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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基礎及文獻探討 

第一節　 制度變遷與政府理念 

一、制度變遷理念 

    以 North 為首的新制度經濟學派，係以新古典經濟理論為基礎，納入

Coase 的交易成本觀念，透過制度分析架構為中心，加以解釋及研究制度變

遷的過程。North(1990：3、4)認為制度是一個社會中的遊戲規則，是人為

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類的互動行為，因此，制度構成了人類交換的動

機，制度變遷則決定了社會隨著時間演進的方式，所以研究制度變遷乃是

理解歷史演變的關鍵。其中交換動機係指制度乃是經濟成就的決定條件，

相對價格的改變乃制度變動之源，政府在面對相對價格改變時，會有誘因

來調整或改變既有制度，導致制度變遷（圖 2-1 為此種情形之示意圖）。 

 

圖 2-1 相對價格間之制度變遷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繪製 

至於無效率的制度之所以存在，North（1990：7）原先係採取以效率

原則解釋制度的看法，因而認為無效率的制度是統治者因財政需要而只顧

及短期的利害，以致個人的誘因與社會福利相左，惟 North 後來即修正這

種以效率為中心的解釋，改以統治者是為自己的利益來設立財產權

（property rights），而交易成本往往導致無效率的財產權普遍存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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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率的制度之所以持續存在的根本原因，在於現實的社會中，普遍存在

Coase 所提出的交易成本，因而當現行無效率的制度考量制度轉換過程的交

易成本後，高於制度轉變後所產出的相對價格收益時，縱然新制度所能產

出的價格收益大於現行無效率的制度所能產出價格收益，則無效率的制度

將仍繼續維持存在而不會選擇改變（圖 2-2 為此種情形之示意圖）。因此，

在研究制度或政策轉變的相關議題時，時常僅就前後制度的架構變動所能

帶來的價差加以討論，並未考量制度變遷前後所產生的執行成本、監督成

本、協商成本等諸多交易成本，因而造成無法達到原先預期新制度的建立

所能帶來的凈收益，甚至當制度轉變的過程所隱含的交易成本過大時，新

制度所產出的淨收益將低於原先的無效率制度所能產出的收益。 

圖 2-2 無效率制度持續存在之示意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繪製 

而制度變遷除了為改善或修正現行的無效率制度外，更多時候是發生

在為獲取更高的邊際收益，就形成了制度創新（instutional innovation）。

North & Davis（1971）曾經提到，如果制度變遷的預期淨收益超過預期成

本，則這一項制度安排就會被創新。渠等透過觀察美國在 19 世紀後半期至

20 世紀的經濟成長數據，來驗證美國得以快速經濟成長的最主要關鍵因素

就在於制度創新。因此在現有的制度下，當獲利的機會不能充分地被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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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就會面臨制度創新的情形，亦即成功的制度變遷過程，透過財產權的

重新安排來降低交易成本，以達到獲利最大化。然而財產權界定、保護及

重新安排的一連串過程主要係透過政府所制訂的法律規則來執行，因此在

探討制度變遷等相關問題時，除考量 North 所提出制度變遷前後的相對價

格變動以及 Coase 所提出的交易成本等面向外，因政府本身即為制度的制

訂者及執行者，其對於制度的影響甚大，實有必要對於政府此一角色加以

探討。 

二、新制度政府理念 

政府的存在是經濟成長的關鍵，然而政府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

在任何關於長期制度變遷的分析中，都應該把政府模型放在顯著的地位，

而為解釋財產權的結構及執行如何隨時間而改變等關鍵問題，則問題始於

如何確切地定義政府（North，1981:20-28）。因而 North 對於政府提出兩

個基本模型並加以驗證，其一為政府普遍產生無效率的財產權與不能實現

持續經濟成長的趨勢；其二為政府導致經濟變遷並最終致使經濟衰退的內

在不穩定性。進而提到政府追求增進社會福利的目標稱為「產出最大化」

目標；而政府為追求自身私利的目標稱為「租金最大化」，而這兩個目標

並不完全一致，然而統治者面臨了兩者限制：競爭限制與交易成本，通常

造成無效率的財產權，並導致「產出最大化」及「租金最大化」的目標函

數相互衝突。 

Nozick(1974:11-25)則認為當制度發展越繁複細密，所施行的範圍越

廣泛，則執行成本將會越來越高，此時則需要有經常性的組織來負責維持

制度的執行與運作，這種經常性的組織我們稱之為政府。而 North(1981：

26)認為政府可視為在暴利方面具有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iolence）的組織，其涵蓋的地理範圍是以其對國民徵稅權力為界。財產

