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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一、研究動機 

工業區開發乃是促進國家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工業區開

發政策之內容亦必須隨著國家發展政策的變更加以調整。台灣經濟發展政策

從民國四○年代的 「進口替代政策」開始，歷經五○年代的「出口導向」、

六○年代的「重化工業發展」、以及八○年代「電子產業扶殖」等階段，政

府亦陸續開始開發「編定工業區」以支持產業經濟的發展。 

編定工業用地的開發供給，涉及規劃、開發、租售、使用及管理等不同

階段，按我國工業區之開發利用工作1，依法雖屬經濟機關之法定職權，但

行政機關在實務上卻常與開發投資公司協議，委由該公司合作辦理開發工

作。政府到底應該自己提供這項服務，還是將該服務外包出去，Hart、Ｓ

hleifer、Vishny 認為，政府的採購契約，產品或服務的質量是不明確的，既

可以任命一個官員來提供，也可以外包給私人來提供，由於私人對提供服務

的資產具有比官員更有降低成本的激勵，因此當提高質量很重要時，就應該

對公共服務採取私有化的措施；反之則服務由政府內部提供（Hart, O., 
Shleifer, A. and Vishny, R. 1997）。 

在 1980 年代經濟起飛，工業區用地需求量大，提供大量工業區用地是

非常迫切的，所以在「量」的方面很重要，因為產業急需土地生產，所以委

託予民間方式對提供工業區的公共服務，採取私有化的措施最為妥當，所以

政府在開發一個新工業區時，行政機關會與開發投資公司協議，委由該公司

合作辦理開發工作，政府與開發者雙方會簽訂定開發契約。本文認為工業區

                                                 
1 工業區開發利用是指經由政府或民間直接投入工業園區之規劃、開發及銷售管理等工作，提供

企業開發完成之設廠用地與相關公共設施。根據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 23 規定，工業主管機關、

投資開發工業區之公民營事業、土地所有權人及興辦工業人等，可依照工業區設置方針，勘選一

定地區內之土地，擬具可行性規劃報告及依環境影響評估法應提送之書件，層送中央工業主管機

關轉請中央區域計畫或都市計畫主管機關及中央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同意，並由經濟部核定後，編

定為工業區後即可進行開發，經選定之工業區，位於都市計畫範圍內，須變更都市計畫配合者，

得限期依都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變更。詳參經濟部工業局，2005，《工業區開發模式與政策檢討》

台北：國立台灣大學，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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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契約是一個人力和非人力共同訂立的特別市場契約2，換言之，本文從

投入人力或非人力區別雙方的角色，討論涉及雙方利益配置的關係，為本文

之核心重點。 

工業局與開發單位之產權3關係中，依其工作性質，可分為三方關係（詳

見圖 1-1），分別為：（1）開發主體（2）受託開發單位（3）規劃設計單位。

開發主體有發動工業區開發程序之權能，負責經營決策的功能；受託開發單

位（即為開發者）進行開發計畫的執行，包括籌措資金、施建工程等，負責

經營管理的功能；規劃設計單位在使工業區土地能作最合理之使用，發揮最

高效益，在開發前進行整體規劃設計工作，並施工過程中，由設計機構負責

工程監督，期使工程品質能符合設計目標，負責外部監督的功能。 

 

圖 1- 1  政府委託開發三方關係圖 

經濟部工業局 

開發主體係指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工業局成立前，係由臺灣省政府建

設負責策劃推動。而早期最主要的工業區受託開發單位主要有三，榮民工程

處，中華工程公司及台灣土地開發公司，三者原來都是公營事業，後來中華

                                                 
2 特別市場契約旨在說明這與一般市場契約的區別，其實特別市場契約就是企業，Coase 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認為企業的形成就是用「一個契約代替一系列契約」。詳見 Coase, R.,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16):386-405。 
3 這裡所說的「產權」，概念與法律上的財產權、所有權和物權等概念不盡相同，是經濟上的產
權關係，與「財產權」有別，財產權係專指「非人力資本」的統稱，如土地、資金、設備等，在
文義解釋中，跳脫不了財貨的概念，而本文中所指「產權」，是包括「人力資本」，故不以財產權
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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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司與台灣土地開發公司分別實施民營化，轉為民營事業單位。此外，

