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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分析 
 

第一節  土地所有權之歷史意涵 
 
土地所有權是社會之產物，為一種歷史的概念，而非必然、確定不動的邏輯

觀念，乃因歷史的演變，隨著某社會或某時代之政治經濟情勢之轉變而變化的概

念。1從比較法制史而言，土地所有權之原始型態有二，一為羅馬型（或稱羅馬

法）土地所有權，另一則為日耳曼型（或稱日耳曼法）土地所有權。2 
 
一、羅馬型土地所有權 

 
羅馬型土地所有權出現於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五世紀之羅馬，係以商賈貿易

經濟為其主要背景，重在抽象之經濟價值，認為土地所有權是一種絕對排他的權

利，權利之行使有絕對的自由，採一物一權主義。至於用益物權之設定，僅為所

有權之權能因一時分裂所致，若用益物權消滅時，所有權即立刻回復其原本完全

支配之狀態，因此羅馬型土地所有權具有 1.完全支配性之所有權概念、2.帶有強
烈之個人主義色彩、3.對土地之「交換價值」較為重視；等三種特性。羅馬型土
地所有權在中世紀時，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而開始進入頗長時期之「冬眠」狀

態，直到十七、十八世紀，英人洛克 John Lock（1632-1704）主張「個人主義之
自然法論」，嗣後經法人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之精粹與闡揚，
終於成為十八世紀以後歐陸社會之主要法律思潮，羅馬型所有權的思想，在此種

自然法衝擊下，逐漸復甦。3 
 

二、日耳曼型土地所有權 
 
日耳曼型土地所有權出現於中世紀之日耳曼地區，帶有極濃厚的封建色彩，

係以農業經濟為其主要背景，著重在具體之利用價值，認為在同一土地上可併存

上級所有權（管理所有權），與下級所有權（利用所有權）；前者乃領主或地主對

                                                 
1 參閱戴炎輝（1966），《中國法制史》，臺北：三民，頁 283；謝在全（1989），《物權法論》，臺
北：作者自版，1990修訂版，頁 136。另有論者區分近代「土地所有」與「土地所有權」間不同
之意涵，認為二者存在一種對應之關係，即近代歐陸法系諸國，藉由其法典型式的近代所有權法

規範的奠定與施行（包括 1804年法國民法、1893年日本舊民法以及 1898年明治民法等），才將
該國歷史現實上未必發展成熟之「土地所有」型態，以國家實定法的運作而加以「近代化」，意

即近代「土地所有」係透過近代「土地所有權」的法律建制，而得以在其社會上成熟，為必免混

淆而有將「土地所有」改稱以「土地法律關係」之情形；參閱魏佳弘（1996），《從業到所有權─
臺灣土地所有權概念建立的經過》，臺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15；本文認為該論點
亦已間接闡述了「所有權是歷史概念」之意函。  
2 參閱溫豐文（1984），《現代社會與土地所有權理論之發展》，臺北：五南，頁 10；戴炎輝（1966），
前引書（同註 1），頁 284。 
3 參閱溫豐文（1984），前引書（同註 2），頁 10,12-13；謝在全（1989），前引書（同註 1），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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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直接享有管理、處分權，即對土地具有支配之權能；後者係指農民向領主或

地主繳納一定地租，而對土地有使用、收益之經濟權能。上級所有權之管理、處

分權與下級所有權之使用、收益權是上下重疊、相對之關係，因而又稱為分割的

所有權，這種分割的所有權係透過上、下級所有權之交互作用，彼此相疊合之協

力關係而表現出來。一般而言，領主與受封者（家臣或農民）之間的關係，須透

過身分關係之媒介，受封者對領主宣示效忠，然後基於此種人格之從屬關係，領

主始將土地賜予受封者使用、收益。因此，身分關係與土地權利之結合，可說是

日耳曼型土地所有權之特色，在十八、十九世紀以後，受到啟蒙思想及資本主義

興起之影響，而逐漸解體。4 
石田文次郎（1927）指出，日耳曼法之所有權，不僅得為量（quantitative）

的分割，且亦得為質（qualitative）的分割；前者為數個分割所有權，被分割所
有權之一部分，皆有同一內容，與未分割前之完全所有權性質相同，僅範圍有所

差異；後者乃是將所有權分解為各種機能，被分割部分與未分割前之完全所有權

性質不同，被分割所有權之一部，其內容亦各有不同，例如將所有權分解為處分

權與利用權。在日耳曼法中，所有權與其他物權亦無明顯區別，一物於某種關係

下，受一人之支配，而在其他關係下，亦得受他人之支配，如管理處分之權能為

領主所有，使用收益之權能為受封者所有，此乃為質的分割結果。5有關羅馬法

與日耳曼法土地所有權內函之差異，以及日耳曼法土地所有權中質的分割之特性

可表示如圖 2-1-1及圖2-1-2： 
 

 

