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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工業區開發制度之產權結構 

工業區開發係由政府與開發者投入各自的產權所需要素，合作生產工業區用

地的經濟制度，政府藉由民間力量提供產業所需用地，供產業發展為用。在導入

民間活力的同時，需要界定開發權利義務的分工，所以透過協議產生開發契約，

以明文化的方式，釐定各方責任，便於在開發過程中發生疑義時，以收定紛止爭

之效。 

然而，開發契約不只是一紙在拘束雙方意思表示的法律文件，雙方合作產生

的開發行為，從經濟學來看，有更深層的意義。為什麼需要深入討論其經濟上之

意義，其原因在於社會情勢實際上存在著千姿百態，法律有時無以濟其窮，在法

律無法處理開發制度的所產生的問題時，經濟上最合理，最節約社會成本的方式

或許可以找到問題的答案。因此，有必要對開發制度經濟上的面向，詳加探討及

深入。 

開發契約為何會出現法律無法濟其窮的情況發生。係因為將社會情勢現實存

在著太多樣態，將其完全寫入開發契約的成本太高了，此一原因攸關開發契約在

經濟上本質上的討論，所以本章第一節會說明開發契約存在的意義，及其涉及的

利益分配；而後在第二節會描述開發契約其本質的探討，而本節係以「廠商契

約」、「團隊生產」、「人力與非人力特別契約」三個觀念，進一步說明開發契約在

經濟上的性格；第三節則以不完全契約及剩餘索取權來解釋開發契約利益分配經

濟上基礎。首先，不完全契約對無法寫入開發契約的原因，提出了「人的有限理

性」和「交易成本的存在」兩大原因，剩餘索取權則說明利益發生的經濟理論，

而剩餘索取權歸屬建立則為指示利益分配一個應然的基礎。 

第一節  工業區開發契約意義與利益分配 

一、工業區開發契約意義 

工業區開發是一整套的社會制度，為近代促進國家經濟成長的主要手

段，為二次大戰後各國為迅速恢復國力競相使用的重要方法。以改善經濟條

件、促進經濟成長為主要目的（陸恆寧，1992）。而民國 59 年，經濟部工業

局正式成立，同時也宣告我國成為以大量開發工業區來促進經濟成長的國家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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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工業區開發中，政府到底應該自已提供這項服務，還是將該服務外

包出去，Hart、Ｓhleifer 和 Vishny 認為政府的採購契約（生產工業用地）是

不完全契約（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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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認為，由於私

人對提供服務的資產具有剩餘索取權（Residual Claims）2，因此比官員更有

降低成本的激勵，但是私人會過於降低成本而忽略成本降低對質量提高的逆

向效應。因此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的最佳範園是產品或服務的成本降

低，對質量提高的逆向效應可以得到控制，或者提高質量很重要，或者官員

對利益集團的庇護問題很嚴重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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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區用地需求大的時代，提供大量工業區用

地是很迫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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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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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工業用地供興辦工業人使用，政府與開發者雙方會簽定

開發契約。本文認為工業區開發契約是一個人力和非人力共同訂立的特別市

場契約3，換言之，本文僅從投入人力或非人力區別雙方的角色，至於到底

是行政機關或私人，則非本文之重點。而既曰之為契約，即涉及雙方利益配

置的關係，這是也本文欲探討之核心重點。 

二、利益分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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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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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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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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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業區開發制度利益分配的問題中：張本一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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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一，1991）。
但因開發者只有代辦費而無激勵機制可言，產生人力資源效率不彰的問題。

