，嗣因當地土壤貧瘠、洪水頻發終而



舉家東遷之故。〈施添福，1998：11-19〉基於施添福之見解，在乾隆中期以後，

八社紛紛離開舊社遷徙沿山潮州斷層一帶，是否代表乾隆中期以後鳳山八社在屏

東平原已無番租分布，八社為謀生需要，無奈遠離故居？其次，對於鳳山八社先

是苦於長期重課、重役而日趨貧困之結論，本研究認為，重課方面，在乾隆 2
年以前，鳳山八社番餉負擔的確比漢人重，乾隆 2 年以後，照漢人例，每番丁僅

課二錢，番社土地又免陞科徵糧；至於派丁前往番界守隘，官府抽調各社部分番

丁並分配養瞻埔地供養，故「重課重役說」應有不同階段時期之分別。 
 

 

 

 

 

 

 

 

 

 

 

 

 

 

 

 

 

 

 

 

 

 

 

 

 

 

 

 

 

 

 



第四節 理論基礎 
 

承上述各節相關文獻發現，Shepherd 是以國家如何透過法規與行政手段來干

預土地權力之分配，以達成其統治目的，陳秋坤是以土著部落、漢佃及官僚勢力

之間互動關係分析岸裡社地權私有化和商品化的過程，柯志明是以「族群政治」

的角度，說明清廷如何重新界定熟番地權，形塑族群關係，以利其治臺。上述三

位學者，基本上是以政治經濟分析方式探討平埔族群或單一番社地權課題。施添

福則以族群關係探討漢移民墾佃社會建立的歷程與族群遷移，劉瑞華是以產權分

析為核心，探討竹塹社的番地產權移轉過程。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鳳山八社地權制

度的變遷及其地權結構之演變，爰以制度變遷理論作為分析的理論基礎。 

 

原則上制度變遷是偏向以效率為觀點的解釋，即相對因素價格比率（即土地

／勞動、勞動／資本、資本／土地比率）的改變會造成更有效率制度之誘因。

（North，1990：7）有關制度變遷理論，本研究擬採財產權型態變遷模型

（property-right change）、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型（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及強

制性制度變遷模型（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作為本研究立論基礎。3 

 

一、財產權型態變遷模型 

從人類歷史發展觀之，財產權型態變遷大致經歷三個階段，首先是所有自然

資源皆屬開放性共用資源〈open-access common pool resource〉如同海水、空氣等，

任何人皆無財產權，或縱有權屬但任何人皆可使用；其次是建立排他性的共有財

產（common property），亦稱為封閉性共用資源〈closed-access common pool 

resource〉，屬於部落團體所共同所有（public ownership），明確權利關係，禁止非

部落成員侵入，多少已具備排他性質，部落每位成員可自由使用共有地，此後是

建立私有財產制度。〈Ostrom，1990；Furubotn and Richter，2000：98-102〉 

 

（一）從開放性共用資源到共有財產 

韓非子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

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4在原始經濟社會，人口稀少，

土地、動植物屬開放性共用資源，任何人或社群可自由進入或使用，人類只要依

賴狩獵採集就足以維生，不會有互相爭奪自然資源據為己有。是以，原始狩獵採

集經濟的基本規則是，所有資源都是每個人的財產，不屬於特定個人的財產，任

何人得以自由進入取得自然資源，在此規則下，每個人都可自由獲取、消費或使

用他所發現的動植物，故動植物數量充裕的時候，實無誘因去承擔建立財產權的

成本。惟當人口逐漸增加，隨著知識累積與試誤過程（trial and error），人類漸知

                                                 
3 本研究理論三種模型係參考 North（1981：60-89）、Furubotn and Richter（2000：70-75）、.Hayami
（1997：9-20）、Ruttan（1984）、林毅夫及王耀生（1997：83-95）等綜合整理而成。 
4 引自郁元英（民 61），「所有權之變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p2-3。 



狩獵弓箭的使用，會加速自然資源的耗費，為維持產權制度均衡，人類解決面臨

共用資源困境的辦法，就是建立排他性的共有財產權，於是促使部落在勢力範圍

上建立排他性的財產權（exclusive property rights），部落共有財產於焉建立。 

 