 

 

 

 

 

 

 

 

 

 

 

                                                 
4 參閱溫豐文（1984），前引書（同註 2），頁 11-12,30-31。魏佳弘亦指出，在封建土地所有的型
態中，農民土地所有權的建立，是一種封建世襲的土地「保有」，學說上稱封建領主所擁有者為

分割所有權理論裡的上級所有權，相對於此，農民僅在負擔封建義務的前提下，事實上行使土地

占管耕作的機能，因此被視為擁有下級所有權，若將此種農民的土地保有視為是所有或所有權的

根據，即凸顯農民對其土地的繼承性與處分的可能性；參閱魏佳弘（1996），前引論文（同註 1），
頁 11。 
5 參閱印斗如譯（1959），石田文次郎著（1927），《土地總有權史論》，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
臺灣土地銀行，1970年再版，頁 101-109,127-128。 

圖 2-1-1：完全所有權之型態       圖 2-1-2：上級與下級所有權之型態 
資料來源：印斗如譯（1959），石田文次郎著（1927），《土地總有權史論》，
臺北：中國地政研究所/臺灣土地銀行，1970年再版，頁 246-250。 

Ｐ Ｐ Ｐ Ｐ 

Ｐ Ｐ Ｐ Ｐ 

 國家(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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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圖 2-1-1 中顯示，各所有權人（Ｐ）可完全支配自己之財產（○），擁有
完全的所有權（實體框所示），與他人並不相干，立於獨立之地位，且不

存在法律上之義務。石田文次郎指出，此種所有權型態惟存在於學理上，

與羅馬法之所有權觀念相同。 
2. 圖 2-1-2中顯示，在各財產之上成立雙重之所有權，各所有權人（Ｐ）雖
未完全失去其所有權能，然已非如圖 2-1-1 之所有權人係立於最高之地
位，而是屬於下層之階梯，在其上則有政府（或領主）之所有權存在。完

