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區管理制度與滿意度之研究 
 

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回顧 

第一節  財產權理論 

一、財產權意義與內涵 

North（1990）認為「制度」是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是人為的限制，用來約束

人類的互動行為，構成人類交換的動機。經濟制度則包含了一切與生產、交換和

收入分配相關的社會關係和制度。社會中存在著各樣的制度，產生不同的作用，

所有的制度當中，「產權制度」可說是最具根本性，是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

換與分配基礎的基本規則，同時也是影響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財產權是規範由

於物的存在及其使用，而引起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係。以下歸納說明財產

權（Property rights）所代表的意義與內涵
5
： 

（一）界定稀少資源的使用規則 

財產權起緣於因資源少且有限，所引起的相對價格變化；以及人口不斷成長

與慾望無窮，產生利益衝突之下。為尋求解決資源使用衝突的辦法，使權利的分

配與選擇產生最好的結果，於是出現產權制度（Demsetz，1967；North，1981）。

簡言之，財產權的本質，就是在界定人們如何使用與分配稀少資源的規則，以達

到資源最佳配置的目的。 

（二）界定人與人之間行為關係的一種規則 

「財產權不是實質的物品或事件，而是一種理想的社會關係，並將財產權界

定在人們保有和使用稀少財貨的關係（Fisher，1923）」。該定義隱含有兩項重

要意義，其一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這個關係是和物有關的一組權利，例如在我

的土地上有建築或種植的權利；另外一個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人有關的一

組權利關係，例如地主有排他權，排除他人入侵的權利，地主也有出售地役權的

權利，允許他人穿越土地（邊泰明，2003）。 

Demsetz 則認為財產權（Property rights）是社會的一種工具，其重要性就在

於能幫助一個人與其他人進行交易時的合理預期，而這些預期則透過社會的法

律、習慣或習俗來表達（Demsetz，1967）。由此可知，財產權不僅人與物之間

的權利關係，也包括人因擁有物與他人之間的認可關係，清楚界定財產權將明確

化人在社會中的相互關係規則，規則將可藉由法律、習慣或習俗等表達，以確定

                                                 
5 參考整理自吳惠林、周亞貞，「放權讓利—由產權理論談中國經改」，1998，p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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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時的合理預期。 

（三）完整財產權是一組權利 

財產權是個人對資產的財產權構成，包含著消費、從中獲利、與處分這些資

產的權利或權力；運用資產取得收入和讓渡資產需要通過交換，而此代表資產權

利的互相轉讓（Barzel，1989）。完整財產權可歸納包含使用權、收益權及處分

權三種權利，並且為一種具有「排他性」的權利（張五常，1989）。財產權的所

有者則擁有他人同意他使用以特定模式行事的權利（Demsetz，1967）。綜言之，

完整的財產權可被視為一組權利結合的複合體，包括排他性的使用權、獲利性的

收益權及可轉讓的處分權，具有可分割性與可交易性的特質，依個人需要可使用

全部或部分權利，增加財產權配置或交易的效率。 

（四）財產權必需受到約束和限制 

當個人權力不受到約束的制度，就等於是沒有權利的制度。換言之，有限的

資源的權利將因得不到保障，無法排除他人的侵犯（Coase，1959）。而此也說

明了權利之間必須相互依賴和制約，才能使資源最初最有效的利用。 

表 2-1-1：財產權內涵與特質彙整表 
內容 

內涵與特質 
分析說明 

界定稀少資源的使

用規則 

財產權的界定，也就是在替擁有生產要素的主體，明確其獲取收益

的權利與承擔損失責任的範圍。 

界定人與人之間行

為關係的一種規則 

1. 財產權並不侷限於人與物、資源間的所有權關係，而更強調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是為了界定人們行為關係的一種規則。 
2. 「所有權」是將人與物之間的關係，或者是資源歸屬於何人的所

有權關係；「財產權」是將人與人之間，因人擁有物的使用，所

能產生彼此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規範。「所有權」與「財產權」

間的邏輯關係在於：所有權性質決定了財產權的性質。 
3. 就實際意涵而言，「財產權」的概念可以包含「所有權」，但「所

有權」概念卻不能含括「財產權」。 

完整財產權結構是

一組權利 

1. 完整的財產權包含了排他性的使用權、可讓渡的處分權，以及收

益的獨享權，但財產權可以涵蓋這一組完整的權利，也可以指其

中的某項具體權利。 
2. 財產權具有可分割性，以使個人能根據其需要來使用資源，增加

資源配置的靈活性和效率。 

財產權必須受到約

束和限制 

個人權力不受約束的制度，實際上就等於沒有權利的制度，因為個

人的權利將因得不到保障；對於某種權利的限制，可能來自於其他

擁有權利的個人、政府、法律，或是社會習俗。 
資料來源： 
1. 吳惠林、周亞貞，「放權讓利—由產權理論談中國經改」，1998，p40-42。 
2. 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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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產權類型 

財產權分類型可分為下列四種（Lai，1997）： 

（一）共有財產權（communal property rights）： 

共有財產權下人人皆有使用資源的權利，資源使用是無排他性

（non-exclusive）。 

（二）私有財產權（private property rights）： 

私有財產權在資源使用上是具排他性的，和共有財產權正好相反，他同時具

有收益權和轉讓（alienate）的權利。 

（三）社會主義財產權（socialist  property rights）： 

社會主義財產權對於資源使用受到計畫的規範，和階層（order）有關，被賦

予優先權的階級具有使用資源的權利。 

（四）集體財產權（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集體財產權是社會主義財產權和私有財產權的結合。 

三、經濟財貨之分類與意涵 

人們為滿足其效用所作的選擇中，包含了各種不同的財貨以滿足其眾多的慾

望。公共慾望與一般私人慾望(private wants)有別，一般私人慾望乃由私有財

（private goods）滿足；公共慾望則由眾人共同消費之財貨或勞務來滿足，主要因

為這些財貨具備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與無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兩特

性，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是指該財貨在數量上不易用物理或化學的方法分

割成細小的單位，其所提供的利益也不易由各個別消費者獨享，而必須由眾人共

用；財政學者 Musgrave 稱之為「消費上無對立性（non-rivalness in consumption）」，

意即無論在質與量上，A 與 B 兩者對於同一財貨的消費不會產生對立的立場或耗

竭的現象。無排他性則是指因財貨因不可分割，造成外部經濟，使得不支付代價

的消費者也可以享受其利益，變成「免費使用者（Free-Rider）」。上述兩種特性皆

使得價格機能喪失其作為指引生產及分配之「不可見的手」之功能，使得生產者

無由獲知應該生產多少數量的公共財，生產出來之後又應以何種價格出售（張則

堯，1991）。 

若財貨或勞務具有完全可分割性（消費對立性）及排他性者，屬於純私有財

（pure private goods），一般是透過私人部門市場機能提供與消費，且為個人所有，

利益可完全分割、完全獨享。當財貨勞務用於滿足集體慾望，其利益部分或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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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分割，而由眾人共享者，謂之集體財。集體財中，具有完全不可分割性（消