（二）從狩獵採集轉變為農業生產型態 

人類由狩獵採集轉變為農業有三種理論闡釋，本研究認為以 Lewis R.Binford 

和 Kent Flannery 的人口成長理論較符合本研究課題之分析觀點，5該理論考量人

口成長形成的遷移，對資源存量產生壓力，並在各個團體之間引起生存競爭，

Binford 認為，在特定區域內，不同的社會文化團體之間產生不均衡，從接受遷

徙地區（recipient  zone）的觀點而言，移民團體的遷入會擾亂該地區人口密度均

衡，人口密度增加後，會減少資源存量，使遷入地區造成生存壓力，有益於發展

提高生產力的方法。另一方面，侵入團體面對新的環境，將會採取適應性的調整

措施，有助於在遷入地區發展出更有效率的生存技術。（North，1981：77-79） 

    而 Diamond Jared 基於人口增加及遷移的觀點，歸納出人類由狩獵採集轉變

為農業之五個主要因素，分別是︰ 

1.野生動植物資源日漸稀少，狩獵採集的投資報酬率日益低落，維持狩獵生計困

難。 

2.可供馴化的植物越來越多，提高培育作物的報酬。 

3.生產糧食的技術如採收、處理和儲藏不斷改進，此為日後從事農耕生產不可或

缺的條件。 

4.人口密度增加，需要更多農產量。 

5.在狩獵採集族群與定居農耕族群的地區，狩獵採集族群有兩種命運：狩獵採集

族群將被數量優勢的農業社群所取代；如有地理障礙阻隔農耕族群移入，狩獵採

集族群在一段期間適應農耕生活時，最後也會成為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此種情

況 Diamond Jared 舉出兩個顯著例子，美國加州以狩獵採集維生的印地安人，靠

沙漠阻隔亞利桑納州的農民，在澳洲狩獵採集的土著，以大海阻隔印度尼西亞與

新幾內亞的農民。6 

 

由是以觀，當人口持續增加時，農業的生產型態，從財產權的效率來看，應

優於狩獵的生產型態，由圖 3.顯示：假定資源存量是由生物條件所決定，勞動力

是固定的，狩獵採集勞動的機會就是狩獵採集的邊際產值曲線，當增加狩獵採集

勞動力時，會受制於報酬遞減，此時部落感到狩獵的報酬仍大於進行次優生產活

動的報酬時，他們就會進行狩獵，結果狩獵者過多，當超過某一程度以後，資源

存量就會下降，所有狩獵者的成本都會上升（生產力下降），狩獵勞動的邊際產

值（VMPH）在經過一段固定報酬的時期 OQd 以後開始就會下降；惟只要狩獵的

                                                 
5 其他兩種理論為 Robert J. Braidwood 的核心區域理論及 Gordon Childe 的氣候變化論。 
6參閱戴蒙.賈德（Diamond Jared）（1997）著，王道還等譯（1998），「槍砲、病菌與鋼鐵—人

類社會的命運」（Gun, Germs, 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Society），臺北：時報文化，p120-123。 



生產力仍高於次優選擇如農業生產型態，就難以阻止新狩獵者的加入，如果禁止

新加入者利用這些資源，其勞動邊際產值就不會繼續下降，當部落人口急速增加

時，VMPH 在 OQc 以後開始低於農業的勞動邊際產值，此時部落就面臨必須放棄

狩獵生產，由農業取代狩獵生產。 

            

 

 

 

 

             

 

         O 

                         Qd     Qc      人口/勞動力 

 

圖3 農業與狩獵採集的邊際產值 

資料來源：Douglas C. North, (1981)，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p75。 
 