同時張璠認為工業區開發期程應縮短，並輔以預售制度、低利貸款等措施，

以降低利息壓力。另直接工程費所涉及其他費用甚多，規劃過程宜注意控

制。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時，用材規格應審慎考慮，避免造成直接工程成本的

增加（張璠，2001）。該文認為開發者可能在開發案中會墊高成本、拖延開

發時程，以謀取較高之代辦費。而許君毅則針對工業區土地售價結構進行探

討，認為成本定價方式審定，造成價格缺乏性，市場競爭力弱，成本積壓所

產生之利息，將是造成工業區用地價格攀高（許君毅，2003）。許多學者也

贊同此一論點4。 

綜上而言，政府與開發者之間的開發契約，事實上形塑了一個生產合作

團隊關係，這個團隊生產，包含了政府的土地、開發者的資金、勞動者、企

業家才能，這些要素投入進去後，進行合作的產出，除了保留收入外，還創

造剩餘索取權，但是在要素報酬的分配上，人力產權報酬都是以固定或固定

比例的形式呈現，對人力而言，沒有誘因，意即人力沒有受到激勵，開發者

目標函數是使其自我利潤最大化，而非使生產產出最大化，一旦開發者的目

標函數與整個生產合作團隊目標函數是有出入，人力就會採取傷害整個生產

合作團隊的逆選擇，即人力就會剝削非人力以滿足其利潤，換言之，人力就

會產生偷懶的現象，以致於開發者之人力資源消極地銷售工業區土地，進而

促使工業區土地未出售情況產生。所以在利益的分配必須在理論上找出一個

合宜的剩餘索取權（residual claim）配置法則，否則對整個團隊生產的人力

及非人力都是一種激勵的扭曲。 

第二節 團體生產活動的分析 

政府與開發投資公司合作生產工業用地的行為，包括投入專業人力、融資、

徵收土地等，都是在投入生產要素，又因為投入要素者不止一人，所以本文稱政

府與開發者雙方進行一種「團體生產的活動」，該活動與在產品市場中直接購買

產品的交易有所不同，在眾多流派的學術爭鳴中，對於「團體生產活動」也有不

                                                 
4 紀淑芳，2001，《一千億活活栽在政府工業區—開發商一旦不支到地，工業局就會跟著倒閉？》，

財訊第 236 期，頁 214~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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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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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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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觀點：有些學派認為是一連串契約的組成，主張「廠商契約」；也有學派主