全之所有權經「質」的分割為具使用、收益之下級所有權（斜線框所示），

以及政府（或領主）所擁有最高管理與處分之上級所有權，此種所有權型

態，即與日耳曼法之所有權觀念相同。 
 
在中國傳統法上，稱不動產為「產」、「業」或「產業」；不動產的所有人則

稱為業主、田主、地主、房主等。「業」字用於不動產（尤指土地），一方謂不動

產的經營關係，法律上乃其掌管及掌管權；他方謂加以掌管的物體，法律上乃指

不動產本身。抽象的表現所有權時，大抵用業字，業字不但用於所謂之所有權，

且亦用於典權、永佃權、地基權等用益物權，係具體的以土地使用收益為其內容

的權利，對土地之強有力的使用收益權均稱為業。6日據時期臨時臺灣舊慣調查

會編著之《臺灣私法》指出，業主權是成立於不動產上的權利中，最完整且最有

力的權利，惟在中國「四海皆王土」的觀念下，人民認為土地最終之所有權屬於

天子，業主權為個人可取得之最大權利。7戴炎輝（1966）、謝在全（1989）等指
出，我國固有法上之土地所有權型態（一般稱為業主權），具有：（一）不動產所

有權之業主權，注重其使用、收益權，與強有力的所謂限制物權，同其性質。（二）

業主權附有負擔、期限或條件，又有大、小租（田骨、田皮）之分。（三）業主

權常具有身分的色彩，受到團體的限制等三點特色，因此很類似日耳曼法。8 
從土地所有權演變歷程觀之，在十七世紀荷蘭人據臺時期，歐洲人對土地所

有權之觀念，接近於日耳曼法的型態，並類似於我國傳統法上業主權力的觀念。

誠如戴炎輝等學者所言，對於某一時期地權型態的探討，須先摒除現代法中關於

所有權的觀念，而從所有權在當時期所具有之意涵加以理解，否則恐有忽視了所

有權一詞在法律史中的演變之虞。王泰升（2001）進一步指出，用現代語言來描
繪過去的現象，固為史學的常態；但倘若該項語言的使用，易導致一般人對過去

存在之事有所誤解時，則宜避免之，如《臺灣私法》之直接使用來自歐陸的「權

利」概念及名稱，就經常使人誤以為清治時期臺灣已存在各式各樣的「權利」。

按清治當時的契字上，並無所有權、業主權等附加「權」字的名稱，在漢人的固

有詞彙裡，「業」可指稱有秩序的經營，「永業」即謂永久經營；若逕以某某權（權

                                                 
6 參閱戴炎輝（1966），前引書（同註 1），頁 274,282-283。 
7 參閱陳金田譯（1990），岡松參太郎著（1910），《臺灣私法》（第一卷），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
第一部調查第三回報告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頁 92。 
8 參閱戴炎輝（1966），前引書（同註 1），頁 284；謝在全（1989），前引書（同註 1），頁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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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稱呼之，難免忽略了從「業主」到「所有權人」此一重要的演變歷程，何況

「權利」制度是否導入法律生活，涉及人民是否對利益之實現擁有主控的能力，

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9爰此，除直接引用文獻所載之用語外，本文將以「權力」

取代「權利」、以「永業的權力」或「永久經營土地的權力」取代「土地所有權」

一詞，俾免在對荷據時期原住民及漢人地權的探討過程中，易導致在當時期已存

在現代法所稱土地「所有權」之誤解。經由對土地所有權之原始型態及其特性與

歷史演變過程的瞭解，將有助於本文分析荷蘭東印度公司於據臺期間如何界定

荷、原、漢三方對於土地的權力，以及當時期原、漢之地權型態與內涵。 
 

                                                 
9 參閱王泰升（2001），《臺灣法律史概論》，臺北：元照，頁 8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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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制度理論 
  
一、制度之意涵 

 
制度（institutions）是一個社會中成員認可的規則，並具有懲罰之措施，能

對人們的行為產生規範性的影響，包括正式約定的法律和非正式的習俗傳統；換

言之，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範以及執

行機制，用以約束個人追求自身福利或效用極大化的行為，並幫助他們對別人行

動的預期，制度之態樣可歸納如表 2-1-1所示。制度的功能在於界定人際間整套
的運行規則（working rules），用以決定何人有資格在某種範圍內做出決策、那種
行為被允許或限制、那種整體性規則予以採用、那種程序必須遵循、那種資訊必

須或不可提供、那種償付（payoffs）會依據個人行為而加以指派等，所有的規則
包括禁止、准許或要求某些行為或結果的規定，那些為個人採取選擇行動時所實

際使用、監控，以及執行的就是運行規則，制度與人的動機、行為有著密切的內

在聯繫，歷史上任何制度的產生，都是人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進行損益比較的結

果。在包含懲罰措施之制度運行下，降低了人際交往間之不確定性，進而為合作

創造條件，增進了人類交換的動機，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及社會的互動行為，建

立了合作與競爭的秩序，從而構成一個社會。10 
存在著正交易成本的真實世界裡，受限於理性且自利的經濟個體，為能提升

自我利益，會創設各種制度或組織，或引導現存之制度及組織朝降低交易成本的

方向變遷，以使資源儘可能流向最有效率的使用途徑上。現代制度經濟學引介四

個重要的假定：11 
（一）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有關社會現象的理論，必須基於對個別成員的觀點與

行為的闡釋。 
（二）效用極大化：個別決策者，無論其身分地位為何，被視為是在組織結構運

行的限制下，作自我的選擇及追求自我的目標。 
（三）受限理性：決策者並不具有完全的理性，因為他們並非無所不知，而在決

                                                 
10 參閱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pp201-202；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3；Yujiro Hayami（1997）,Development Economics—from the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 Clarendon Press，p10；余遜達等譯（2000），Ostrom,E.
著(1990), 《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Governing the Commons─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上海：三聯書店，頁 82-83；韓朝華譯（2000），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著（1998），《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Institutional Economics─Social Order and 
Policy），北京：商務，頁 32；顏愛靜等譯（2001），Furubotn and Richter著，《制度與經濟理論：
新制度經濟學之貢獻》（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theory :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臺北：五南，頁 6；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臺北：揚智文化，頁 11-13；
林毅夫、Jeffery B. Nugent著（2000），＜制度與經濟發展＞，收錄於林毅夫著《再論制度、技術
與中國農業發展》，北京：北京大學，頁 11-37。 
11 參閱顏愛靜等譯（2001），Furubotn and Richter著，前引書（同註 10），頁 2-4；韓朝華譯（2000），
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著（1998），前引書（同註 10），頁 64-6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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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之過程中，要獲得完全之訊息亦有其實際的困難，故在受限理性且存在