費上無對立性）與無排他特性者，稱為純公共財（pure public goods）；純公共財

因其財貨特性，需由政府部門透過預算程式的方式來供應，而不是透過市場直接

向個別消費者收取費用，或透過市場由個別消費者購買，其利益則由全體均等共

享，例如國防或外交等。 

具有可分割性（可集體消費）及排他性之財貨或勞務，可藉由私人透過市場

有效提供者，稱之為準私有財（quasi private goods），如滅火器、社區守望相助崗

哨、俱樂部的設施；而具有部分可分割性（可集體消費）、可排他性之財貨或勞

務，但政府非完全透過預算程式
6提供者，則為準公共財（quasi public goods），例

如付費的公園、高速公路；經濟財貨特徵分類，詳如表 2-2-2。 

表 2-2-2：經濟財貨特徵分類表 

集體財        財貨別 

特性 
純私有財 

準私有財 準公共財 純公共財 

特徵  具有完全排他

性（個人所

有）、完全可分

割性（消費對立

性） 

 由私人藉由市

場提供 

 具有可分割

性、可排他性

 可由私人藉由

市場提供 

 具有可分割性

（可集體消

費）、可排他性

 由政府提供的

財貨（非完全透

過預算程式）

 完全不可分割

性（消費上無對

立性）與無排他

性 

 由政府提供的

財貨（完全透過

預算程式） 

實例 汽車、金融服務、

各種公司人消費

用之商品 

付費電視頻道、私

人俱樂部的設施

付費的公共公

園、付費公共設施

國防安全、外交 

資料來源： 
1.張則堯編撰，「公共財及受益者付費問題」，1991，p9-15 
2.本研究整理。 

四、交易成本、經濟效率及財產權配置 

（一）Barzel 公共領域產權（public domain property） 

商品具有許多屬性，其水準隨商品不同而變動，在精確且完整衡量變動水準

的訊息成本極大之情況下，致使難以完整界定財產權。其次，由於交易的複雜性，

及度量和監督其屬性的成本很高，並非全部屬性都有定價，未定價的屬性，往往

被過度利用並且供應不足；Barzel 認為未完整界定屬性而定價的資產，就等同將

它留置於「公共領域（public domain）」，將使得交易雙方或第三者（the third party），

在評估預期獲得邊際利益，大於所需付出邊際成本的誘因驅使下，進而付出行動

                                                 
6在此所稱完全透過預算程式提供，係指政府透過租稅方式強制取得，依法定預算程式提供者。

而非完全透過預算程式提供，則是指政府藉由向使用者收費的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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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公共領域消費資源（Barzel，1982）。 

從 Barzel 公共領域產權觀點，集體財貨的屬性具有無法被完整分割性特性，

難以清楚界定產權歸屬或建立排他機制，在全面衡量資產屬性訊息成本不為 0 的

情況下，交易因買賣雙方在完整瞭解定價訊息成本過大的情形下，使得難以完成

交易，或部分未被界定屬性而定價的資產價值留置於「公共領域」，致使交易雙

方或第三者採取行動攫取資產利益。因此，集體財貨在交易成本或訊息成本為正

的真實世界，如何在交易過程中採取必要措施，降低所發生的訊息成本或交易成

本，藉以清楚界定產權歸屬，避免資產價值留置於公共領域，產生交易者財富損

失或資源運用不效率的情形，此將是對於供給與需求的交易雙方，在資產產權配

置上重要的關鍵因素。 

（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 

Barzel 將交易成本定義為與管理、移轉、獲得或保護財貨權利上有關的成本

（Barzel，1989）。從交易的過程來區分，交易成本可分為以下三大類型（Dahlman，

1979；邊泰明，2003）： 

1.蒐尋及諮詢成本（search and information cost）： 

蒐尋成本即為尋找交易對象所需花費的成本，因為要進行交易，首要之物便

是尋找交易對象；當交易對象確定了，接下來的便是需要暸解對方有多少的交易

意願和機率，在瞭解過程中所需花費的成本為諮詢成本。 

2.協商及決策成本（bargaining and decision cost）： 

協商成本為各種資訊溝通所需花費成本；當協商有各種方案或協商對象不只

一個的時候，必須有所取捨，在作出最後決定前所需花費的成本為決策成本。 

3.監督及執行成本（supervision and enforcement cost）： 

當交易作成決定後，執行契約所規範的義務，使協議事項能夠完成所需成為

監督及執行的成本。 

Coase 於 1960 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文中，

提出「當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形下，無論財產權如何界定，資源的運用都會達到

最有效率的境界。」，而此為著名的「寇斯定理」。不論法令制度規定何，當交

易成本為零時，私人間的協商將可使資源最有效利用。而此，對於在交易成本為

正的真實世界，其意義在於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及產權界定保障制度，才是影

響市場交易與資源效率配置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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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市場配置機制 

1937 年 Coase 於「廠商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指出廠商「組

織」存在的原因，在於可以替代市場進行交易，降低透過市場交易在蒐尋資訊、

價格、詢價、議價、訂約等過程所發生的「交易成本」。Barzel 從公共領域產權

經濟分析的角度，認為交易者為減少部分有價值財產權處在公共領域，所造成他

人攫取資產價值情形，將同意藉由「組織」進行治理，對自己實施約束，以解決

財富損失問題（Barzel，1989）。綜此，人們為降低交易成本或減少財富的損失，

可以採取繞過市場交易方式，而藉由「組織」內部治理的非市場配置資源方式進

行交易。過去，產權學派的學者提出許多替代市場的非市場配置機制，其目的亦

即在降低處於公共領域資產的交易成本，使資源運用更具效率。各種降低交易成

本的非市場配置機制方式，分次說明如下（邊泰明，2003）： 

1.交易規則： 

Buchanan（1987）認為交易成本係交易雙方主觀認定的相對成本，所以只要

雙方基於自由平等地位進行交易，都能達到降低交易成本，交易結果都是有效率

的。 

2.長期契約： 

Klein et al（1978）認為持續性與重複性的交易，有助於彌補一次性交易因為

高額交易成本帶來的隱藏訊息，而為此訂定的長期契約是降低特殊性資產帶來高

額交易成本的有效方法。 

3.垂直整合： 

Williamson（1979）指出透過垂直整合，將原本需要透過市場交易的不同廠

商組織，在合成一家廠商的組織裡統一指揮生產，將有助於降低交易成本作用。 

4.三角關係治理： 

Alexander（1992）指出透過第三部門仲裁者角色的介入，有助於降低交易雙

方原契約無法事先約定的事項，以降低交易成本。 

5.政府介入： 

North（1984）認為政府具有第三部門仲裁者的角色，具強制力的制度有助於

協助解決交易雙方原契約不確定的事項，降低雙方的交易成本。 

6.特別計畫： 

特別針對土地長期開發的不確定因素，政府會擬定特別計畫保障開發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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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權，避免受到不確性因素影響，降低土地開發的交易成本（Teitz，1996）。 