（三）從共有財產到私有財產 

當某一區域土地屬於部落所有時，部落成員突然在這塊土地上比別人多牧牛

一倍，它帶給部落每個成員的損失微乎其微，然而從中得到的利益多出一倍，如

果此時不去制止它，爾後別人也會起而效尤，放牧更多的乳牛，必然會導致惡性

競爭，人類是自利的追求者，競相使用共有地，此共有地終將因過度利用而陷於

無效率的資源錯置〈misallocation of resources〉。而對於共有財產問題之解決，Posner

認為假如排他性成本〈exclusion costs〉較高時，私有財產並非唯一解決資源有效

利用之制度，
7
而 Posner 進一步認為有效率的財產權機制須具有三項準則：即財

產權之普遍性、排他性及可移轉性，特別是可自由移轉的財產權在市場經濟扮演

基本的角色，如阻礙其移轉，將會減低財產的效率，基於上述原則，個人會經由

占用行為〈appropriate actions〉，使財產價值產生極大化，並因而增加國家的財富。

〈Furubotn and Richter，2000：74-75、103-104〉 

 
從上述財產權型態變遷模型觀點得知，共有財產制度是不合經濟效用的土地

生產關係，無論就經濟效率面或定居農業生產型態，財產權制度變遷模型最後是

由共有財產趨向私有財產制度，質言之，最有效的土地產權制度是朝向私有地權

制度演變。對於本研究而言，財產權變遷模型提供鳳山八社番地從共有地權變遷

為私有地權的解釋過程，然而從鳳山八社地權制度變遷過程中，部分番地仍屬番

社共有型態，且延續至日據初期，本模型對於此種情形未能釋明；倘在共有財產

                                                 
7假如排他性成本較高時，共有制可能比較好，但必須有法規制度據以執行，如應明確規定村落

共有土地可放牧若干隻牛的法規。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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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採集的邊際產值 
（VMPH） 



制下，明確規定法規制度據以執行，或建構所有權與管耕權之分割地權型態，是

否亦有經濟效率？此為本模型論述不足之處。 

二、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型 

誘致性制度變遷（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是指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新

制度安排的替代，是由個人或團體在獲利機會受影響時所自發性提倡、組織和執

行，故誘致性制度變遷必須在原有制度安排下無法得到獲利機會所引起的。8在

誘致性制度變遷領域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技術變遷依賴制度變遷（制度

決定論），另一種觀點是制度變遷依賴技術變遷（技術決定論），第三種觀點是技

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相互影響。 

 

（一）技術變遷依賴制度變遷（制度決定論） 

有關地權制度的形成，經濟史學家 North 曾經指出，人類歷史會從狩獵走向

農耕文化，是因為人口成長壓力漸增而競用共同財產，使狩獵的勞動生產力大為

降低，因而不得不朝向建立排他性的共有權邁進，其進而指出，生產方式由狩獵

型態轉向農耕型態，須有產權變遷與之配合。（North，1981：81-86）故制度變遷

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原因，North 將西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因於人口的增加導

致資源的稀少性，支配產權規則的制度，因而發生變遷。依 North 的觀點，當經

濟組織是有效的，才會促進成長，有效的經濟組織可能會修正產權制度，以便減

低創新活動中私人報酬與社會報酬的差距。North 強調制度變遷比技術變遷更為

優先的觀點，他將集約的耕作制度視為對相對要素價格變化而非技術變遷的反

應，並認為市場經濟的擴張，即便沒有發生技術變遷，也能提高平均收入。 

 

是以，排他性財產權制度的發展，是促使人類從狩獵採集轉變為農業生產的

誘因，North and Thomas 認為在共有財產制度下，人類缺乏改進生產技術以增加

生產效率的動機，而排他性財產權，不但促使人類具有改進生產技術的誘因，以

提升效率或生產力，進而獲取更多的知識和新技術。（North and Thomas，

1977:229-241） 
 

（二）制度變遷依賴技術變遷（技術決定論）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技術變遷（生產方式的變化）與制度變遷（生產關係的變

化）之間具有關連性，認為社會制度結構基本上是以技術為條件，當社會的物質

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與現存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這種財產關係便由生產

力的發展，變成生產力的桎梧，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來臨，隨著經濟基礎的變

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制度）也會發生變革。9 

                                                 
8參林毅夫（1990），〈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收錄於《財產

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84-385。 
9參林毅夫（1990），〈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收錄於《財