為了投資與建南港軟體園區，經濟部工業局也與民間業者合資，民國 82 年

成立民營的世正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而在規劃設計單位，民國 58 年先後由

政府輔導成立中國技術服務社、中興工程顧問社及中華顧問工程司。其後民

間工程顧問公司亦如同雨後春筍，紛紛設立（陳聖怡，1982:29-34）。 

開發者承擔工業區開發過程中的各項管理、組織和協調工作，政府不直

接參與開發過程。係以行政程序從旁協助取得徵收土地及資金籌措取得之部

分，希望透過開發者專業開發知識（know how），藉重私人提供服務的資產

具有的積極性，迅速完整地提供工業區用地供興辦工業人使用。 

而開發者執行開發計畫所需資金均需自行籌措，並為債權、債務之主

體。開發者執行本計畫之各項資金收支情形應建立專戶管理，並將開發資金

調度及支用情形，按月報請工業局核備；工業局於必要時，得派員或指定會

計師查核開發單位開發資金之調度、保管及支用情形（包括有關帳簿、憑證

及會計表冊），開發單位不得拒絕4。 

在政府委託開發工業區模式中，開發者對政府的關係是施工、資金籌措

工作，政府對開發者的關係是監督、管理；政府對規劃設計單位關係為委託、

監督，規劃設計公司對政府的關係為規劃設計；而開發者對規劃設計單位有

支付服務費之關係，規劃設計單位對開發者的關係則為監造、諮詢的關係。

而三者之間不存在任何隸屬關係。開發者作為工業區開發服務市場獨立運作

的個體，透過參與市場競爭獲得委託開發權，為政府主管部門提供技術支援

和服務，從而獲得代辦費用。開發者目的在於獲得最大利潤，因此，在實行

委託開發制中，為了規範和約束開發者的行為，政府必須根據委託開發契約

以及相應的政策、法律、法規，設立一個外部監督單位，即規劃設計單位，

來監督開發者在工業區開發過程中的開發行為，以維護公眾和社會利益。但

是由於人的有限理性和交易成本的存在，政府與開發者在交易時不可能預見

未來的各種狀況，並還能以雙方都沒有爭議的語言寫入契約，所以當未出售

情形出現的剩餘風險由誰承擔的問題就會浮上檯面。 

工業區之開發，通常面積不小，需要大量土地、資金等非人力的投入，

加上公共設施之開發，所費不貲，又需要配合許多具有專業性開發規畫銷售

等知識的專用性（specific）5人力，因為此類人力價值不易衡量，服務的質

                                                 
4 經濟部工業局，2005，《工業區開發模式與政策檢討》台北：國立台灣大學，頁 170。 
5 專用性（specific/idiosyncratic）可能是近十幾年來契約理論文獻中出現頻率最高的術語，資產

專用性的念最早為 Williamson 於 1985 年著作《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 
Market, Relational Contracting》，New York：The Free Press 提出，係指一項資產可調配用於其他

用途的程度，或由他人使用而不損失生產價值的程度，這種認識突破了新古典經濟學當中生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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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是不明確的，因為必須組成廠商來間接評量這些人力，而廠商的組成包括