7.其他： 

Williamson（1983）指出交易雙方的相互質押，使得雙方權益受到保障，類

似違約金的懲罰機制降低監督執行的交易成本；Coase（1988）則認為商譽是另

一種形式的質押，具有壓抑投機主義作用，降低各階段的交易成本。Alchian and 

Demsetz（1972）提出合作生產組織。Williamson（1985）提出垂直整合生產組織。

Dahlman（1980）提出「投票市場」方式。Barzel（1974）提出以「時間」替代「貨

幣」評量商品交換價值的「排隊配給」配置規則；「投票配置」方式，則係以藉

由組織內成員投票的相互制約方式進行資源配置。 

五、小結 

在市場交易的過程，尋找購買財貨或服務的消費者，首先必須花費時間與勞

力以取得產品品質的訊息，然後尋找等值的供給（a price-worthy supply）。但縱使

是相似或甚至相同的產品，價格差異也可能很大。消費者即使知道價格差異很

大，但許多人仍會避免浪費時間與精力去尋找最低價格的供給者。因此，相對於

平均價格的差額則可解釋為，消費者自有交易活動的成本計量，但是，消費者從

購買活動中所得到的滿足感，則必須與他的交易成本互相平衡（顏愛靜主譯，

2001）。 

明確界定的財產權是市場交易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但將完全清楚界定產權

所產生的交易成本納入考量時，通過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反將引起效率的問題。對

於因資源或財貨屬性完全界定困難而留置於公共領域產權，選擇其他非市場的資

源配置方式將得以提高配置效率。對於具有公共領域特性集體財貨，則可藉由「組

織」治理集體資產產權的制度設計，藉以降低財貨或服務的交易成本，使得集體

資產可被有效的交換與運用。此外，對於資產的供給者或預期購買的需求者而

言，資產產權內容的變動，其資產的價值必定隨之改變並將影響人們的行為方

式。經由此行為效果，財產權的分派將會影響資源的配置、產出的組合與所得的

分配等等（顏愛靜主譯，2001）。綜言之，「組織」治理集體資產財產權分派與配

置的制度設計差異，將使所提供財貨或服務的資產交換價值產生變動，進而影響

消費者行為方式；並且消費者在尋求等值供給過程的交易成本，將所得到的滿足

感認知具有平衡性關係。 

對於制度結構既定時的交易成本分析方法，Dahlman（1979）認為制度經濟

功能要靠減低交易成本來達成，因此必須考量決定事務的內部經濟組成的變數，

並主張應以比較體制探究的途徑（comparative systems approach），來考察不同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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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配置的經濟結果（顏愛靜主譯，2001）。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從「廠商」的需求者觀點，以其消費過程所獲得滿意程

度為衡量基礎，比較分析不同集體資產產權配置的組織治理制度結構的工業區管

理制度下，廠商對其在治理具有公共領域屬性的工業區集體資產的經濟結果之認

知。藉以瞭解廠商對工業區管理滿意度的評量，以及對資產產權配置相對性認知

之間的關聯情形，並由進一分步析各管理制度設計與執行現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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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工業區管理制度相關研究 

本節主要目的在回顧近年來國內針對工業區管理制度所進行的相關研究成

果與內容，作為本次研究方向與後續論述分析的基礎。過去研究大致歸納可分為

工業區自發性管理機制、整合工業區管理機構、工業區營運方式與績效評估等三

個面向，並針對各研究重點提出評述意見（詳表 2-2-1），各研究重要內容與成果

分述如下： 

一、建構工業區自發性管理機制之相關研究 

林建元、朱峻廷、施儀慧等（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1）研究

檢討傳統政府管理模式，發現編定工業區管理包含現行管理組織缺乏公權力與經

費、產業型態需求多元化的轉變造成工業區管理更大考驗、及使用者行為難以約

束等課題，認為應從環境永續發展的觀點，研擬適當作業機制以有效引入民間自

發性力量；其次，以五股工業區為研究案例，從社區培力觀點提出「地方領袖、

組織機制、志工參與、資金來源、專業知識」等五項指標，評估發展自發性管理

之潛力，研究發現內有自建廠房與標準廠房兩種型態面臨不同的環境課題而自建

廠房對工業區整體環境較為關切，而標準廠房則對內部空間不滿意度，認為應從

健全組織功能及提高環境認同管理課題著手，可考慮由政府提供如賦稅減免、低

利貸款、資金補助等對企業營運有益之誘因，鼓勵廠商自發性管理，藉由外界專

業團體或NGO的介入協助工業區組織工作人員專業知識的提升。 

林建元、吳佩默、吳碧元、黃富成等（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2002）

以五股及林口工業區為案例，從社區培力觀點建構「產生動機、地方領袖、組織

機制、志工參與、資金來源、專業知識」六項指標，評估發展自發性管理之潛力。

並研擬完全自發性管理模式、現階段公部門所主導的管理模式、公、私部門共管

的管理模式等三種模式，從政治、經濟、財務及技術性層面分析這三種管理模式

的可行性。分析結果發現從短、中期的工業區管理機制改革上，公、私部門共管

的管理機制，除延續服務中心所發揮的機能外，更擴大輔導民間自發性組織的素

質帶動，對地方自治及民間組織民主素養的培養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學習過

程，認為以公、私共管的管理機制，在建立工業區自發性管理機制（詳如圖 2-3-1）

最為可行。 

陳建宏（2002）從環境永續、社區培力研究觀點認為應建立適當工業區自發

性管理機制以有效利用廠商民間力量參與管理，並從都市計畫頂坎及社后工業區

的研究案例發現，在頂坎工業區，影響參與管理顯著的變數有使用型態、是否

ISO1400 認證、性別以及教育程度，而工商混合式、樓房式以及煙囪式廠商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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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區組織的意願較高，而男性廠商代表在自願志工、社區組織、專業知識以及