張廠商是將資源集中，產生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之「團隊生產」，這是西方產權

學界較為主流的見解；除此之外，學者周其仁將團隊生產活動看成是「人力與非

人力的特別契約」，來解釋團隊結構的運作，也是新近引起討論的觀點。本文精

要整理如下： 

一、廠商契約 

Coase 認為，「廠商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取代價格機能，成立一家廠商

會比較有利可圖，主要原因似乎是由於使用價格機能也有成本，透過價格將

生產活動「組織」起來」（Coase, 1937）。換言之，Coase 把廠商看作是各種

要素所有者為了節約交易成本而達成的契約，說「廠商問題本質上有助於契

約安排的選擇，我歷來就是這麼看的」（Coase, 1937），指出廠商的形成就是

用「一個契約代替一系列契約」。大量減少契約就可以降低風險，節省交易

成本，促使人們以廠商組織替代市場交易。 

那麼，Coase 的廠商契約與普通契約差異何在。Coase 認為廠商之所以

能夠節省交易成本，是因為廠商主與其他要素所有者訂立了一個長期契約，

從而不必在廠商內部經常不斷地進行談判開訂立各種契約，同時還能運用行

政命令進行指揮，「廠商或許就是在期限很短的契約不令人滿意的情況下出

現的。購買勞務—勞動—的情形顯然比購買物品的情形具有更為重要的意

義」，「在此階段，重要的是，注意契約的特性，即注意廠商中被雇用的生產

要素是如何進入的。逶過契約，生產要素為獲得一定的報酬，同意在一定限

度內服從企業家的指揮」（Coase, 1937），而廠商契約和一般的市場契約的差

別在於前者是勞動力的買賣契約，在 Coase 認為，「生產要素就是勞動力，

而廠商契約就是雇主和雇員之間的契約」。「廠商內部，生產要素不同組合中

的討價還價被取消了，行政指令替代了市場交易，那時，毋需通過生產要素

所有者之間的討價還價，就可以對生產進行重新安排。」「活動的重新安排

不是用契約對權利進行調整而是作為如何使用權的行政決策的結果。（Coase 
R., 1946）」這此論述雖然還有些模糊，特別是沒能接觸到廠商與市場的差別

在於它具有生產剩餘價值的功能，卻在討論廠商內部關係上多少取得一些進

展。 

張五常標榜承襲 Coase 觀點，回答 Coase 沒有解答的問題：如果廠商不

過是以一類市場契約替代了另一類的市場契約，那麼這兩類的契約有什麼不

同。張五常指出，廠商「這個契約」發生在要素市場上；而價格機制的「那

一系列契約」，則是產品市場上的交易，因此，廠商無非是以要素市場的交

易契約替代了產品市場上的契約。「廠商的成長被視為產品市場被要素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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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市場交易涉及產品或商品」，而「廠商交易涉及生要素」，作為契約

安排方式的廠商，反映要素所有者之間的交易關係（Steven, C., 1983）。廠

商是由擁有不同資源的當事人共同選擇的一種節省交易成本的契約安排方

式，當兩個當事人預期到某種契約能減少交易費用時，就會以這種契約方式

進行資產轉讓，從而形成廠商。但是如果交易成本為零，區分一個產品市場

和一個要素市場是多餘的（Steven, C., 1983）。張五常的上述闡述，被認為

是對現代廠商理論的一個重要的貢獻。 

這就是張五常真正不同於 Coase 的地方，是他認為要素市場上的契約，

即「廠商契約」，與產品市場上的契約並沒有什麼特別的不同。市場上交易

的時間間隔性、交易成本不為零、以及交易過程中的風險和不確定性等等，

在產品市場和在要素市場上都是一樣的。因此，這兩類契約在程度和具體安

排上的區別，並不足以把廠商組織與市場機制區分開來。張五常提出的問題

實質是：如你不會因為到百貨公司買了一雙襪子，你就被看成是你與這家百

貨公司同屬一個廠商，可是你聘用了一個工人或一個工程師，你就與工人或

工程師被看成構成了一個廠商。在他看來，買襪子的契約與企業家聘用工人

或購買原料的契約都是市場契約，在本質上沒有什麼兩樣。張五常由此得出

結論是：由於廠商的契約本質，使我們不知「廠商為何物！」（Steven, C., 
1983） 

二、團隊生產 

Alchian 與 Demsetz 接受 Coase 的交易成本理論，但對其所提「廠商契

約」卻提出質疑，其認為「常常見到以權力為特徵的廠商透過命令、權威或

紀律處分解決問題，比那種一般市場上實行的東西更有優勢，這是錯覺。這

種廠商不擁有全部它的投入。它絲毫沒有區別於兩人之間的普通市場簽約的

命令權力、權威、紀律處分。」「管理與分派各種工作的假定權力之內涵恰

恰就是等同於一位小小消費者的管理和分派商店做各種的權力。單個消費者

能夠分派商店去作這樣的工作，即以雙方能接受的價格，買進該顧客可能要

商店提供的任何東西，那恰好是一個雇主對一個雇員所能作的全部。」所以

「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長期契約，不是這種我們稱之為廠商組織的本質。」

（Alchain, A. and Demsetz, H., 1972）可見，他們認為在契約方面，雇主和雇

員的關係與商店和顧客的關係是完全相同的。 

那麼，廠商內部關係與雜貨商與顧客的關係有那些區別。「這就是投入

在團隊中的使用，和某一方在所有其他投入的契約安排中的中心地位，這就

是在一個團隊生產過程中的中心的契約主體─不是某種高度權威的命令性

或懲戒性的權力」。就是說，他們用團隊去說明廠商的內部關係，把廠商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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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不同要素所有者為了提高效率而進行合作，不存在命令和懲戒權力，完