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利，在暴力方面具有比較優勢的組織正好處於

界定和執行財產權的地位。易言之，Nozick 認為政府存在的主要目的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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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低現實社會的交易成本，而 North 則認為政府的主要目的為界定、執行

和分配財產權，因此 North 將政府存在的契約理論（contract theory）與

掠奪理論(predatory or exploitation theory)加以合併為暴力潛能分配

理論。其中契約理論的觀點係認為政府是人民經過平等的談判而達成的一

種社會契約組織，該組織主要為提供服務及保護個人財產，並降低社會的

整體交易成本而存在；而掠奪理論則認為政府是統治者為求個人利益最大

化所建立的暴力機器，主要是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合法工具（王躍生，

1997:99-98）。此兩者看似對立的觀點在過去歷史上皆可找到佐證和依據，

然而 North 所提出的制度主義式的政府理論觀點，主張國家同時具有契約

性質及掠奪性質，而此兩種性質主要取決於政府暴力潛能的配置狀態，如

果是平等的分配則是契約性政府；反之，如果分配不平等，則會出現統治

者與被統治者，剝奪者與被剝奪者的相對角色，此時則為掠奪性政府，清

楚地解釋這兩者理論並不相衝突。 

同樣採取政府具有暴力潛能分配此論調，而再進一步針對制度建立與

政府之間的關係加以說明者，Barzel(2002：22、250)則認為政府由一群受

到單一極端的組織使用暴力來達到強制執行所支配的人民，以及這些人民

所居住在強制執行的權力範圍所及的領域而組成的。而人們建立制度就是

為了防止財產受到強制徵收，並使用「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來

提昇制度繼續運作。此種為防範政府暴利潛能的濫用，致使被統治者為降

低監督成本，運用集體行動系統（collective action system）5的方式來

讓制度不斷提昇（創新），此與 North（1991:32）認為制度創新來自與統

治者而非人民的論調有所不同。本研究則認為在現實的社會，將可以普遍

地觀察到制度變遷的過程並非是單由政府（統治者）或人民（被統治者）

一方建立或改變，而是同時存在政府為求自身的利益最大化而不斷建立及

                                                 
5 集體行動（collective action）一詞係由 Olson(1965)所提出，其認為集體行動所追求的公共財，參與

集體行動所付出的成本往往大於所獲得的收益，使得不參與集體行動成為一種符合理性預期的結

果。此種結果又可稱之為集體行動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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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制度，以及人民透過集體行動系統來降低監督政府的成本與增加政府

的治理成本，使得制度獲得檢討與修正。因此，在現代社會的制度變遷，

可被認為是綜合 North 與 Barzel 兩位學者的看法，亦即制度變遷是在統治

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彼此不斷議價、攻擊與防禦，並考量自身相對價格變動

後所產生的結果，每一次的制度變遷都代表著一種價格變動後均衡的結

果。既然制度變遷是發生在供給與需求的均衡點上，而制度本身可以視為

是在市場上議價的財貨，而制度未發生相對價格變動前，制度將維持均衡

狀態而不會產生制度創新。 

綜上所述觀點，政府鑑於人民透過集體行動系統組成無住屋組織，並

夜宿忠孝東路表達對於政府一再標售公有土地以及面對房地產價格失序狂

飆的情形卻未見提出有效之解決措施等情形的不滿，而政府同時在考量自

身的利益最大化及治理成本最小化後，於民國 79 年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尋求

解決問題之道，並於民國 82 年 7 月 21 日訂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

確立公有土地以「只租不售」為原則，而至民國 91 年國家資產經營管理委

員會成立，以加速處分閒置及低度利用公有土地為目標，則一連串的制度

變遷應當發生相對價格變動，存在邊際報酬的誘因。因此本研究乃透過觀

察國有非公用不動產之出租與出售的相對價格變化情形，來加以檢視一連

串的制度變遷是否符合理論之預期，以及對於公有土地只租不售政策執行

的過程帶來何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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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政府對於公有土地政策係採取只租不售之原則，抑或公有土地採取挹