人力及非人力，政府透過徵收土地6投入「非人力」，及藉由開發投資公司具

專業性知識「人力」，以委託開發工業區計畫案的模式，進行 Alchian 及

Demsetz 所謂的「團隊生產7」的生產，進行開發工業區工作，於此一生產合

作上，人力特性在廠商契約的場合得到突出的表現，而人力之價值也被間接

定價出來（Alchain, A. and Demsetz, H. 1972）。 

如果依傳統經濟學對廠商組成的四大要素：土地、資本、勞動、企業家

才能來作說明，前兩者是非人力，後兩者為人力，政府是土地的投入者，而

開發投資公司則是資本、勞動、企業家才能要素的投入者，工業區開發案為

一個人力和非人力共同訂立的特別市場契約，契約在事前沒有或不能完全規

定各參與要素及其所有權利和義務，留在契約的執行過程中再加規定。為有

效執行此種開發工業區之任務，雙方締結協議書，在協議書中，除約定雙方

工作及權責劃分外，並有開發完成後，土地出售所得之處理及開發代辦費之

分配事宜。在台灣房地景氣及經濟發展處於熱絡階段時，因為工業區土地供

不應求，故合作雙方大都不會產生履約上紛爭8。 

然而，自 1990 年代以降，國內經濟成長趨緩，工業區土地乏人問津，

造成大量工業區土地未出售9情形產生。依經濟部工業局 2007 年 8 月統計工

業區租售情況分析，關於工業區未出售的情況如下：未出售面積占可租售面

積比例最高之縣市分別是：屏東縣（59.8%），花蓮縣（43.0%）；未出售面

積最多之縣市：彰化縣（61.4 公頃）、屏東縣（61 公頃），桃園縣（37.7 公

頃），花蓮縣（32.5 公頃）10。從以上數據可知，工業區土地未出售情形的

確存在，造成委託開發公司，大量投資之資金無法回收，政府亦無足夠資力

                                                                                                                                            
素被假定為同質而無費用地相互替代的概念，為經濟學的研究提供了一種新的思路，由此，有關

資產專用性的理論文獻以及在各種經濟現象中的應用便迅速發展起來了。Williamson, O. E.,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 Market,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The Free 
Press. 
6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例第二十五條：「工業主管機關為開發工業區，得依法申請徵收私有土地。」

及同法第二十七條：「工業主管機關開發工業區，需用公有土地時，由各該公地之管理機關逕行

提供開發，不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限制。」觀之，不論是徵收私有土地或撥用公有土地，土地

要素的使用成本都歸諸於工業主管機關，故仍認為工業主管機關是非人力資本—土地的投入者。 
7 Alchian 及 Demsetz 認為：當眾多的成員組成一個團隊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就可能產生一個大於

單個成員從事生經營活動津收益的剩餘。  
8 林明鏘，2005.07，「委託開發工業區契約之定性與仲裁容許性—兼評最高行政法院九十四年裁

字○○四七○號裁定」，《月旦法學教室》第 33 期，台北：元照出版社，頁 110。 
9 本文不擬以「閒置」或「滯銷」來描述現行工業區銷售狀況，乃基於學術研究，其用詞措語應

保持中立，「閒置」、「滯銷」或帶有些許貶低的意味，會造成閱讀上有先入為主的印象。何況在

行銷管理上，尚有「安全庫存量」的概念，亦即，工業區開發須經漫長的程序，自開始勘選土地

取得，以至開發完成公告出售，須費時三四年，一旦經濟景氣、投資意願強烈時，再行開發工業

區，將緩不濟急，故應隨時保持適當比例之空地，以供興辦工業人不時之需，故必須存在有合理

的土地儲備。陳聖怡，1982，『工業區的開發』，台北：聯經出版事業公司，頁 86~87。 
10 經濟部工業局 2007 年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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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此一開發工作，且依開發契約性質之規定，也不允許政府承受。而實施

工業區開發事業，最重要也是最難以克服的關鍵問題是，在開發投資案中，

對於該開發工業區案剩餘索取權（residual claim）11的分配，換言之，也是

整個開發案治理結構的問題，究竟在團隊生產中，不完全契約（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12中的不確定性開發風險到底是由何者承擔；又不確定性

所產生的剩餘索取權又是何者所得。 

而國內在工業區開發的討論中，張本一（1991）從比較日本開發工業區

立法及實施經驗13，去探討應以入股的方式共同合作開發工業區，達到地盡

其利的目標及利潤分享的原則，但本文認為，在該文中只有提及，在工業區

開發後所產生的剩餘索取權，可以透過「土地信託」、「第三公團」、「等值交

換」將利潤分享給原土地所有權人（而同時也把未來的不確定性的風險，轉

嫁給土地所有人）但卻未提及在剩餘索取權最終是歸屬於委託的政府抑或是

受託的開發者。擁有最終剩餘索取權的一方，負有承擔風險之義務，承擔風

險就可分享剩餘索取權，由產權結構的觀點以觀，在張本一的文章中並未觸

及此一關鍵問題，實有繼續深究之必要。 

                                                 
11 剩餘控制權的概念，首創於 Fama, Eugene F.在 1983 “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一
文中所提到的概念，最初是應用這個概念去解決代理成本的問題，剩餘索取權係指有機地將人力

資本及非人力資本結合後進行生產，其有機結合的產出與個別加總的產出的其間的差額就是這裡

剩餘的概念。Fama, E. F. and Michael. C. J., 1983. “Agency Problems and Residual Claims”,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mic, 26:327-349. 
12「不完全契約理論」（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最早提出者 Williamson, O. E.於 1985 年《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一書中所創始的概念，打破了傳統經濟學下「完全契約」的