全依靠協商形成的契約去維繫的經濟組織。同時，他們輕而易舉利用定義把

剩餘說成是協作的自然產物，即所謂團隊的特點之一是其產出結果超過「每

種合作資源分離的產出之和」，而不說明其性質及泉源。在說明團隊本質時，

他們製造了「契約安排的中心地位」和「中心契約主體」的含糊概念，刻意

迴避廠商內雇主和雇員的關係，把廠商主說成是要素的某一方，在其他要素

所有者自願讓與下處於中心地位成為有權安排刺入的中心契約主體。這樣，

廠商也就成為一種契約的集合體了，這是以一種含糊的語言標榜廠商內部自

由平等關係、掩蓋廠商本質的循詞，不可避免地會留下一堆無法回答的問題。 

Alchian 和 Demsetz 指出，團隊生產可能產生「偷懶」現象 而難以利用

市場競爭加以制止，因而必須團隊內部設立有專職的監督者，以保證團隊的

效率。可是由於同樣的理由，依靠市場「監督者」也不是有效的，所以需要

賦予監督者以剩餘索取權作為額外的激勵，才能提高監督的效率。依照廠商

所有者即擁有剩餘索取權的觀點而言，監督者就自然地成為所有要素投入者

的「中心契約主體」了。「替代全部投入所有者的多邊契約的，是一個共同

的中心締約人簽訂的一個雙邊的集合，它促進了在團隊生產中的聯合投入的

有效組織。」（Alchain, A. and Demsetz, H., 1972） 

在強調「監督者」的重要作用之後，Alchian 和 Demsetz 羅列了「監督

者」的各種權利。包括「衡量產出績效、分配報酬…觀察投入要素的投入行

為，並給出做什麼和如何做的任務或指令」；還包括「終止或修改契約的權

利」、「單方終止任何其他成員的成員資格，單獨決定擴展或減少成員人數，

改變成員成份」，或賣掉這個團隊監督所擁有的剩餘索取權（Alchain, A. and 
Demsetz, H., 1972）。這實際上就是雇佣和辭退工人，決定工資水平，指揮、

監督工人，獲得利潤等等資本主義廠商雇主的權利。他們雖然也承認「擁有

剩餘索取權的人」即「廠商的所有者」，但他們利用合作式「團隊」的抽象

概念，就輕易地將這種雇主和雇員的關係說成是自由平等的關係，說「每個

團隊成員與廠商所有者的關係簡直就是一個『交換』契約。」每個人都在購

買和銷售。雇員「命令」團隊的所有者付錢給他，同樣地，雇主指導團隊成

員執行一定的命令。 

三、人力資本與非人力資本的特別契約 

周其仁對「團體生產活動」的中心思想是把廠商理解成一個人力和非人

力共同訂立的特別市場契約。廠商契約在事前沒有或不能完全規定各參與要

素及其所有者的權利和義務，而總要把一些留在契約的執行過程中再加規

定。廠商契約的這個特別之處，來源於廠商組織包含著對人力（工人、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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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業家）資本的利用。與其他理解不同的地方是，周其仁把「人力的產權