注國庫的出售模式，將對於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及國內土地市場有相當大的

影響。然針對我國公有土地是否應採取只租不售原則之看法不一且時有爭

論。過去文獻對於公有土地政策方向的探討中，多數論者基於公有土地必

須維持長期收益以及永續觀點，因此主張政府對於公有土地採取或繼續維

持只租不售為原則的政策方向（莊玉焜，1984；謝清煌，1984；張致祥，

1990；黃小秋，1990；劉維真，1991；林本炫、董娟娟、張人傑，1991；

柯芳枝、廖義男、劉宗榮，1998；朱伯松，1998；黃昭樺，2000）；而反

對公有土地採取「只租不售」為原則之論者，則係考量出租收益較低，管

理成本相對較高，而政府保有土地所有權後並未能積極開發利用以達充裕

國庫及發揮地利的目標，因此，與其任其閒置及低度利用，進而衍生公有

土地被占用問題，不如出售提供予民間利用（紀敏滄，1977；何銘欽，2001）。 

關於公有土地的相關學術文獻，許多是著重於探討各種開發利用模式

間的比較以及對於可行性進行分析，認為公有土地應採只租不售原則須保

留彈性，且應將「租」之概念作廣義解釋，即不侷限於出租、標租，尚可

擴及至設定地上權、委託經營、聯合開發、土地信託等利用模式，如由市

地重劃、區段徵收而取得之土地、抵稅地或畸零地則因其特殊目的或因面

積狹小無法單獨規劃利用，宜為例外之規定而准予出售（黃小秋，1990；

柯芳枝、廖義男、劉宗榮，1998）。而就公有土地採取委託經營利用模式

部分，廖蘇隆(2004)則認為國有非公用土地實施委託經營，能運用民間豐

富之資源，參與國有土地之經營管理，同時可促進土地利用，提昇管理績

效及提高土地價值，亦可避免國有土地閒置，降低管理成本，減輕政府負

擔並增裕國庫，因此委託經營是運用民間資源提升國有土地價值之最佳方

式。惟國有非公用土地自民國87年7月辦理委託經營以來，無法普遍推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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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為委託機關不重視委託經營業務、受託人受限及投資人參與意願