因此技術變遷提供經濟制度或社會組織變遷動態的力量，處於支配的地位，

而制度是靜態的因素，Marx 將技術改變視為變遷的開端，而不把人口成長視為

變遷的原動力，技術的改變引導生產技術進步，而生產技術的潛能，不能在現有

經濟體制中實現時，其結果是激勵新興階級推翻現有制度，並發展出新財產權，

使該階級將新技術的潛力得以實現。Marx、Engels 並以中古世紀封建土地制度為

例，指出制度的變遷得花時間，因為特權階級享有排他的財產權，他們會強烈抵

擋變遷。結果，即使制度的設計一開始可好好開發社會生產潛力，但是後來技術

進步與資本累積之後，它卻變得與物質生產條件變化情形顯得格格不入，不過它

仍然存在。換言之，一旦制度被用以執行推動經濟發展，但它可能是進一步發展

新技術體制(technology regime)的絆腳石(fetter)，而制度與生產潛力得以發揮之間

的差距,最後會因為暴力的政治革命得以弭平。（Hahami，1997：14-16） 
對於 Marx 之技術決定論，North 認為 Marx 過分強調技術而忽視其他變遷的

來源，例如輕視人口變化在歷史中的重要角色，因在技術沒有顯著改變的情況，

或者在技術變動沒有具備實現其潛力所須組織變動的情況下，技術本身並不能單

獨解釋許多長期的變化。（North，1981：60-61） 

 

而有關人口變化與生產技術變遷之間關係，John R.Hicks 提出誘致性技術變

遷（induce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理論，如圖 4：代表某單一農產品的生產函

數，由三個生產要素勞力、資本及土地的投入而產出農產品，橫軸代表勞力，其

價格呈現在縱軸上，縱軸代表土地，其價格呈現在橫軸上，P0P0 與 P1P1 為相對

價格線，土地代表自然資源，假定資本是過去勞力投入的累積而成。上方 A-L
象限代表生產某一單位農產品時土地和勞力組合的等產量曲線（isoquant，I0、I1

為等產量曲線），即單位產出土地與勞力的替代關係，在 OL 線下方的 L-K 象限

代表資本和勞力的互補關係（因資本是過去勞力的累積，增加勞力支出同時亦增

加資本支出，故 L 與 K 非替代關係屬互補關係），例如，如果農民從事刀耕火種

式游耕，他以自己勞力施用少量資本，以短柄鋤具、掘棍耕種大區域土地，然而，

如果農民以較集約勞力與節約土地的方式從事定耕農業，必須增加資本改良耕地

（如砍樹根去除石塊闢梯田並設柵欄）及需要較以游耕方式為多的多種農具與設

備，因此以勞力替代土地的生產方式，經由土地的集約使用，勢必伴隨著資本／

勞力（K／L）比率呈指數型成長（即 OZ 曲線呈偏向 K 軸彎曲，在 OZ 曲線上

ΔL／ΔK 的斜率遞減），為說明這樣的關係，故 OZ 曲線呈現凹向原點的曲線。 
 

在 A-L象限的 I 曲線代表創新可能曲線〈innovation possibility curve〉，

定義為：在特定期間內人類知識及能力下，所能發展出的所有可能技術條件相對

應的單位產品等產量曲線。相對應於人類能力的提升及知識的累積，使得創新可

能曲線隨時間經過而改變（在期間 0的 I0移至期間 1的 I1，如圖 4.所示）。依照

誘發性技術創新理論，在期間 0 時發展出並採用一特定技術的 i0，因為 i0是此

                                                                                                                                            
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86-387。 



特定技術下能使得在土地及勞力的價格比例 P0 下得到最低的生產成本，反應出

在這期間這些生產因素的相對稀少性，換言之，i0是經由生產者在所有可能條件

下（I0）努力使生產成本達到最低的 a點。 

如前解釋，假定勞力及資本的互補性與土地的替代性，在 a 點（OA0／OL0）

土地勞力比例與在 d 點（OK0／OL0）的資本勞力比例相對應，又資本假定是過去

單獨一項生產因素勞力的產出，即資本價格與土地價格相對價格比例被認為與勞

力及土地價格比例的關係，大部分是平行移動的。 

假定時間經過從期間 0 到期間 1，土地相對稀少性更趨明顯，結果使勞力對

於土地的相對價格減低，即 P0 移至 P1（數量與價格呈反向關係，故勞力多土地

少，相對勞力價格低土地價格高。P0P0 與 P1P1 為相對價格線），同時，創新可能曲

線將從 I0 移向較接近原點的 I1，反應單位等產量曲線向內移，代表單位產出所需

的生產要素投入變少，相對於時間的改變及所有的改變，生產者在 I1 的生產可能

條件下採用 i1 的技術時，c 點將是最佳選擇。 

 