特徵」引入對廠商契約及其特徵的思考，並認為這是 Coase 廠商理論裡被忽

略的一個關鍵（周其仁，1996）。 

周其仁認為，廠商契約不同一般市場交易的關鍵，首先是在廠商契約

中，包含了勞務的利用。換言之，恰恰是由於廠商必須購買勞務，而勞務買

賣「事前大概、以後決定細節」的意義特別重大，才使廠商契約區別於其他

市場契約（周其仁，1996）。當代人力理論探究了經濟增長中何以總產出的

增長比要素投入的增長更快的根源，發現健康、教育、培訓和更有效的經濟

核算能力等等要素，成為現代收入增長的日益重要的泉源（Schultz, T., 
1961）。不過，多數人力理論的文獻，也不過是將對（非人力）資本理論的

一些原理推廣到人力資源的分析上而己。當人力經濟學家把人的健康、生產

技能和生產知識看成是一種資本存量，即作為現在和未來產出和收入增長的

泉源時，人力與非人力在形式上幾乎沒有什麼區別了。 

而其又認為人力特性在廠商契約中才得到突出的表現，廠商契約隱藏在

一般交易商品和勞務之中的人力分解了出來，並把人力本身當作可為廠商購

買的獨立要素。廠商契約至少有一方是投入人力。最簡單如「古典廠商」，

就是廠商物質資本的所有者與勞務要素的所有者—工人—達成的一個廠商

契約。這裡投入廠商的勞務，就是工人人力（體力、基本技能和努力）的發

揮和利用。但是在現代廠商契約中，人力與非人力的兩大元素結合，又可向

下細分：在人力的部分，分為企業家才能、經理管理知識能力、工人勞動（周

其仁，1996）；在非人力的部分，本文認為亦可分為非貨幣性非人力資本（例

如土地、設備等）及貨幣性非人力資本（例如資金），而非貨幣性非人力資

本的專用性較高，不易轉作他途，或轉用他途的機會成本極高。反之，貨幣

性非人力資本（例如現金），是最具可塑性的資源之一，因為它幾乎能迅速

被換成任何東西。而本文也推測周其仁應係依其專用性程度而區別人力。因

為企業家才能具有與非貨幣性非人力資本一樣，且有極高的專用性，一旦組

成廠商，企業家才能就會成為沉入成本，專用性極高。 

四、本文見解 

Coase 對「團體生產活動」的理解，本文認為廠商的形成的關鍵和團體

生產活動不能僅從契約的數量去解釋，因為那是細節性的，不足以改變契約

簽訂者的實質關係，不能說明廠商的本質。 

雖然張五常力圖證明廠商只是以要素市場代替產品市場，但他並沒有告

訴我們兩種市場的差別，或者他根本認為沒有區別。再者，他也同樣迴避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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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動力要素的特殊性：生產功能和創造剩餘價值的特殊功能，這才是廠商存

在的根本原因。 

而 Alchian 與 Demsetz 的「團隊生產」，對於為什麼是「某一方」而不

是其他的投入者成為「監督者」，「某一方」是依靠什麼成為中心契約主體並

擁有「剩餘索取權」，根本未加以論證與說明，只簡單地宣稱，這是其他投

入者自願讓與的協商結果，說如果不是這樣，「那麼團隊生產的成本就會增

加」。 

再者，雇員能像雇主一樣容易地終止契約，「權威主義的」、「獨裁的」

或「命令」這些屬性也是與這種廠商的概念或它的效率沒有關係。似乎只要

雇員能命令雇主付工錢，能夠「容易地終止契約」，就不存在廠商主在生產

中對工人的指令關係，廠商主和工人處於完全平等的地位（Alchain, A. and 
Demsetz, H., 1972）。但是，除了出賣勞力以無別謀生之路的工人，豈敢如此

「容易地終止」雇佣契約。換言之，以團隊生產論來解釋廠商產權，忽略工

人階級的弱勢地位。 

暫且忽略工人與雇主平等的說法，還是回到一個問題，這種契約與市場

契約有何不同在充滿含糊概念的一些論述中，找不到明確的答案，綜觀團隊

生產理論，Alchian 與 Demsetz 只是以抽象概念代替嚴格科學證明，迴避雇

主為何能靠著成員的自願，主動讓與當上「監督者」，並享有「剩餘索取權」。

Marx 認為，廠商主與工人的本質關係，揭露了剩餘索取權的泉源以及它為

什麼歸資本家所得，其明確指出，正是基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勞動制度，使

資本家擁有支配的勞動力，占有工人無酬勞動創造的剩餘價值的權利，「資

本所以是資本家，並不是因為他是工業的領導人，相反的，他之所以為工業

的司令官，是因為他是資本家。（Marx K., 1975:369）」 

本文認為廠商是根據市場要求組織生產活動，提供產品和服務，以達到

創造剩餘價值目的的經濟組織。生產商品、創造剩餘價值的基本功能和本質

特點將它與單純的市場活動區別開。進一步分析，廠商存在於不斷周轉的運

動過程之中。它不僅具有在流通過程中購買生產要素的功能，有組織生產要

素投入勞動過程生產產品的功能，還有銷售產品的功能以及初次分配收入的

功能，這四大功能缺一不可，構成了完整的廠商運作活動。其中，購買階段

和銷售階段的活動屬於市場活動，為廠商的生產和再生產提供條件並且實現

所創造的剩餘價值；分配的功能則為各類人員提供約束和激勵手段。而最重

要的是作為廠商中心環節的生產過程，只有它才能提供產品和服務，才能創

造價值和剩餘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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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的運行要求有穩定的秩序，頻繁的討價還價將破壞這種秩序，不利