地方領袖均有較高的意願；而在社后工業區影響參與管理的變數為使用型態，工

商混合式對於經費來源以及地方領袖的意願比樓房式與廠辦式較高。認為可以加

強廠商對工業區的認同、工業社區環境與企業的連結、針對廠商關切議題發揮、

社區性專業團體的介入、廠商組織的成立、擬定社區管理計畫、資金與志工的產

生等作為促進廠商的自發性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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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工業區公私部門共管之管理模式機制圖 

資料來源：林建元（2001），P5-23。 

姚玫芳（2003）依據培力理論相關研究，選取適當的的變數並以都市計畫社

后工業區為例，從實證結果發現影響廠商培力的因素包含工業區品質、志工意

願、資金參與、專業知識輔導與產業公會協助等；並進一步指出建議都市計畫工

業區培力機制可依次從廠商培力、組織培力及工業區培力等三階段機制策略進行

建立。 

上述研究證明，在面對傳統政府主導的管理模式的現況課題，未來應亟思如

何藉由適當機制形成社區培力，引發工業區廠商自發性力量參與管理，發揮資源

永續利用的效果。然而，這些研究多較著偏重如何引發廠商參與機制、建立自發

性管理可行性的評估指標，影響廠商參與管理的指標變數等面向，而忽略引入民

間廠商參與管理，所隱含治理工業區環境共有產權之權利與義務，在各主體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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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何被重新配置與保障的問題、以及廠商對於管理滿意反應程度是否確因管理

制度不同而影響，亦或僅是對於現存制度未貫徹執行所致，而此發現將納入本研

究後續研究方向的參考。 

二、整合工業區管理機構之相關研究 

張璠（2002）的研究認為過去政府分別設置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及一

般工業區分別由不同機關主管，因管理組織體制、薪資制度、服務功能、公權力

授與、及法制完整性等等不同，產生競爭資源、各自為政、違反政府組織精簡目

標、同工不同酬、差異化服務品質、土地未有效利用、及服務效率不彰等管理機

構分治問題，突顯出政府獎勵標準不一與事權不統一之現象。在面對自由化、全

球化時代之來臨，以及近年大陸產業發展的快速興起，各類型工業區應先整合目

前各管理機構，減少機構間的矛盾與衝突，提昇效率，而後逐步整合其功能，檢

討服務內容與服務對象。建議未來應設置產業園區管理局，整合納入督導管理並

建立制度。長期而言，認為工業區管理之民營化是必然的發展趨勢，服務機構的

組織機能仍宜儘量以民營化取代，政府機構則應朝向建立制度、提供資訊、建立

前瞻遠景導向為主，朝向政府組織精簡、擴大民間參與、以及使用者付費之方向

發展。 

金家禾、江渾欽、楊政龍、蔡佳惠等（國立台北大學，2002）研究科學工業

園區、加工出口區、編定工業區等各類型工業區管理機關整合之可行性分析，提

出最適宜整合方案。透過對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問卷調查及深入訪談法進行調查，

了解各工業區管理機關服務功能狀況及對於整合之意見，運用 A.H.P.法評估替選

方案。研究結果認為各類型工業區管理機關整合對台灣產業競爭力與國際地位之

提昇；較適宜的作法，應以三類型工業區管理機關整合為長期目標，現階段之努

力重點應以再縮小各類工業區管理機關間功能之差異，並建議「統合管理提供多

樣化工業用地模式」最為適宜，即於短期內先將三類型工業區及其管理機關置於

同一管理體制下，各工業區之性質、相關法令、用地提供方式、開發運作及管理

體制等相關規定均暫時保持現況不變，但由同一長官主導，逐漸調整與統合各類

型工業用地之開發提供使用，消除用地重覆開發、相互競爭。 

三、工業區營運方式與績效評估之相關研究 

羅秋美（2001）的研究發現中央政府開發與管理科學工業園區，面臨開發與

營運經費不足、園區與地方衝突等相關重大課題，從基於落實地方自治及專業治

理的角度下，透過兩回合之修正式德爾菲專家問卷結論，指出營運階段對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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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1：工業區管理制度相關研究文獻彙整表 
作者（研

究單位） 

年代 篇名 研究對象 

（案例） 

研究重點 評述 

國立台
灣 大 學
建 築 與
城 鄉 研
究所

2001 政府編定開發
工業區自發性
管理機構建置
之研究（Ⅰ） 

編定工業區-
五股工業區為
例 

分析現況管理課題及建構
評估工業社區發展自發性
管理之潛力指標。 

偏重引入廠商參與工業
區管理決策，但未考量
制度轉換所隱含的權利
義務重新配置及如何保
障問題。 

國立台
灣 大 學
建 築 與
城 鄉 研
究所

2002 政府編定開發
工業區自發性
管理機構建置
之研究（Ⅱ） 

編定工業區-
五股及林口工
業區為例 

分析現況管理課題及建構
評估工業社區發展自發性
管理之潛力指標；從經
濟、財務及技術面之可行
性，認為公、私共管管理
機制最為可行。 

共、私共管機制可行性
分析未明確政府、廠
商、員工間的產權配置
及運作，制度比較也缺
乏實證支持，尚無法反
映廠商實際意見。 

陳建宏 2002 都市計畫工業
區自發性管理
機制之研究 

都市計畫頂崁
工業區與社后
工業區 

分析個案工業區影響廠商
參與管理顯著的變數，研
擬促進產商參與自發性管
理策略。 

著重策略性建構階段之
方向性作法，尚無法清
楚瞭解整體管理運作制
度的產權賦予情形 

姚玫芳 2003 都市計畫工業
區培力機制與
地方經濟發展
之研究—以頂
崁工業區與社
后工業區為例 

都市計畫頂崁
工業區與社后
工業區 

實證分析影響廠商培力的
因素，建立都市計畫工業
區培力機制策略。 

著重策略性機制建構階
段，無法瞭解廠商如何
參與管理實際作法。 

張璠 2002 我國工業區管
理機構整合機
制之研究 

科學工業園區
加工出口區 
編定工業區 

檢討政府各類型工業區設
置不同管理機構組織分治
的問題，提出未來應進行
管理機構整合作法及強化
工業區民營機制建立。 

偏重於政府管理組織整
合作法，缺乏需求者層
面的探討。 

國立台
北大學

2002 整合各類型工
業區管理機關
之可行性研究 

科學工業園區
加工出口區 
編定工業區 

比較政府各類型管理組織
之差異及分析管理機關整
合之可行性。 

偏重於政府管理組織整
合及管理者意見，缺乏
需求者層面角度切入。

羅秋美 2001 台灣地區科學
園區開發與營
運機制之研究 

科學工業園區 研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及民間於科學工業園區營
運管理之分工項目及作
法。 