交易成本的情況下，將無法完全藉由契約來處理現實的複雜問題。 
（四）投機行為：由於一些人（無論是當事人或代理人）可能是不誠實的、故意

混淆是非的，也就是存在著「狡詐地追求自利」（self-interested seeking with 
guile）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加上在事前要區分出投機者與非投機
者的成本很高，故如想要簽訂無所不包的契約是不可行的。 

 
制度理論的基石包括財產權理論（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政府理論（theory 

of state）與意識型態理論（theory of ideology），分述如次：12 
（一）財產權是認可物質與非物質之事物或來自契約或非契約義務請求之權利，

財產權體系可描述為，界定一個人對於稀少性資源利用的經濟與社會關係

之集合，可區分為法律與非法律概念的財產權，前者如歐美法系中之實體

財產與非實體財產，至於非法律概念上的財產權，則為在法律所規定之範

圍外，依據習俗（慣）所認可的權利。財產權的界定如明確完整，將可大

幅減低交易成本，並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財產權是具有節約功能的重要

制度，除能內化外部性外，同時體現了制度另一基本功能，即再分配功能

的重要性。 
（二）不同於一般以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掠奪或剝削理論（predatory or 

exploitation theory）來解釋政府存在的理論，North（1981）提出一個以財
富或效用極大化的統治者為中心之政府模型，該模型具有（1）政府提供
一組我們稱之為保護與治安的服務，以交換國庫的收入。（2）政府企圖採
取歧視性壟斷者（discriminating monopolist）的行動，區分出各個民眾集
團，並為每一集團處理財產權，使政府收入極大化。（3）統治者的壟斷力
受制於其人民的機會成本等三種特性；其中第一項特性是界定統治者與其

人民交換的過程，第二、三項特性是界定二者交換的環境。 
（三）意識型態（Ideology）可說是一種內化的規則，不同的意識型態起源於地

理位置和職業的專門化（勞動分工）。最初，地理位置帶給人群某些經驗

遭遇，這種各異的經驗逐漸結合成語言、習慣、禁忌、神話和宗教，而最

終形成與其他人群相異的意識型態。意識型態並不同於道德，雖然二者都

是環繞在認知世界的理解方法上，並且都有節省訊息成本的作用。意識型

態包括了對制度特別是對交換關係的正義或公平的判斷，對所得分配是否

「適當」的價值判斷是意識型態的重要部分，當同一個領域裡的個體具有

類似的經驗，共同的意識型態就會形成；而不同的意識型態源於對現實認

知的差異和矛盾，因此共同的意識型態可以替代正式規則和守法的程序。
13 

                                                 
12 North, D. C. (1981),pp21-24,201-205；North D.C.（1990），pp6-7；顏愛靜等譯（2001），Furubotn 
and Richter著（1998），前引書（同註 10），頁 76-83；王躍生（1997），前引書（同註 10），頁
96-115；林毅夫、Jeffery B. Nugent著（2000），前引書（同註 10），頁 11。 
13 North, D. C. (1981),pp51,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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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制度之態樣與特性 
制度態樣 特性 違反制度的後果

習慣 
(Conventions) 

遵守習慣是基於自利的動機，

例如交易使用的默契、詞語的

定義和語法的規則。 

將自己逐出與

社會的交往之

外。 
內化規則 

(Internalized rules)
在正常情況下，自發性的加以

服從的行為規則，如道德、誠

實。（使社會成員得以節省協

調、決策成本） 

自責、內心不

安等心理的代

價。 
非 
正 
式 
制 
度 

習俗和禮貌 
(Customs & good 

manners) 

違反這種制度並不會引發社會

中有組織的懲罰，但共同體內

的其他人會非正式的監督遵守

規則的情況，例如家長對做錯

事的小孩予以禁足、商場中對

信譽不佳的企業加以排斥等。 

違規者將落到

不好名聲之下

場，為社會大

眾所排斥或譴

責，極端的情

況是被放逐。 

內 
在 
制 
度14 

 
正 
式 
制 
度 

正式化內在規則 
(Formalized internal 

rules） 

1.在群體內以正規方式發揮作
用並被強制執行。 

2.由共同體內部創造規則，然後
由第三方（非依賴具有法定暴

力的政府）以有組織的方式加

以執行、裁決或懲罰。 

由社會成員以

有組織的方式

實施懲罰。 

外 
在 
制 
度 
   

 
 