於生產的正常進行。Alchian 和 Demsetz 關於雇傭契約要進行反復協商，是

沒有認識到廠商內不對稱的權力關係和勞動組織的複雜性，不斷的討價還價

「可能破壞工作現場的集體意見和隊伍團結」，「浪費時間和資源」（Hodgson, 
G., 1946）。而廠商契約把廠商說成是契約的集合，是只強調它的市場行為，

而忽視了社會關係的複雜性和動態變化的特點，將廠商內部關係與市場關係

都同樣當成契約關係，結果必然是片面誇大廠商內部關係的自由和平等，抹

煞不同經濟主體—廠商主和雇傭勞動者—從流通領域進入生產領域後，在地

位和相互關係上的巨大變化，辨別不了廠商與市場的本質區別。所以，在一

百年前 Marx 就揭露過資產階級學者對資本主義廠商關係的扭曲，他說：政

治經濟學家「花言巧語地把這種絕對的從屬關係描繪成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

由契約關係，描繪成同樣的獨立的商品所有者即資本商品所有者和勞動商品

所有者之間的自由契約關係（Marx. K., 1975:838）。」對照這一深刻揭示可

以看出，廠商契約論，從實質上說，只不過是馬克思批判過的庸俗的自由貿

易論的現代版本。 

而周其仁對「團體生產活動」的中心思想是把廠商理解成一個人力和非

人力共同訂立的特別契約，為「團體生產活動」邁開了新的步伐，跳脫了「廠

商契約」的舊框架，中肯地對團體生產活動的本質作出精闢的分析，其間亦

容納了許多學術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包括在剩餘索取泉源的解釋，及剩餘索

取權歸屬的探討，都可以在「廠商產權＝非人力＋人力」社會科學公式的推

導下，得出概念性的結論，雖然還是不能完全將「廠商契約」、「團隊生產」

理論上的盲點解決，本文認為這個分析架構或工具在討論個案剩餘索取權

上，還是具有強大的解釋力，所以，在「團體生產活動」的認知上，本文擬

採周其仁的見解為主，並以「廠商契約」、「團隊生產」為輔，成就本篇論文

在解析工業區開發制度的架構。也同時說明了本文題目會稱「產權」結構而

不稱「財產權」結構，因為本文認為「產權」包括人力資本及非人力資本；

而「財產權」則將陷入在財貨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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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不完全契約與剩餘索取權 

一、不完全契約的發展 

（一）不完全契約理論發展 

契約理論興起於 20 世紀六七十年代，是當前國際學術界活躍的一個

研究領域。與研究非人格化的價格機制的主流古典經濟學不同，契約理論

試圖揭示理性經濟主體之間的契約關係。然而，與所有的科學研究一樣，

契約理論內部也存在不同的分支或學派，並且它們之間還存在繼承與發展

的，目前契約理論有三大主要分支為：委託—代理理論（Principal-Agent 
Theory）、交易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及不完全契約理

論（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楊其靜，2003）。 

本文認為，在剩餘索取權泉源的理論基礎中，Hart 之「不完全契約理

論」（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最具解釋力，學術上，不完全契約係指

Grossman & Hart 及Hart & Moore所開創的分析架構，往往被簡稱為GHM
理論。剩餘索取權（residual claim）存在，Hart 認為「人的有限理性」、「交