著重探討管理項目的功
能分工，未討論營運機
制運作的整體作法 

黃靜雲 2003 影響工業區營
運管理績效之
關 鍵 因 素 探
討—平衡計分
卡之應用 

北部地區編定
工業區 

應用平衡計分卡分析方
法，建構影響編定工業區
營運管理績效之關鍵因素

偏重於管理組織績效評
估，且從管理者角度切
入，缺乏需求者的意見

江庭芳 2005 科技園區營運
管理機制之比
較研究 

新竹科學工業
園區、南港軟
體工業園區、
江陵台北矽谷

應運 SWOT 分析比較科技
園區 

著重制度產生比較，未
考量產權對於制度運作
的影響情形 

李立國 2004 智慧型軟體工
業園區開發、興
建與營運管理
之研究 

南港軟體工業
園區 

建構未來軟體園區之營運
管理制度 

著重管理組織及功能分
工，未涉及制度運作的
效率問題 

許金涼 2000 我國科學工業
園區定位、營運
模式及設立條
件之探討 

科學工業園區 評估科學工業園區公辦民
營之條件 

著重於營運條件，未涉
及管理制度運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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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地方政府、及民間單位各有其適合的分工項目。未來應藉由訂定獎勵民間參

與科學園區開發與營運之法令規定，使民間與地方政府參與科學工業園區，並給

予民間獎勵誘因及行政協助與強化地方人力素質。 

黃靜雲（2003）應用平衡計分卡分析方法，以北部地區編定工業區為例，建

構以顧客、流程、創新學習、財務等為平衡計分卡四大構面策略目標，並以顧客

滿意、提升服務品質、建立學習型組織、永續經營等為策略目標主題，經實證取

得關鍵性指標，建構工業區管理機構績效考評與具體改善之衡量依據。 

江庭芳（2005）以 SWOT 分析方法，從法令、組織、設施經營、服務提供及

管理等內涵項目，研究政府主導模式（新竹科學園區）、公辦民營模式（南港軟

體園區）及民間自營模式（江陵台北矽谷）三個類型科技園區營運管理機制，認

為各營運機制有其不同優勢與劣勢，未來科技園區營運機制應可朝向公共設施委

由民間經營納入法令、經營公共設施列為園區事業；政府開發之園區所設置行政

服務中心，僅需處理公權力部分，相關公共設施經營或生活服務由民間經營；民

間開發園區委由專業管理公司管理，行政服務方面由相關行政單位設立辦理支點

等方向發展。 

李立國（2004）以南港軟體工業園區為例，探討臺灣地區未來智慧型軟體工

業園區的開發、興建與營運管理應具備之條件，認為為來軟體園區之營運管理模

式，應從開發階段就集合政府、研究及學術機構、私人企業（包含私人）等三大

部門組成開發指導委員會，並下設法人組織型式的營運管理中心，由私人企業經

營運作；政府部門則派駐有關行政部會分支單位協同辦理各項行政手續及佈設全

國與國際資訊網路。 

許金涼（2000）從資金、市場、人力資源及研發體系等四個公辦民營成功條

件構面，探討科學工業園區公辦民營的可行性，認為我國資本市場不健全，資金

籌措不易、法令規章限制過多且不完善、缺乏良好的基礎建設、政府行政效率低

落、民營業者缺乏大型園區的經營管理經驗等為阻礙公辦民營因素，認為我國目

前尚未具備科學工業園區公辦民營之條件。 

四、小結 

歸納上述研究，近年來關於工業區管理的相關研究，較著重於「政府管理組

織整合」、「管理績效評估」、「管理營運方式優劣比較（可行性分析）」、「形成自

發性管理機制」等面向，探討目前管理制度面臨的課題或分析未來發展方向，尚

無由產權治理觀點，探討工業區管理模式制度；研究角度也多從管理服務的「供

給者」角度切入，缺乏客觀管理「需求者」的廠商意見。惟歸納整體管理模式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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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重點課題，仍架構工業區管理經費課題、如何引導廠商或民間參與工業區管理

決策機制等兩大研究主軸。簡言之，管理的經費財務、組織運作管理決策等，為

工業區管理的研究重點課題。故本研究將財產權觀點及廠商角度切入，探討工業

區管理在經費財務、廠商參與管理決策等集體資源產權配置情形，藉由實際調查

工業區管理服務需求者（廠商）意見，分析與廠商管理滿意度的關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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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工業區環境財產權與管理制度 

一、工業區環境的財貨性質 

（一）工業區公共設施財產權 

1.公共設施配置與公共利益 

公共設施的配置目的除了使系統活動總利益達到最大外，並且在預算制度限

制下使服務量達到最大，以獲得最大的社會福利。因此，不同公共設施在資源保

護及環境品質的目標與公共利益的考慮下，其配置的優先順序將依設施性質不同

而有所差異（邊泰明，1985）。 

2.工業區內公共設施種類及性質 

（1）工業區內公共設施種類 

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三條，編定工業區所謂公共設施用

地，指供道路、排水系統、河道、污水下水道系統、中水道系統、堤防、公園、

綠地、廣場、兒童遊樂場、停車場、港埠、學校、體育場、社教設施、市場、醫

療衛生機構、機關、管理機構、消防、警所、郵政、電信、變電所、給水設施、

環境保護設施、海水淡化設施、地下水監測設施及其他經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核定

之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 

（2）公共設施財貨性質 

依公共財、準公共財的特性及需要程度區分公共設施性質，分為必要性公共

設施、必要性準公共設施、輔助性公共設施、輔助性準公共設施。由於公共設施

種類、性質不同，設施配置考慮的公共利益亦互異。所謂必要性公共設施是指在

工業區活動運作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般性及不具排除性的公共設施，如電信設

施；必要性準公共設施所提供的財貨利益及於整個工業區，但設施利益是可以分

割的，如加油站、停車場等；輔助性準公共設施是指該設施有無，不足以影響工

業區經濟功能的運作，但對工業區生產環境品質的提升卻有很大的作用，如公

園、綠地；輔助性準公共設施，如社教設施（游佳瑜，1996）。依據四種不同性

質區分各項工業區公共設施，如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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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工業區公共設施性質分類表 
項目 