然而，除非在 i1 的技術條件已真正被發展出來，生產者在時間經過勞力土地

相對價格變動的同時，仍將沿用舊的技術 i0，因此生產者的最佳組合將僅是在 i0

上從 a 點移至 b 點，生產者從重覆的嘗試錯誤中摸索，例如科技研發，使得新技

術 i1 成為可能，在誘發性技術創新理論的基本前提是生產者所能獲致的期待利益

（或成本降低），可從 b 點移至 c 點，即 P1 至 P’1 兩點間的距離衡量而得，如此

使得生產者會努力從事技術創新，由 i0 提升至 i1。（Hayami，1997：16-19） 



圖4.誘致性技術創新模型 

資料來源：Yujiro Hayami（1997），Development Economics-from the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p17。 

 
總之，誘發性技術創新理論在說明生產技術的創新，從狩獵採集生產轉變為

農耕生產的過程。當人口稀少而可用土地是無限制時，從野生動植物獲得食物是

最佳的技術（i0），i0 為生產食物的最低成本。假如人口增加時，會提升土地稀

少性（從 P0到 P1），如果狩獵採集是唯一的糧食生產，則在有限的土地將很難增

加食物供應（從 a 到 b）。假如，農業生產技術 i1變為可能時，人類將在相同土

地資源下以較低的成本生產較多的糧食（即 b 到 c），此生產技術的進步，驅使

原始狩獵採集方式轉為尋找增加可用動植物再生產的方式。故誘發性技術創新理

論是在解釋最少生產成本，在圖 4中，I 曲線向 c點移動，表示變遷和要素稀少

性 是 有 關 的 ， 依 稀 少 資 源 投 資 的 最 適 化 （optimizing scarce investment 

resources）概念，以有限資源分派生產，當依稀少資源決定其最大報酬，如土



地相對於人力較少時，土地應做集約利用；倘土地相對於人力較多時，屬勞力集

約利用的生產方式。（Stevens and Jabara，1988：116-119）故當狩獵採集生產

在面臨人口增加的壓力，將誘發省地型的技術創新，在既定勞力投入下，結合新

的生產技術，以提高土地生產力。10 

 

誘致性技術創新理論在說明生產技術變化與資源秉賦會影響制度的供給與

需求，該理論認為資源秉賦（endowments）的改變將誘發技術性的變遷，人口稀

少而土地無限時，人類只要依賴狩獵採集就能生存，不會有互相爭奪自然資源據

為己有，因沒有搭便車（free rider）的問題，就沒有建立財產權的誘因。而當狩

獵採集面臨人口密度增加的壓力，人類會尋找增加食物產量的方法，技術創新之

高利益為生產者所期望的，並期望資本累積成果得以保有，這就需建立財產權。

然而技術創新利益所形成之財產權的指定與保護，不可能由生產者獨自實施，有

賴社會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來達成，集體行動不只是要設立制度以配合

生產技術的改進及提高投資誘因，還要配合生產技術而有大規模社會定常資本

〈social overhead capital〉之投資。是以，適當的制度必須提供，以便有效

組織人民進行集體行動。（Hayami，1997：19-20） 

 

上述之制度決定論與技術決定論兩者論述究竟有無共同點？North 之制度決

定論主要歸因於人口的增加導致資源的稀少性，支配產權規則的制度，因而發生

變遷，促使人類具有改進生產技術的誘因。而 John R.Hicks 之技術決定論在說明

生產技術變化與資源秉賦會影響制度的供給與需求，該理論認為資源秉賦的改變

將誘發技術性的變遷，人口稀少而土地無限時，人類只要依賴狩獵採集就能生

存，不會有互相爭奪自然資源據為己有，因沒有搭便車的問題，就沒有建立財產

權的誘因。由上述可知，兩者共同點是建立於人口的增加。 
 

（三）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相互影響 

上述有關技術變遷或制度變遷相對優勢的觀點，各有所持。Ruttan 指出技術

變遷與制度變遷之間互有依賴性，對兩者的需求原因是非常類似的，當土地價格

相對于勞力價格的提高，誘發減少對土地的彈性供給，導致生產性的技術變遷，

同時也導致配置土地的產權制度變遷。11 

 