正 
式 
制 
度 

1.外在的行為規則 
（External rules of 

conduct） 
2.具有特殊目的指令

（Purpose-specific 
directives） 

3.程序性原則或元原

則（Procedural or 
meta rules） 

1.由統治共同體的政治權力機
構由上而下的設計出來，強加

於社會並付諸實施。外在制度

永遠是正式的，它由一個預定

的權威機構以有組織的方式來

執行懲罰。 

2.外在制度之本質特點是其懲
罰的決定與執行，握在某種高

於共同體的主體手中。 

政府對違反外

在制度的行為

所 施 加 之 懲

罰，係借助於

運用合法的暴

力組織，例如

警察、法庭與

監獄系統等。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自韓朝華譯（2000），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
著（1998），《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北京：商務，頁 122-131。 
                                                 
14 內在制度（internal institutions）與外在制度（external institutions）的區別與規則產生的方式有
關。前者從人類的經驗中演化而來，有用的經驗如果被足夠多的人採用，並達到臨界點以上之數

量時，該經驗便會變成一種規則，並被長期保持下去，通行於整個共同體，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占

有重要地位的規則多數是在社會中通過一種漸進式反饋和調整的演化過程（被認可或是被抵制）

而發展起來的（不能適應環境變化的內在制度會通過「千百萬次微小的反叛」而得到修正）；至

於外在制度的起源，係由一批通過政治過程取得權威的代理人所設計和確立的規則，並清楚的訂

定在法規和條例之中，自上而下強加於社會，並可靠法定暴力的運用來強制實施；參閱韓朝華譯

（2000），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著（1998），前引書（同註 10），頁 35-37。 

( 

強
制
性
制
度 ) 

( 

強
制
性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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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創新與制度變遷 
 
制度創新為制度產生、替代、轉換與交易的過程，影響制度創新的成本和收

益的因素，則是相對價格（包括要素價格比率、訊息成本、技術等）和偏好的變

化。15一般而言，「本益比」只是提供了制度創新的必要條件，而非充要條件，

新制度經濟學家雖然接受個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但也認為，在個人的

效用函數中，各種目標重要性的優先順序，係取決於既有制度的約束、意識型態

和各種非正式制度的約束。因此，人的行為具有多重的目標，即使在非經濟因素

下所採取之利他、自願奉獻等行動，也是因為這種行為有助於其效用最大化目標

的達成，符合其自身之意識型態且帶來心靈上的滿足。16制度創新的另一個影響

因素是，即使創新過程會使大多數的人受利，但只要有人受損，就會遇到較大的

阻力，這也就是 Non-Pareto 式改進不易自發的進行，而須外部力量（如政府）
的介入。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主體分為個人、組織、國家三個層次，相對的制度

的安排也分為三個層次：個人獨自推動、組織以自願協議的方式建立、以及政府

強制的推行。不同層次的制度創新，其成本與收益亦不相同，以組織規模而言，

在小群體組織中，彼此相互瞭解，意見達成一致的成本較小，但隨著人數增多和

規模擴大，這種成本也會提高。17 
制度變遷則決定社會隨著時間演進的方式，因此，制度變遷的研究乃是理解

歷史演變的關鍵。在制度變遷的理論中，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y）是一個重
要的概念，North（1995）指出，路徑依賴係指今天的選擇受歷史因素的影響，
我們的社會演化到今天，文化傳統與信仰體系都是根本性的制約因素。18制度變

遷中存在著自我強化和報酬遞增的機制，這種機制使得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

徑，該方向就會在以後的發展中自我強化，沿著既定的路徑，經濟或政治制度的

變遷可能進入良性循環軌道，也可能順著原來錯誤的路徑往下滑，制度發展的自

我強化機制源自於制度變遷過程中的規模效應、學習效應、協調效應、以及適應

性預期。路徑依賴的深層因素實際上便是利益因素，一種制度形成以後總會產生

一批該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團，這一集團會反對策劃偏離該制度的

變遷，他們對於現有制度有著強烈的需求，如此一來，制度變遷很容易變成僅是

對現有制度的修補，表現在社會文化中的知識技能和行為規範使制度變遷成為漸

進而且是路徑依賴的。19 
                                                 
15 參閱王躍生（1997），前引書，頁 69-73。另外，Ruttan 指出制度變遷需求的轉變，是由生產
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變化以及與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技術變遷所引致的；對制度變遷供給的轉變