設施 
必要性 

公共設施 
必要性 

準公共設施
輔助性 
公共設施 

輔助性 
準公共設施 

公共設施

名稱 
變電所、電

信、排水溝、

瓦斯廠、自來

水廠 

道路、污水處

理廠、服務中

心、加油站、

停車場、抽水

站、加氣廠 

公園綠地、調節水池、郵局、

銀行、餐廳、托兒所、市場、

學校、廢棄物處理中心、派

出所、人行道、廣場、兒童

遊樂廠、體育場、消防、醫

療衛生機構 

河道、水塔、

節水溝農路、

防風林帶、社

教設施 

資料來源：游佳瑜，工業區最適規模之研究，1996，p20-21。 

（二）工業區公共服務財產權 

1.公共服務的經濟特性與意義 

一般由於公共服務的都具有不可分割性與無排他性等公共財特性，它的消費

復具有「集體消費」的現象，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私人基於「搭便車」的心理常

易造成公共財的悲劇現象，民間也都沒有生產此項服務的動機，這說明公共服務

的提供，何以多由政府公部門來加以生產的原因(吳濟華，1996)。 

公共服務的定義是指公部門、私部門、非營利部門或個人，為維護公共利益，

促進民眾福祉，而採取的行動。此一界定中「公共服務」係以維護公共利益、促

進民眾福祉為其行動標的；亦即，「公共利益」乃是公共服務之終極價值。而公

共服務行動的主體，則包括組織及個人，且組織含括政府部門、企業與非營利組

織；換言之，只要是從事維護公共利益、促進民眾福祉者，皆可為公共服務之提

供者。因此，公共服務的內容，不僅是直接服務的提供，政府倡導、公民參與亦

為公共服務之重要內涵。（江明修，1998）。 

2.工業區公共服務類型及財貨性質 

歸納目前編定工業區管理機構對區內廠商所提供服務財貨，雖然具有收費的

特性，但提供服務所需的成本之中又有一定比例為政府公用資金所支付，財貨的

消費是不具排他性且有聯合使用的情形，因此屬於公共財的範疇，且為公共服務

的範圍（張端益，2005）。工業區公共服務項目因產業類別、工業區類型、廠商

需求等而會有所不同，其財貨性質也會因提供者而有所差異，從前述財貨分類標

準來區分，非完全由政府循預算程序提供之具有公共財特性的公共服務（如收取

費用），屬於準公共財；若由私人（市場）提供者，則屬於準私有財。歸納編定

工業區服務項目區分為生產、環保、研發及雜項四個層面（張端益，2005），以

下分述之： 

（1）生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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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1.協調公用事業之配合事項 2.辦理採購案件 3.公共使用之土地及建築

物、設施管理 4.維護費、使用費或其他服務費用之徵收 5.國有房舍之提供與管理

6.區內土地使用及建築物、車輛機具之管理 7.輔導廠商協進會或聯誼會會務 8.辦

理工廠各種登記事項 9.協助舉辦各種職業訓練及補習教育 10.協助舉辦各種勞工

福利、休閒活動、求職求才及公益事項 11.辦理公安、醫療保健、消防防護等事

項 12.協助排解勞資及廠際爭議 13.轉達政府相關法令規章 14.其他一般行政業務

事項等。 

（2）環保服務 

包括：1.工業區災害事件、抗爭事件之協調處理及敦親睦鄰事項之督導 2.污

水處理廠之操作資訊收集及整理建檔 3.污水處理廠聯合採購作業 4.環境保護中

心 ISO 14001 之建制與維持及申請 ISO 14001 驗證等業務 5.環保人才培訓規劃與

化驗、技術人員訓練事項 6.各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環境監測站、工業專用港污染

防治、廢棄物處理廠之稽核及認證管理事項 7.區內廠商廢水排放抽查 8.辦理工安

環保緊急應變 9.公辦民營污水廠緊急接管操作及督導事宜 10.工業區綠美化景觀

之督導及管理11.區內污水處理廠執行代檢測工作及對外辦理代檢測業務13.辦理

污水處理廠實驗室績效評鑑 14.辦理污水處理廠營運、操作、管理及維護 15.辦理

污水處理廠進廠水質、水量之管制及檢測與分析事項 16.辦理污水下水道用戶廢

（污）水前處理設施及排水設備之審核及查驗事項 17.辦理申請廢（污）水納管、

聯接使用、監測、違規查報、採樣、檢驗及統計事項 18.辦理污水處理廠相關圖

表、紀錄、之編製及申報 19.輔導廠商水污染防治與減廢事項 20.輔導廠商事業廢

棄物清理、防治空氣、噪音污染有關事項 21.污水處理系統營運維護費用之徵收

22.其他一般及行政業務事項等。 

（3）研發服務 

包括：1.廠商產品及市場概況介紹 2.創新研發及申請轉型協助 3.商品出口拓

銷資訊等。 

（4）雜項服務 

包括：1.工廠相關許可及登記文件申請(設立許可、變更許可、工廠登記、變

更登記、歇業、停業、註銷、轉售、納管證明、聯接使用證明等)2.指定建築線

3.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4.建造、雜項、使用及拆除執照及變更設計、使用等申請事

項 5.建築工程開工 6.景觀管理審查、查驗及變更審查 7.污水排水設備審查、查驗

及污水排水設備變更審查 8 消防安全設備會審及會勘 9.編釘門牌 10.土地複丈 11.

環保設立或變更 12.環評或環說 13.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 14.廢水排放許可 15.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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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源設置許可及操作許可16.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17.毒性化學物質許可

證申請書18.危險性機械設備及工作場所合格證件及設置訓練合格之操作人員19.