假設。在學術上，「不完全契約」係指 Grossman & Hart 以及 Hart & Moore 所開創的分析架構，

往往被簡稱為 GHM 理論。Hart 等人注意到，雖然交易費用經濟學對交易費用與契約不完全性給

予了高度的重視，而且還對各種組織的形成有很強的解釋力，但是“它對權力是重要的觀點或者

制度安排是對經濟主體之間權力配置設計的觀點卻未能給予足夠的關注＂。而學者間也對不完全

契約有不同程度闡釋，如學者張維迎在評述「不完全契約」，係認為一個完全契約指的是締約雙

方都能完全預見契約期內可發生的事件，願意遵守雙方所簽訂的契約條款，當締約方對契約條款

產生爭議時，第三方比如說是法院能夠強制執行。不完全契約正好相反，由於個人的有限理性、

外在複雜性、不確定性、信息不對稱和不完全性，契約當事人或契約的仲裁者無法證實或觀察一

切，造成契約條款是不完全的，簡單地說，不完全契約是一個留有漏洞的契約，由於漏洞的存在，

不完全契約常常不具備法律上的可執行性（enforceability），詳參張維迎，1996，「所有制、治理

結構及委託—代理關係」，《經濟研究》第 9 期，頁 3~15。 
13 日本工業區開發有採取三種方式：第一是「土地信託」方式，即由信託銀行與土地所有權人

簽定信託契約規定，全責進行受託土地的規劃及開發利用的工作，信託銀行將該土地開發利用之

成果，做為信託收益之分配，俟信託期間屆滿或信託契約解除後，受託人再就財產歸還與委託人；

第二是「第三公團」方式，第三公團是指公共部門與民間部門組合之半官半民部門，共同開發經

營事業，由政府及民間企業共同合作，互相協調溝通，不僅能互補有無，亦能使工業區的開發符

合分工原則與效率，而地主亦能以土地為資本，參與「第三公團」的共同開發；第三是「等值交

換」，又稱為「權利變換方式」或「立體重劃方式」，其交換方式是由地區內之土地或建築各項權

利人，提供區內之土地或是建築物等權利，投資者提供資金合作參加重建，於開發完成後，各按

提供之資產額大小，等值交換開發建設後之建築期地或建築物有關之權利。詳見張本一，1991，
《我國工業區開發土地取得方式之研究-以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為例》，國立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碩士

論文，頁 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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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規劃面而言，有文獻認為，現今工業區未出售問題乃為當初工