（制度創新）是由社會科學知識以及法律、商業、社會服務和計畫領域的進步所引致的；參閱虞

虹譯（1990），Ruttan,V.W著（1984），＜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收錄於《財產權權利與制度變
遷─產權學派與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新華書店，1994年版，頁 328。 
16 North, D. C. (1981), pp11-12；顏愛靜等譯（2001），Furubotn and Richter著，前引書（同註 10），
頁 27-31。 
17 參閱王躍生（1997），前引書（同註 10），頁 69-78；韓朝華譯（2000），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 Streit著（1998），前引書（同註 10），頁 154-156。 
18 North, D.C.（1995）演講，＜制度變遷理論綱要＞，《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11期，頁 183-186。 
19 參閱王躍生（1997），前引書（同註 10），頁 78-82；韓朝華譯（2000），Wolfgang Kasper & Man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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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是制度主體經由外在利潤與制度創新成本的比較後，進行以新制度

替代舊制度的過程，由於制度主體之層次、效用函數、行為特點及主觀偏好並不

相同，因此，以不同主體為核心進行的制度變遷的特點也就不同。理論上把制度

變遷放在誘致性制度變遷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和強制性制度變遷
(imposed institutional change)這兩極來分析，誘致性制度變遷是由個人或一群人
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而強制性制度變遷則是由政府以法律

或行政規則引入和實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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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家主要之功能亦是在供給制度，憑藉其強制性的政

權力量，強制推行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所不能提供的制度安排。在推行強制性的

制度變遷過程中，亦是依據「成本—收益」原則，當制度變遷的預期收益超過預

期成本時，統治者才會施行這種變遷。惟國家作為一獨占性組織，它對成本與收

益的理解，不同於個人或私部門間之競爭性組織，國家的效用函數要比其複雜的

多，進入國家效用函數的，除以稅收衡量的淨收益以及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增加

總產出等經濟因素外，亦還有屬非經濟因素的部分，例如政治的支持、政局的穩

定、以及統治者自身的利益考量等。20在政治或經濟制度中，福利或效用的最大

化是靠利用由專業化（包括暴力的專業化）產生的利益而達到，政府在創立出旨

在界定和執行財產權的組織型態之際，統治者勢必要賦予代理人權力，由於代理

人的效用函數與統治者並不一致，即使統治者可能建立一套規則促使代理人與他

自己的目標維持一致，然而在訊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代理人在某種程度上並不完

全受規則的約束，因而誘發投機行為，產生「統治者權力擴散」（diffusion of the 
powers of the ruler）的現象。21 

在現實世界中所發生的制度變遷，往往是強制性與誘致性變遷的某種折衷形

式，在誘致性與強制性的兩極之間，存在豐富的具體型態，但透過兩極「理想型」

的瞭解，則有助於對實際制度變遷過程的分析。22 Ruttan（1984）指出，制度變

遷是人類發展進程的內生變數，因此，農業或工業技術的進步，並非僅靠一隻看

不見的手來引導技術進步沿著原始的資源條件或需求增長所決定的路徑來發

展，導致技術變遷的新知識產生是制度發展過程的結果，而技術變遷反過來又代

表另一個對制度變遷需求的有力來源。23 

 
三、社會體系中相互關連發展模型 

 
資源與技術規模、經濟效益和外部效果是制度存在的必要條件，一個民族的

文化與它的價值觀和習慣一樣，都是非正式制度的安排，且與正式制度的作用相

                                                                                                                                            
E. Streit著（1998），前引書（同註 9），頁 476-477；North, D.C.（1995），前引文（同註 18）。 
20 參閱林毅夫（1989），＜關於制度變遷的經濟學理論：誘致性變遷與強制變遷＞，《財產權利
與制度變遷：產權學派與新制度學派譯文集》，上海：新華書店，頁 394-396；王躍生（1997），
前引書（同註 10），頁 88-95。 
21 North, D. C. (1981), pp24-27, 201-202。 
22 參閱林毅夫（1989），前引文（同註 20），頁 384；王躍生（1997），前引書（同註 10），頁 82-95。 
23 參閱 Ruttan,V.W（1984），前引文（同註 15），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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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它們都是滿足人類需求不可或缺的工具。24關於資源、技術、文化與制度間

的關係，Hayami（1997）提出一個廣泛概念的社會系統發展架構模型（Interrelated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al system），如圖 2-1-3所示：  
 
 
 
 
 
 
 
 
 
 
 
 
 