另外 Hayami 亦提出「技術發展過程會導致制度變遷的產生，而制度變遷反

過來又會對技術變遷需求構成有力的來源」之觀點，Hayami 以為，人類史上由

狩獵與採集經濟轉向農業經濟的新紀元變遷，其基本的誘發力量即是在人口成長

                                                 
10技術創新類型分為中性型創新、省力型創新及省地型創新三類。請參顏愛靜（民 88），「農地

利用理論之分析」，收錄於現代地政理論，ｐ31-39。 
11 Ruttan（1984）著，虞虹（1990）譯，「誘制性制度變遷理論」，收錄於〈財產權利與制度變

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p331-339。 



壓力下，自然資源的稀少性漸增所致。當人口持續增加致使野生資源開發量超過

再生能量時，狩獵與採集經濟就不能維持。為避免發生資源耗竭的危機，則狩獵

者要設法豢養動物繁衍增殖，並且種植作物以利未來收穫。而要將野生動、植物

轉化為生產性資本，必須累積知識，確認何種動、植物得用那種適當方法養殖、

栽種。於歷經無數次的嘗試錯誤過程，所獲取的進步農技是無形資本的投資來

源。此係在自然資源漸趨稀少下，為求維生而誘發擴大再生產的努力過程。 
然而，這種技術性知識進步固然必要，但仍不敷農業基礎經濟體系的發展之

需。這種發展需要制度變遷，亦即建立可生產資源的財產權。在原始狩獵採集經

濟的基本規則是，所有資源都是每個人的財產，但不屬於特定個人的財產，故得

以自由進入取得自然資源。在此規則下，每個人都可自由獲取、消費，或使用他

所發現的動植物，如果有人想要從事農業生產，就會面臨排除他人取走他所豢養

或種植動、植物的困難，從而減低他從事農業生產的動機。為避免上述情形產生，

則須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明確界定財產權，以便想要致力於投資在生產性資本的

人，可以排除他人使用，循此農業文明發展路線，財產權便首度指定給動、植物，

嗣後擴充到涵蓋農地。這種財產權一經指定後，所有權人就會有強烈誘因去投資

改良土地，從移開石頭、去除樹根，到築籬、闢梯田、灌溉與排水等皆屬之。而

財產權的形式也從部落或村落的共有財產權轉化為由住戶或個別的私人所有

權，有強烈的排他權，並有誘因從事私人投資。(Hayami，1997：12-13) 
 

（四）本研究分析觀點 

制度決定論的基本論點是產權制度決定生產力或生產型態，決定經濟成長的

因素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的因素，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成長的關鍵，

一個有效率經濟組織的產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財產權，以便對經濟

活動產生激勵效應，進而有創新技術的研發，使個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故人類

經濟活動從狩獵採集、游耕游獵至農耕生產型態，係決定於產權制度，如果本觀

點成立，則鳳山八社從十七世紀以前游耕游獵至十八世紀以後的定居農耕生產型

態，是產權制度變遷的結果，惟從在清治初期，臺灣第一任知府蔣毓英在康熙

23 年至 27 年（西元 1687 年）期間，記述鳳山八社社番以耕田為生的景象，當

時正是十七世紀期間，產權制度尚未有明顯變遷，社番並無產權的概念，番社地

權仍舊屬於共有型態，是以，制度決定論不適用本課題之分析。至於「技術變遷

與制度變遷相互影響」之論點，係指制度會影響生產技術，同時生產技術進步後，

現存制度也會配合技術而改變。本研究以為，鳳山八社原來不諳水田稻作之農耕

技術，因漢民族農業性移民帶來農耕技術後而學習之，其產權制度因而受影響，

完全適應漢人私有地權觀念，而社番並未因私有制財產權而發展或改進不同於漢

人之生產技術。故誘致性制度變遷縱有三種不同的論點，本研究認為 John 

R.Hicks之技術決定論較符合鳳山八社產權變遷過程。茲說明如下： 

 