不高。而公有土地採取聯合開發之利用模式部分，胡雅婷(1997)則認為公

有土地開發方式應依景氣情況作為開發決策依據，經該研究財務模擬結

果，當市場於不景氣時，公有土地應進入市場帶動私部門開發，建議政府

選擇以BOT方式進行；當市場景氣時，公有土地應減少進入市場，則政府可

選擇合作開發方式進行。另公有土地採信託之利用模式部分，大多數認為

公有土地以處分方式作為變現收入，而非源自實質開發效益的結果，因公

有土地多半由特定財團所購得，造成公有土地出售後的實質收益多半由特

定財團所壟斷，公有土地開發效益將無法回歸到全體國民，並建議我國可

引進日本公有土地信託制度之作法，提高土地利用效益，並有助於國有土

地資產活化及有助於稅賦收入（葉瓊英，1998；黃偉政，1998；朱柏松，

1998）。其他如林本炫、董娟娟、張人傑等（1991）透過政治經濟分析結

果，則認為公有土地採只租不售政策固然是正確方針，但事實上，其意義

已屬有限且為時晚矣；另就所有權的角度而言，「只租不售」只在都市更

新上具有意義，亦即租期屆滿後，國家可收回土地從事都市更新。 

由於公有土地的租售政策最為直接受到影響的就是財政收入問題，紀

敏滄(1977)經由租金收益與土地純收益相較結果，從財政收入的觀點，公

有非公用土地之運用處分宜採出售方式為主，而以出租方式為輔。而謝清

煌(1984)則係透過理論建立與實務探討兩方面研究國有土地之管理問題，

以長期效益觀點，指出土地之耐用年限長，應以出租為佳；房屋使用年限

短，應審視其租金水準高低而作決定是否採取出售，其以當時中央政府歲

計年年有餘，認為實無加強出售國有土地以獲取臨時性收益之必要，並主

張國有土地處分收益不應以財政收入為目的，而應當以調節財政收支為目

的之看法。惟其並未再進一步探討倘政府遭逢財政收支無法平衡時，公有

土地是否即可採取出售方式以作為調節財政收支的方法。另鄭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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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何銘欽（2001）則認為國有土地租金率偏低，出租收益難與出售

收入相比，出租對於提供挹注國庫財源的功能難以達成，且公有土地在「只

租不售」的政策原則及未善盡開發利用的情況下，僅使政府徒然擁有大量

的公有土地，並無法真正達到政策目的或獲取財政收益，更因為多半國有

非公用不動產閒置未能善盡利用，反而衍生嚴重的國有土地占用問題。因

此，何銘欽建議放寬財政部所核定之「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解除

現有公有土地以不出售為原則，並將無保留公用必要之國有土地，無論其

面積大小一律辦理出售。 

而我國公有土地之政策轉變時期，大致可以三個時間點作為分野，在

民國 76 年以前以出售增加財政收入為主要管理重點，而民國 76 年至 79 年

間，國有土地之出售則開始不再以財政為唯一目的，認為國有土地應朝向

土地資源充分利用，以提供社會經濟發展及國家重大建設等需求為定位，

並於民國 79 年召開全國土地問題會議，確立公有土地以「只租不售」為原

則；至民國 89 年，因國有土地閒置、被占用等管理問題嚴重，公有土地「只

租不售」原則已有鬆動轉化趨勢，政府開始以加強清理並處分閒置低度利

用之國有土地，使荒無或低效度使用之國有土地能提高收益並改善政府財

政（鍾麗娜，1995；何明欽，2001；黃昭樺，2000；謝明傑，2003）。 

由於公有土地被占用問題嚴重，對於占用問題的根本原因探討多有論

著，多數論者認為國有土地之占用問題最為嚴重，並對於國有土地被占用

的情形、原因以及現行處理措施提出詳盡的說明，其中占用問題主要係因

占用之使用補償金不高、民眾守法觀念淡薄、管理機關人力不足、公有土

地閒置未能積極利用等原因所致（劉維真，1991；黃金河，1995；鄭明安，

1996；何明欽，2001；蔡信三，2000；江金郎，2003)。而就解決占用問題

之策略，則多數論者建議應採取「出租為主，強制排除為輔」，同時加強

勘、清查、提高租金率及使用補償金，並優先拆除與嚴懲新占用人，以有

效遏止占用繼續發生（劉維真，1991；黃金河，1995；蔡信三，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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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鄭明安（1996）則主張國有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離，以出售國有土地