 
 
 

 
Hayami將經濟次體系中的「資源」廣泛的界定為生產因素，包括自然資源、

勞工與資本間的互動關係，「技術」則為產值的決定因素，是在已知的生產因素

組合之下而得，亦稱為生產函數，生產因素與生產函數間互有關聯，經濟次體系

的生產力，包括資源稟賦（resource endowments）和技術，是由社會的文化和制
度所決定。在文化與制度次體系中，如同 North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對「制度」一
詞的闡釋，Hayami 亦將模型中的制度定義為社會成員認可的規則，包括正式制
定的法律與非正式的傳統；而「文化」則界定為隱含於社會中人的價值體系，與

North所稱之「意識型態」相契合，屬於內化的規則，廣義而言，文化與風俗習
慣均為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25林毅夫（1989）亦認為，文化是社會成長之要素
之一，惟非單一的必要條件，在社會成長的過程中，文化將與社會其他的要素交

互作用，進而產生影響。26 
林毅夫、Jeffery B. Nugent（2000）指出，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清晰的

雙向關係，制度會影響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進程，而經濟發展可以且確實經常導致

                                                 
24 參閱林毅夫（1989），前引文（同註 20），頁 401-403。 
25 參閱 Yujiro Hayami（1997）,Development Economics—from the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 Clarendon Press，pp9-11。 
26 一個民族的文化，與它的價值觀和習慣一樣，都是非正式制度的安排。就經濟成長而言，一
個民族不能只靠它的文化特質（不管其文化特質是否有利於經濟成長），同樣的，該民族亦不需

俟建立起一套適合於經濟成長的價值觀或道德之後，再來發展他的經濟；參閱林毅夫（1989），
前引文（同註 20），頁 401。 

圖 2-1-3 ：社會體系中相互關連發展模型 
資料來源：Yujiro Hayami（1997）,Development Economics—from the poverty to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 Clarendon Press,p11。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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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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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度次體系
（Cultural-Institutional Subsystem）



 26

制度的變遷；27在 Hayami 的模型中即顯現社會中的文化、制度與經濟次體系間
交互影響的情形。Hayami 進一步指出，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是在固定偏好的假
定下，分析經濟次體系的運行，此探究途徑對於在文化與制度次體系相當穩定的