臨時用電、用水或正式用電、用水申請 20.土地轉租售資訊 21.人才招募（本國勞

工）22.財務融通協助等。 

綜合上述，從經濟財貨分類標準來區分，工業區管理屬於公共領域的公共設

施與公共服務等財貨或服務，都具因有不同程度的公共財性質，而從財貨或服務

由政府循政府預算、付費提供或私人提供來分類，其準財貨的特性也有所差異。

但整體而言，皆屬於集體財的範疇，故本研究將工業區屬於公共領域的財貨或服

務，謂之為工業區集體資產。 

二、工業區管理制度 

自前述歸納國內工業區管理相關文獻中可知，過去探討工業區管理制度整合

或比較，偏重從管理制度的法令依據、管理組織、服務項目等面向比較分析，探

究管理供給面的制度實施效果之差異狀況；本研究為進一步探究管理工業區內具

有公共領域性質集體資產，在管理供給者與需求者之間的產權配置制度設計，故

試將工業區管理財產權分為公共設施、公共服務、經費及制定管理規章等四部

分，從權利與義務的產權分派情形，分析工業區管理集體資產產權在管理組織與

廠商間配置上的對稱性關係，作為從集體資產產權配置探討工業區管理制度的分

析架構。 

歸納我國工業區管理制度的現況，工業區管理制度類型可區分政府機關管理

制度、政府機構管理制度、公私聯合共管制度、及廠商聯合自治管理制度等四類

（詳如表 2-3-2），配合前述分析架構，說明如下： 

（一）政府機關管理制度： 

政府循預算程序投入開發建設工業區取得區內公共設施（備）產權，交由開

發工業區的政府機關負責管理及維護設施、提供園區廠商所需公共服務等管理的

權利與義務。廠商依循政府制定管理規章規範的權利與義務進駐工業區後，分別

負擔部分政府實施管理所需經費之義務，以交換取得對公共設施（備）與公共服

務的使用權利。廠商共同繳費所形成管理維護公共設施（備）與公共服務等集體

資產，由政府負起提供管理服務的義務，但相對配置決定公共服務項目、服務費

用計價、經費收支運用及制訂管理規章等實質決定集體資產內容的權利。換言

之，廠商對於集體資產產權配置僅擁有付費義務與使用權利，而在公共服務項

目、服務費用計價、經費收支運用、管理規章等決定集體資產內容變動的實質產

權，則均配置予政府設置正式機關管理組織，對於集體資產內容變動狀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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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實質權利可介入。相較於其它工業區管理制度，此為配置予政府在工業區管

理集體資產產權上最深的制度類型，廠商僅能在政府決定負擔付費義務程度下，

交換取得公共設施（備）管理維護與公共服務等集體資產的使用權利。 

（二）政府機構管理制度： 

政府負責開發工業區取得土地或設施（備）資產產權，並於購買設廠用地價

格中，由廠商按承購土地面積規模，分別負擔一定比例政府取得公共設施（備）

資產產權的義務。基本上，從工業區公共設施（備）資產取得與交換實質內容，

資產產權應由進駐廠商集體共有，惟在管理制度設計上仍將完整的公共設施（備）

資產產權配置予政府所有，由負責開發的政府機關管理，並設置管理機構組織負

責執行管理維護公共設施（備）資產及提供相關公共服務。依循政府規範管理制

度，廠商進駐後依比例負擔繳費義務，以交換取得公共設施（備）與公共服務等

集體資產的使用權利。雖然在管理制度的集體資產產權配置上，此類型管理制度

與政府機關管理相似，廠商都不具有決定集體資產產權內容或變動的實質產權，

其差異在於政府內部賦予管理組織，執行管理集體資產產權的權利或權力上程度

的不同，致使管理機構組織在管理集體資產的實質產權內容與變動關係上，相對

於政府機關組織較少且不明確。 

（三）公私聯合管理制度： 

在空間使用立體化與產業生產環境的需求下，工業區開發規劃的空間型態隨

之朝向立體化與多元使用的趨勢發展。政府投入開發立體建築型態工業區，因建

築物產權複雜關係，工業區管理法規制度在適用上仍有未明確或不足之處，工業

區管理制度，則架構於國內建物區分所有的管理法令制度上運作。在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對區分所有權的管理規範下，政府或廠商取得建築物專有部分時亦須負擔

一定比例共用部分設施，形成在工業區公共設施（備）產權共同區分所有的權利

關係。 

在區分所有的管理法令制度下，由政府及廠商等區分所有權人代表組成委員

會型態的組織，負有工業區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及公共服務提供等義務，但相對亦

配置公共服務項目、服務費用計價、經費收支運用、制定管理規章等實質決定權

利，由區分所有權人兼具服務財貨供給者與需求者角色，共同管理區內公共設施

及公共服務等集體資產。簡言之，在法令規範的管理制度設計上，由區分所有權

人代表的共同組成委員會組織，決定集體資產產權的內容及變動程度，規範及約

束各區分所有權人間的權利義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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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廠商聯合自主管理制度： 

政府於審查民間開發工業區計畫許可時，為保障未來進駐廠商使用公共設施

的權利，藉由計畫規範將公共設施的財產權配置予政府所有，管理維護的義務交

由進駐廠商組成管理組織共同負擔。在法令未明確規範制度下，廠商購地契約協

議內容，於進駐工業區後隨之轉換為管理集體資產產權的基礎。廠商在自行協商

的基礎上，共同組成管理委員會組織型態，藉由投票表決相互制衡的機制，共同

配置工業區管理集體資產產權，實施聯合自主性的管理制度，政府介入此類型工

業區的程度則相當低。廠商組成的管理組織具公共服務項目、服務費用計價、經

費收支運用、管理規章制定等集體資產產權的實質決定權利，但相對亦需負擔共

同議決管理費用。 

比較分析集體資產產權在廠商與政府間的配置情形，政府機關管理制度與政

府機構管理制度中，各項工業區公共設施與公共服務的集體資產產權，均配置予

政府決定實質管理集體資產的權利義務關係，相對廠商以負擔繳費義務，交換取

得使用集體資產的權利；在公私聯合管理制度與廠商聯合自主管理制度中，廠商

除繳費義務與使用集體資產的權利外，相對具有決定實質管理集體資產產權。準

此，各類型管理制度在集體資產產權配置差異，形成政府與廠商之間管理集體資

產權利義務內容與變動程度的制度光譜。 

上述管理制度分類中，政府機關（構）管理制度與公私聯合管理制度最大的

不同，在於適用的管理法令基礎差異，政府機關（構）管理制度由政府所訂工業

區管理特別條例規範，公私聯合管理制度則由政府基於對區分所權管理所架構制

定的法規規範。後續將歸納我國區分所有權管理機制，作為後續制度比較分析的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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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2：工業區環境財產權管理制度權利義務關係彙整表 
制度 

財產權 
政府機關
管理制度 

政府機構管
理制度 

公私聯合 
管理制度*

廠商聯合自主
管理制度 

使用權 
政府 
廠商 

政府 
廠商 

政府、廠商 
區分所有 

政府 
廠商 

收益權 政府 政府 
政府、廠商 
區分所有 

政府 

公
共
設
施 

財
產
權 

處分權 政府 政府 政府、廠商 
區分所有 

政府 

服務項目
決定權 

政府 政府 
政府與廠商所組
成的管理委員會

廠商所組成管
理委員會 

公
共
服
務 

財
產
權 公共服務

使用權 
廠商 廠商 

政府 
廠商 

廠商 

管理費用
決定權 

政府 政府 
政府與廠商所組
成的管理委員會

廠商所組成管
理委員會 

經
費
財
產
權 

收支運用
決定權 

政府 政府 
政府與廠商所組
成的管理委員會

廠商所組管理
委員會 

權 
 
 
 
利 

管理規章制定權 政府 政府 
政府與廠商所組
成的管理委員會

廠商組成管理
委員會 

政府與廠商 
權利義務光譜 

政府                                            民間 

管理維護公共 
設施（備） 

政府 政府 
政府與廠商所組

成的管理委員會

廠商組成管理

委員會 

提供公共服務 政府 政府 
政府與廠商所組

成的管理委員會

廠商組成管理

委員會 

義

務 

繳交管理 
（維護）費用 

廠商 廠商 廠商 廠商 

註「*」：在公私聯合制度中所稱之政府，等同於廠商為區分所有權人。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區分所有權管理制度 