在十七世紀以前，臺灣南部屏東平原全部為鳳山八社傳統活動領域，十七世



紀初期，在荷蘭入臺之前，在臺漢人以漳州和泉州人為主，人數只有三千多人，

（連橫，1983：202）居住於臺江〈今安平及鹿耳門附近〉、打狗〈今高雄〉及笨

港〈今北港一帶〉，臺地的開墾，僅限於上述地區。西元 1624 年起荷蘭統治期間，

雖鼓勵漢人移居臺灣，以遂行其米糖經濟之利益，惟因當時在臺漢人至多六、七

千人且皆集中在臺南及高雄平原一帶，屏東平原尚未成為漢人開拓之區域，部分

番社雖臣服於荷蘭，但其傳統領域土地，尚未受侵墾。明鄭時期實施屯墾，命駐

軍各鎮開墾「番地」，主要開墾區域仍在今嘉義縣、臺南縣及高雄縣一帶，軍屯

範圍未及於下淡水溪以東的屏東平原。甚至在清康熙 33年〈西元 1694年〉，屏

東平原除鳳山八社外，只有一個漢庄，稱為萬丹民社。誠然，在十七世紀末期屏

東平原仍是一處漢移民形容為「土多瘴氣，來往之人恆以疾病為憂」之荒埔地。 

當時鳳山縣面積有四千八百里，屬於屏東平原之港西里及港東里面積合計有二千

二百八十五里，幾占鳳山縣全縣面積一半，〈盧德嘉，1894：11-15〉而屏東平原

鳳山八社在康熙 55 年總人口數為 4,345 人。 
 

    從上述數據得知，在十七世紀末期以前，屏東平原是一處地多人稀之未開墾

地，根據鳳山知縣王瑛曾的說法，在康雍年間很少見到七年以上的野鹿，閩浙總

督覺羅滿保奏摺中亦談及在十八世紀初期，鳳山八社部分社番尚以捕鹿供納番

餉，十七世紀末期郁永河之《裨海紀遊》中，曾對西拉雅族之民族特性與生活型

態做以下描述：「平地近番，冬夏一布，粗糲一飽，不識不知，無求無欲，自游

於葛天無懷之世，有擊壤鼓腹之遺風」，其生活方式為「終歲不知春夏，老死不

知年歲，寒然後求衣，飢然後求食，不知預計也」，從事狩獵採集端視基本生活

需求，不會未雨綢繆，亦無預先計畫的觀念，故「土番又不務稼穡，當春計食而

耕，都無蓄積，地力未盡，求闢土千一耳」，且「室無居積，秋冬之儲，春夏罄

之」。（郁永河，1697：72、74、51、83）可見在十七世紀以前，鳳山八社對土地

利用方式為原始旱田游耕及游獵，對土地的概念與漢人不同，當時鳳山八社僅有

使用土地或在荒埔地狩獵捕鹿概念，土地為共同之生產手段，土地為番社共有，

社番皆可使用，毋須據為己有。 

 

    在清康熙 40 年以後，因渡台禁令漸為鬆弛，偷渡者日益增加，禁令成為具

文，肇致內陸人民偷渡來台接踵而至，且多私自越墾荒埔地。康熙 50 年鳳山縣

官府正式查定的漢人丁數已達 4,078 丁，流民尚不計在內，已超過鳳山八社人口

數。乾隆 26 年〈西元 1761 年〉漢移民人口數達 123,237 人，鳳山八社領域內人

口密度增加，因而減少土地資源的存量，使遷入地區造成生存壓力，而漢移民又

是屬於農業性移民，引進水田稻作的生產型態，誘使社番使用定居農業的生產技

術，對於土地而言，由使用土地變為占為己有的概念，故而形成排他性的地權制

度。 

 