時期，分析顯得相當有效，然而在處理文化與制度次體系無可避免的會發生重大

變動，進而影響經濟次體系時，便顯的不適當。28 
文化與制度是資源累積與技術進步的條件，但後者亦會誘發前者發生變動，

經濟與文化制度次體系互動的社會發展過程，可溯及狩（漁）獵、採集以及農耕

經濟的時代，誘發人類史上新紀元變化的基本力量，即是在人口成長的壓力下，

自然資源的稀少性程度提高。當地廣人稀，自然資源的稀少性程度並不顯著，一

但人口增加，野生資源的開發量大於再生能力可生產量時，則狩（漁）獵與採集

的經濟便無法維持。在狩（漁）獵與採集期間，為增產所需累積的資本為石器、

刀、棒、弓箭等；當進入農業經濟時，栽種作物、開闢可耕地、以及人為的土地

基礎設備（灌排設施等），是為較大型的資本存量，農業基礎經濟體系的發展除

技術性知識的進步外，還需建立可生產資源的財產權等制度。在原始的狩（漁）

獵與採集經濟中，資源並不屬於特定個人的財產，每個人可以自由獲取並消費各

種資源，如此一來，若有人想要從事農業生產，就會面臨排除別人使用他所豢養

或種植的動、植物的困難，為避免上述情形發生，必須建立新的社會秩序，明確

界定財產權，俾使想要致力於投資在生產性資本的人，可以排除他人的使用。循

此農業文明發展的路線，財產權便首度指定給動植物，嗣後擴大到涵蓋農地，土

地財產權一經指定後，所有權人便有誘因去從事各種生產資源和技術的改良，促

進社會整體產值的增加。Hayami 指出，從人類歷史演進過程中觀察，經由經濟
力量與文化制度要素間的交互影響，而產生社經發展的現象重複可見，例如現代

工業化社會所建立的專利體制，目的就是在建立私人投資在無形資本上的財產

權；國際間智慧財產權的談判即是意圖建立世界性對知識與訊息財產權保護與交

易的統一規則，在社會發展趨勢中，作為生產要素之一的知識和訊息，已比有形

資本扮演更為吃重的角色，這些努力的過程所欲達成的目的有如人類在初始農業

中的畜牧、作物、土地財產權的制度創新過程一般。29 
經由對制度意涵、創新與變遷過程的理論分析，有助於本文瞭解荷蘭東印度

公司如何經由制度的安排調和原、荷、漢三者間的衝突，為臺灣農業的發展提供

一個穩定的生產環境，並體認到荷據時期赤崁一帶土地墾佃制度的形成，將是與

荷蘭人在臺經營所施行之各項制度與措施、漢人移民（包括移民原鄉之租佃習

慣）、以及荷、原、漢三者間的互動息息相關，在資源、技術、文化與制度的交

互作用下，啟動臺灣農業得以開始蓬勃發展之力量。  

                                                 
27 參閱林毅夫、Jeffery B. Nugent著（2000），前引書（同註 10），頁 11。 
28 Yujiro Hayami（1997）,pp9-11。 
29 ibid.,pp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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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推拉理論 
 
廖正宏（1985）指出，推拉理論認為人口遷移發生的原因是由原住地的推力

或排斥力（Push Force）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Pull Force）交互作用而成。
遷移者之所以要離開原住地，可能是因為原住地的排斥力所致，推力或排斥力的

種類很多，而且因人而異，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推力有不一樣的感受。例如對某些

人而言，缺少就業機會是排斥力；對另外的人而言，農作物收成不好可能是排斥

力，其他的推力如不良的社會關係、不良的政治情況等均屬之。除移出地之推力

外，亦需有具吸引力的接受地遷移者才能決定遷入的地點，遷移者對吸引力的感

受亦是因人而異。在諸多種類的遷移者當中，有些人遷離原住地主要是因為推力

的作用，另外一些人則可能是主要受遷入地吸引力的影響，而大部分是同時受推

力與拉力的影響而遷移的。推拉理論隱含著二個假設：第一個假設認為人的遷移

行為是經過理性的選擇；第二個假設認為遷移者對原住地及目的地的訊息有某種

程度的瞭解，經由對客觀環境的認識，加上主觀的感受與判斷，最後才決定是否

遷移。推拉理論能對人口遷移的原因提出相當大的說服力，尤其對原住地及目的

地社經情況的瞭解，將有助於解釋人口遷移的現象。30 
莊國土（2000）亦認為，較大規模移民現象的發生，普遍具有：（一）產生

移民的地區生活物資匱乏、謀生條件窘迫，或因政治變動造成尋求新生存空間的

壓力與意願，如土地的人口載量超過負荷、戰亂造成的經濟殘破、政治迫害等。

（二）必須存在得以移居的新生存空間，即有能力吸收移民的地區。（三）需有

使移民遷徙得以實現的條件，如海外移民所需的運輸工具，對新生存空間的認識

等。（四）移民本身的主觀動機，包括移民的意願和膽識等基本要件；其中前二

者是移民現象發生的基本內因和外因，後二者是內因和外因賴以結合的條件。31 
荷據初期，臺灣原住民仍處於游耕與游獵之經濟活動型態，而荷蘭東印度公

司在臺之人員以從事貿易事務及水手為主，且人數亦不多，因此，當時期臺灣農

業的發展便要藉重於漢人的勞力與農耕技術。可以想見，漢人移民是荷據時期臺

灣農業發展的主力，若無漢人移民，則臺灣農業無法發展，而荷據時期的臺灣若

無具有相當的誘因，漢人亦不會冒險渡海移民來臺。爰此，漢人移民可說是與臺

灣農業的發展息息相關，在探討荷據時期臺灣土地墾佃制度的過程中，無法忽略

作為主角之一的漢人移民這一重要的因素，而推拉理論正提供本文探究臺灣史上

第一批漢人移民何以在荷據時期發生原因的分析基礎。 

                                                 
30 廖正宏進一步指出，人口遷移理論多偏重遷移原因的探討，也有少部分討論遷移現象的本身，
但解釋遷移結果的理論並不多見，因為遷移現象本身相當複雜，並且又涉及社會、文化、政治、

經濟、心理和環境因素，所以不同觀點之理論每有重疊之現象，很難截然分出某一理論是純屬社

會觀點或經濟觀點，較常談到的理論則有推拉理論以及引力模型等；參閱廖正宏（1985），《人口
遷移》，臺北：三民，頁 93-95。 
31 參閱莊國土（2000），＜海貿與移民互動：17-18 世紀閩南人移民臺灣原因＞，《臺灣文獻》，
第 51卷 2期，頁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