（一）區分所有權之意義 

「區分所有」指的是數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同部分

按其應有部分有所有權。在立法用語上各國並不統一，德國稱為住宅所有權，瑞

士稱為樓層所有權，義大利稱為公寓所有權，我國則仿效日本稱為區分所有權。

公寓大廈為區分所有權的集合住宅建築，其區分所有權可分為專有所有權、共有

所有權及成員權等，前二者屬物權法性質，用以界定空間與權屬關係，其次為由

共同關係所生之成員權則屬於人法性質（楊裕富，1993），形成一種在特定空間

範圍內同時具有物權法與人法性質的特別權利。就三種權利的意涵分別說明如

下： 

1.專有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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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三款，「專有部分」係指公寓大廈之一

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換言之，專有部分係指建

築構造能被明確區分，而且可排他提供獨立使用之部分。區分所有中之專有所有

權，為區分所有權人在法令限制範圍或不危害他人的情形下，對其專有部分具有

完全所有權，包括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等等權利。 

2.共有所有權：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三條第四款，「共用部分」係指公寓大廈專有

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有之附屬建築物，而供共同使用者。共用部分性

質，可分為法定共用部分與約定共用部分；依使用與所有權關係而言，可分為全

體共用部分與一部公用部分（林宏隆，2001），茲分述如下： 

（1）法定共用部分： 

學說上之分類及其定義法定共用部分，亦稱為當然共用部分，係指在構造上

祇能供區分所有權人共同使用，不得任其合意變更為專有或專用部分；可分成兩

大部分，其一是不屬於專有部分之建物，如穿越數個專有部分之玄關、樓梯、通

廊、走道、屋頂突出物等均屬之。其二為建築物之主要結構與設備，如主要樑柱、

牆壁、及附屬於該等建物之設備，其效用與建物有不可分之關係，如衛生給水設

備、電纜、電線配管、防火設施等。 

（2）約定共用部分 

約定共用部分，又稱為規約共用部分，係指原得為專有部分，經依規約或全

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合議，變更為共用部分等屬之。如管理員室、會議室、交

誼廳、地下防空避難室等屬之。 

3.成員權： 

指出建築物之區分所有權，除專有、共有所有權外，因區分所有之建物中，

存在共同使用之空間，已越一般專有或共有的關係，結合其權利義務而為一獨立

的人法性權利。一般表現各區分所有權人，如何在共同關係之事務決定其意思及

該意思如何執行或管理（楊裕富，1993）。因區分所有權人之間共同關係相當複

雜，成員權的界定或執行方式也不盡相同，通常包含有三個部分（戴東雄，1984）：

（1）訂定規約： 

所謂規約，係指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就其建築物與基地之管理及使用方法，以

書面為一致決定之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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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會： 

所謂集會，係指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或其承租人或典權人出席會議，暨共

同事項之管理上，提出討論並作成決議。其中事項較重要者，以一致決定始能決

議，事項較次要者，以多數決定即可決議。 

（3）設置管理人： 

為使用共同關係之事務有序，尤其為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決議事項，通常應由

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共同選任一管理人負責其事。管理人之任務有共有物之維護及

執行有關區分所有權人合議或集會之決議等。 

（二）區分所有權管理運作制度 

1.區分所有權管理運作機制 

我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範區分所有建築運作機制，主要包括住戶權利義務

和管理組織兩大部分（邊泰明，2003），分述如下（管理架構，如圖 2-2-3）： 

（1）住戶權利義務部分： 

區分所有權人之行為是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範住戶權利義務的重點，例如住

戶不的任意棄置垃圾、排放各種污染物、阻塞防火避難通道等公共衛生、公共安

寧及公共安全之行為。區分所有權人對其專有部分，雖有自由使用、收益、處分

並排除他人干涉的權利，但其行使權利時亦不得妨礙其他住戶安寧、安全及衛

生。也就是不能有負面外部性行為產生，該等規範制定的精神其實與分區管制相

同，旨在避免負面外部性產生。所以當我們說在區分管制的架構下都市環境品質

與公共設施構成了共有產權型態，我們也可以說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範下，公

寓大廈居住環境品質與公共共有也構成了共有產權型態。每一宗土地所有權人和

每一個區分所有權人所擁有的不僅是單宗土地和單一專有財產權，同時也享有共

有財。 

（2）住戶管理組織部分： 

管理組織方面最重要的意義是建立了住戶自治管理制度，包括組織設立、參

與程序和行使職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明訂管理組織為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和管理

委員會，前者為意思機構由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組成，後者作為公寓大廈管理組織

之執行機關，職司管理公寓大廈事務，具有代表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對違規的區分

所有權人和住戶制止和進行訴訟的權利。所以在管理權的設計上是以區分所有權

的自治管理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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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所有權管理運作機制 

專有所有權 

人 物 

規約 

空間與權屬關係的界定 管理組織與規約的設置 

共有所有權 

專
有
部
分

共
用
部
分
約 

定
專
有
部
分

法
定
共
用
部
分
（
大
公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
小
公
）

成員權 

區分所有權
人會議 

區分所有權人 

管理委員會
（或管理負
責人） 

區分所有權人 

承租專有部分
之人 

區分所有權人
同意使用專有
部分之人 

 
圖 2-3-2：區分所有權管理運作機制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2.區分所有權管理爭議事件類型 

區分所有權建築管理爭議事件的衝突本質，可歸納為由市場失靈理論解釋的

經濟行為與非經濟行為（游舜德，1997）： 

（1）經濟行為類型 

就經濟行為而言，外部效果與財產權劃分不清楚是兩大重要因素，財產權劃

分不清主要由於共用部分在現今公寓大廈中所佔之比例極重，而訊息不完全則是

另一個使市場機能失效的重要因素，三者之間並非互相獨立存在，彼此間往往有

即高的交互作用關係，例如由於訊息不完全而使財產權界定不清，因而產生外溢

效果，而對他人產生效益的損害或有坐享其成者產生，進而引發各種爭議與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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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類型，例如：使用爭議、或維護爭議。 

（2）非經濟行為類型 

非經濟行為（例如社會價值觀觀的不同、人為懈怠或受僱之管理維護廠商素

質不良等問題）引起的的爭議事件，例如：管理爭議中之管理組織運作問題類型；

管理費用糾紛類型之違法挪用糾紛，費用收支不明確、延繳或拒繳管理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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