由上述鳳山八社私有地權形成的過程窺知，在十七世紀以前，其生產型態屬

於游耕游獵，耕作方式為一年一易之糊口式農耕，生產技術屬初級農業生產，因



地廣人稀，依賴游耕游獵就能生存，毋須尋求增加產量的生產技術，亦不必將土

地據為己有。及至十七世紀以後，屏東平原受到漢移民入墾並引進農業生產技術

後，因人口密度增加，土地資源存量相對稀少，鳳山八社面臨生活空間限縮及生

存壓力，只好學習漢移民水田稻作定居農業生產型態，因而導致番社地權型態由

共有變遷為私有地權。故以鳳山八社產權變遷過程觀之，本研究是以技術決定論

做為分析的觀點。 

三、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型 

假設在一個由人、土地、農耕技術和武力構成的團體，該團體並無政府和法

院，人們靠農耕生產糧食為生，由於無土地產權制度，某人在一特定土地的權力，

不為其他人所承認，於是經常發生掠奪土地生產力、竊取農作物或相互鬥爭的情

形，為維護自己的勞動成果，須有一經濟規則或制度規範，以界定團體中每人使

用土地的權力及範圍，故須有國家力量的介入，方能使該團體得到最大利益。因

此專門負責維護財產權的機構，國家（政府）即形成，土地產權制度因之建立，

人們為換取國家提供財產權保護而向國家繳納的酬勞就是稅收，國家對於建立產

權保護制度具有貢獻，因明確的產權保護制度，團體終將把多數資源用於非生產

性的防止財產權侵犯上。故國家的主要功能是供給制度，國家的干預可以補救制

度供給的不足，其具有以強制手段壟斷制度安排，強制推行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

所不能提供的制度安排。12沒有國家，制度不均衡的現象將無法消除，國家的制

度作用，在經濟方面，特別體現在產權制度的供給上，在產權制度上，國家具有

明顯優勢。離開國家，不可能形成和維持一種有效的產權制度，正如 North 所言，

離開產權，很難對國家作出有效的分析。 

強制性制度變遷（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指的是由政府法律或行政規則

強行實施的制度變遷，其在補充誘致性制度變遷所造成的制度失衡，強制性制度

變遷推動的主體是國家，國家憑藉其強制性政權力量，可以強制實施某種制度，

國家所進行的制度變遷活動不需要一致同意，社會成員無論同意與否都必須執行

政府制定的制度，無須付出協調成本。不過強制性制度變遷會受到官僚組織和集

團利益衝突之影響，統治者不是個單一個體，而是一系列官僚機構構成的，每一

個官僚組織都是一個理性個體，其利益與統治者的利益並非完全相符，故由統治

者建立的制度，常由於各級官僚機構執行偏差與陽奉陰違，很難完全符合統治者

利益，有時，成為各級官僚機構利益最大化之制度。 

 
現實社會所發生的制度變遷，往往是強制和誘致的某種折衷形式，因兩種

制度變遷方式各有其適用的領域和方向，某些制度只能透過政府的強制性行為來

改變（如法律），另一些制度則適合於個人或團體的行動。兩種制度變遷又是互

相補充的，當下層組織的盈利性行為滿足不了社會對制度的需求時，就需要由國

                                                 
12 參林毅夫（1990），〈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性變遷〉，收錄於《財

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頁 394-395。 



家藉由強制性行動來補充，國家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並不是憑空產生的，通常總是

先有某些個體和組織的自發性創新行為，然後這種行為得到政府的認可並強制執

行。13 

 

由上述瞭解，政府的作用在於供給及執行制度，沒有政府，倘由誘致性制度

變遷所導致的制度失衡現象將無法消除。鳳山八社開始習得定居農耕生產型態，

在漢移民私有地權觀念的影響下，亦產生占有並據為私有的觀念，為防止漢移民

不斷開墾荒埔地，影響社番生計，清廷承認番社的地權，漢移民如有侵墾番地，

官府則以強制手段令其「斷還歸番」。另者，當番社地權私有化後，因社番處於

經濟上弱勢，不能任由社番杜賣番地，因而喪失番地，官府限制社番的處分權能，

禁止將番地產權完全杜賣給漢人。基此，姑且不論清廷是基於族群安定為由，以

有別於漢人得以自由移轉業主權，特別以法律限制社番地權，其目的就是在防止

社番地權的流失。 

 

 

                                                 
13參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頁 86-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