業區開發之區位選擇不適當及開發規模不經濟所致14，依其脈絡推論，開發

公司在區位選擇及開發規模沒有作良善的規畫，故未出售的責任應由其承

擔；從財務面而言，工業區開發高度利用財務槓桿，在遇到長期景氣低迷與

整體產業變動調整之時機，工業區開發價格因利息成本之不斷增加而有高過

市價之趨勢，以致形成工業區土地未出售情形15；從政策面而言，政府因循

地方政府要求大舉開發工業區而未仔細評估，乃為背離現實需求的過剩開

發，故致供需失衡，使工業區未出售情形發生16，依此推論，政府必須為決

策失誤而負責。 

綜覽文獻，以上所述似未以剩餘索取權（residual claim）配置的角度作

出正面回應，然而，剩餘索取權之歸屬，與工業區土地出售與否的不確定性

息息相關，開發者因開發甄選後，獲得開發案的控制權及部分剩餘控制權，

卻因為其僅有代辦費之收入欠缺剩餘索取權的匹配，人力欠缺激勵，就產權

結構的安排而言，完全沒有達到人力的避險效果，故無論開發完成的時程或

出租售的情況如何，其剩餘索取權範圍必然與其無關，對開發時程或出租售

情況呈現消極態度，產生人力偷懶的情形發生。 

本文認為，唯有從產權結構去切入探討工業區開發制度，似乎才可以解

釋剩餘索取權應配置予政府或開發者的關鍵問題。其實工業區土地之所以出

現未出售情況，其問題核心乃在於工業區開發當時，因為承擔了開發風險的

開發者，並沒有適當剩餘索取權作為激勵，造成剩餘索取權安排失靈，故本

文欲以產權理論分析工業區開發制度之產權結構。試圖站在更宏觀的角度，

去看待雙方的產權結構，並進一步釐清權利，希望指出工業區開發產權結構

的瑕疵，提出結論。 

二、研究目的 

                                                 
14 楊松齡，1987，《我國現行工業區開發策略之剖析--區位選擇與開發規模分析》，國立政治大學

博士論文，頁 5~6、頁 10；王蘭生，1992，《工業區位政策應用領域式發展途徑之評估─由台灣

工業區開發經驗論起》，國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王嘉明，1984，《台灣地區工

業區開發區位與利用之研究》，淡江大學建築系碩士論文；林國華，1993，《工業區開發配置決策

支援系統雛型之研究》，國立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論文。 
15 張璠，2002.06，「工業區土地開發使用待解決」，《國家政策論壇》第 2 卷第 6 期；林淑雯，2005，
《工業區地價問組成因素之探討》，土地問題研究季期第 13 期，頁 47~60；彭嘉儀，1998，《開

發商想碰又不敢碰的地方—工業區還能發展嗎？》，卓越雜誌第 170 期，頁 152~155；張璠，2002，
《危機與轉機—工業區開發之問題與對策》，立法院院聞第 345 期，頁 107~118。 
16 紀淑芳，2001，「一千億活活裁在政府工業區—開發商一旦不支倒地，工業局就會跟著倒？」，

《財訊》第 236 期，頁 214~217；蔡隆郁，2005，《台灣民主化後國家機關自主性分析-以濱南工

業區開發案為例》，國立中山大學政治學系碩士論文；林勝男，1989，《我國工業區開發政策之探

討》，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系碩士論文。 



第一章 緒論 

1- 7

本次研究希冀達成之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一）從產權結構觀點，分析政府與開發者在工業區開發中的角色，探

討工業區開發制度就制之課題所在。 

（二）藉由個案開發契約實證分析，探討工業區開發產權配置狀態，提

出現行工業區開發之課題。並分析工業區開發產權配置的制度與

開發者人力激勵制度之關連，研提未來工業區開發制度設計的建

議作法與方向，作為政府改善工業區開發課題及法令修訂時的參

考。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範圍 

長期以來，工業區開發對國內經濟發展扮演重要角色，為積極促進產業

發展，台灣地區工業用地之供給可分為規劃體系及開發體系二部分：其中前

者泛指內政部主管之都市計畫工業區及非都市計畫之工業區；開發體系則依

法之不同可分為經濟部所屬編定開發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國科會所屬科學

園區、農委會所屬農業生物科技園區、交通部所屬自由貿易港區及其他行政

院專案核淮環保科技園區、文化資產園區、工商綜合區等。規劃體系下的工

業區用地多未經整體開發，細小零散；而開發體系下，科學園區、加工出口

區等多由政府自辦開發，故本文之研究範圍鎖定於由「經濟部工業局所編定

開發之工業區」為研究範圍。 

但除限定研究討論之標的，本文在研究上尚有兩個研究限制，首先，本

文將政府及執行官員視為一個整體的概念，雖然在政府與執行官員間可能存

在著代理成本，但是本文假設政府與官員都是朝同一個目標函數生產工業區

以滿足興辦工業之用；其次，雖然在一些受委託的開發者，具有工程施作能

力，而在工程費上也享有剩餘，但因其間涉及工程專業性及工程契約利潤合

理性的探討，非本文研究之核心，故本文假設開發者報酬只限於代辦費。 

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文獻分析法」進行：針對國內現行編定工業區土地使用管制及

工業區用地變更現況之相關資料及產權理論之文獻，進行蒐集整理，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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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在加以分類，並予以分析與探討。並輔以專用性（specific）理論，析

要說明各要素的投入專用性程度與剩餘索取權的分配之相關性，綜理得出結

論。 

第三節  研究內容與研究流程 

一、研究內容 

本文係以產權理論分析工業區開發制度，第一章緒論，說明研究動機與

研究目的、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研究內容與研究流程；第二章工業區開發

制度之產權結構：首先概述工業區開發契約意義與利益分配，其次說明團隊

生產活動的本質，再者說明不完全契約與剩餘索取權，鏈結工業區開發與產

權理論的關係；第三章，是我國編定工業區開發制度沿革，首先簡介工業區

開發制度，其次論及開發問題與困境，再者進行開發課題的分析；第四章，

以開發個案之探討為例，配合產權理論，深入探究剩餘索取權分配及歸屬。

第五章，提出結論。 

二、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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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  研究流程圖 

工業區開發制度產權結構 

產權理論探討 工業區開發制度 

現行編定工業區開發制度

資產專用性理論 

開發個案之案例分析 

結論與建議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