使用權來達成消弭占用。另因公有土地之占用問題衍生出所謂的公平及效

率之探討，劉維真（1991）以公平與效率理論觀點及法令規定檢討來作分

析，主要著重在探討國有土地被占用問題，文中提到出租是否能夠替代出

售來解決占用問題，其認為出租相較於出售更具有公平性及效率性，且國

家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資源，能配合國家政策靈活運用，並能提供土地使用

權與需用人，而先決條件是必須以一個有效率、有作為並以全民的福祉為

首要政策目標的政府為前提。而邊泰明（1995）雖亦認同對於公地占用的

處理，不僅應考慮公平問題，更應兼顧土地利用的效率，惟考慮現實面的

結果，透過土地最可能使用（MPU）6與管理組織功能的觀點分析，在公平

效率權衡原則、差異公平原則與權力責任制度下，該文認為占用若無法有

效收回，可採放寬占用出租條件來作為解決部分占用問題；並就長遠的觀

點，健全公產管理機關組織功能及公地積極開發利用才是防止占用問題根

本解決之道。 

因此，透過過去針對公有土地該議題進行研究及探討的文獻中可以得

知，多數論者因考量公有土地之長期收益，認為公有土地政策應採取只租

不售原則，讓國家擁有土地所有權的資源，以配合國家政策靈活運用，並

能提供土地使用權與需用人使用，惟過去的文獻探討並未考量政府在執行

政策的過程也是會耗費成本，有時候政府的行政機器甚至耗費不疵

（Coase，1988：135）；再者，行政部門也可能犯錯，而且面臨政治壓力，

又沒有受到競爭者的刺激，我們是否可以直接認定行政部門必然會提高制

度運作的經濟效率則尚有待商榷，倘將政府對於公有土地的清查、管理、

營運、監督、排除占用、訴訟、契約、稅捐等諸多成本加以考量後，公有

土地只租不售原則之政策是否會有所轉變，則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又現行

                                                 
6 Graaskamp（1977）提到土地最可能使用(Most Probable Use，簡稱 MPU)係指著重於生產者、消費者

與公共機構財政資金償付能力、現有政治因素與不動產技巧等短期面分析，更著重於現實面之最可

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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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財產法對於國有非公用土地得予出租要件多係以無權占用為前提，此

與公有土地只租不售原則訂立之初始原意係衡量公有土地長期收益之觀點

應有所不同。又過去文獻多針對公有土地應如何開發利用以及解決占用問

題進行研究探討；對於公有土地是否採取只租不售原則，係以公平與效率

原則、開發利用模式以及長期與短期的財政觀點來進行論述分析，尚乏研

究對於行政院自民國79年 3月 12日召開全國土地問題會議及82年 7月 21

日頒佈「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後，公有土地採取「只租不售」原則

之實際執行情形進行實證分析。因此本研究將透過歷年國有非公用土地的

各項租售以及其他開發利用執行數據進行實證分析，以便瞭解政府對於該

公有土地只租不售原則之執行情形，並就公有土地之租售及其他開發利用

之邊際報酬趨勢變化中，探討正式制度的變遷與執行成效的相互影響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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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 結 

既然制度乃是經濟成就的決定條件，而相對價格的改變乃制度變動之

源，政府在面對相對價格改變時，會有誘因來調整或改變制度。我國於民

國 82 年 7 月 21 日訂定「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明掲公有土地之政策

係以「只租不售」為原則，該原則執行至今已歷時 12 年，因此公有土地在

出租與出售之間的相對價格變動情形，以及價格變動與組織間的相互影響

情形，將是本文探討的重心。然而如同 North 所主張的，為求能夠較清楚

地瞭解政府與制度之間的關係，對於政府本身之特質有進行分析與探討的

必要，因此本研究採取制度變遷的觀點，並透過新制度主義式「政府」的

角色，探討影響只租不售原則執行情形。本研究綜合 North 及 Barzel 兩人

的看法，主張制度變遷在民主社會的國家裡，應當是在政府與人民之間彼

此不斷出價、還價，並衡酌自身相對價格變動後所產生的結果，政府、人

民與制度三者間組合成所謂的「制度市場機制」，亦即在制度的市場裡，

人民不得不要政府；而政府同時亦不能離開民意。又制度在未發生相對價

格變動前，制度將維持均衡狀態，此時人民與政府間對於制度的供給與需

求將處在均衡狀態；然而當一方對於現有制度的邊際收益及邊際成本產生

變化，則制度的均衡點勢必會產生移動，而變動後的均衡點會落在何處，

則視雙方議價能力而定。因此本文透過此一觀點，觀察行政院自民國 82

年 7 月 21 日頒佈「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確立公有土地以「只租不售」

原則後，歷年國有非公用土地在出租與出售之筆數、面積、金額方面的變

化，以瞭解國有土地在管理與處分上的價格收入，是否已發生出租與出售

間邊際價格變動情形，並同時檢視法令的修訂變革與政府組織調整的過

程，以瞭解統治者（政府）在面對該相對價格的變動時，如何調整或改變

制度以因應其收益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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