易成本的存在」，是導致不完全契約的主要原因。首先因為人的有限理性，

人對外在環境的不確定性是無法完全預期的，通常要把要素組合起來投入

廠商契約的期限通常很長，由於這種風險和不確定性，因此無法在訂約前

把要素買賣雙方的一切權利義務全部規定清楚，締約雙方也不可能完全預

見契約期內可能發生的事件，簡單來說，不完全契約就是一個留有「漏洞」

的契約（Hart, O., 1995）。 

其次，由於交易成本的存在，使得談判、作出決定、達成有關協議都

須要成本，而因為不確定性的存在，使得要用清晰的語言簽訂各契約條款

的交易成本極高，所以契約不可能詳盡所有狀況，不可能所有可能發生的

未來事件都寫入契約中，更不可能制定好處理未來事件的所有具體條款，

因為交易成本太高，超過了契約的收益（朱可，2004）。 

綜言之，不完全契約即事前無法囊括所有或然事件的契約，因此，合

意的作法是，係將契約中難以明確的「剩餘權利」歸屬於某一方，而廠商

的本質是非人力與人力的結合，獲得剩餘索取權的一方將因此增加投資激

勵，而失去剩餘索取權的一方則將減少投資激勵。如果增加激勵所提高的

生產率足以彌補減少的激勵所損失的生產，那麼這種權利的轉移就是柏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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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改善的（聶輝華，2005）。 

（二）剩餘索取權涵義 

1、剩餘索取權及剩餘控制權之區辨： 

Fama 是提出剩餘索取權的先驅者，最初是應用這個概念去解決代理成本

的問題，其認為由一個代理人集團承擔最大不確定性，剩餘索取者裡便有存

在的價值，因為它減少了其他代理人因承擔變動風險而調整契約所花的成

本，因此，剩餘的風險，即資源的隨機流動對代理人承諾的薪水之間差額的

風險由其承擔的結果，必須要賦予等量的剩餘索取權來匹配，以解決組織內

目標利益的衝突性（Fama, E. F., 1983）。但是他並沒有很具體地區別「剩餘控

制權」與「剩餘索取權」的差別。 

本文認為剩餘索取權是建構在所有權的法律或契約定義的基礎之上的，

是相對於特定收益權而言，是對生產的總收入扣除所有的固定支付後之剩餘

權的要求權，由於契約的不完全性，總收入肯定不是一個常量，而是一個不

確定量，在簽訂契約時，不可能規定所有要素者都能得到固定的收入，契約

可以規定所有廠商成員都是剩餘索取者，但不可能規定所有廠商成員都是固

定收入索取者（張維迎，1996）。 

而有能力決定剩餘索取權多寡，即剩餘控制權。故擁有剩餘控制權之人

所為之決策，決定了剩餘索取權的數額，所以理論上認為，剩餘索取權與剩

餘控制權應該相統一，所以決定所有權最優化配置的總原則是：對資產平均

收入影響傾向更大的一方，得到剩餘的份額也應該更大（Barzel Y., 1989:64）。
由於剩餘索取權是不確定、沒有保證的，在固定契約被支付前，剩餘索取者

什麼也得不到，換言之，剩餘索取權是無法自我實現的，其體現和保證必須

透過剩餘控制權來完成，也就是說，沒有剩餘控制權的索取權是被動、固定、

空洞的索取權，收兩者結合在一起，可以讓決策者承擔決策的全部財務後果。

這樣，自利動機會驅使它做出好的決策，避免壞的決策（傅紹文，2004）。 

2、剩餘索取權理論適用性探討 

（1）非營利組織的剩餘索取權 

剩餘索取權應用看似只能在廠商以獲取最大利益為基礎下存在，其

實不然，在非營利為目的組織中，更有應用的餘地。Alchain, A.與 
Demsetz, H.認為雖然公司的經營，更換經營者進而改善經營管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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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化為新經營者的現時財產，創造更大的資本，但是在那些不以營利

為目的的組織、學校、教堂、俱樂部、互助儲蓄銀行、互助保險公司以

及監獄等組織中，改善管理的結果，並不會資本化為組織的現時財產，

但因為沒有明確的利益相對人，或利益的相對人為不特定的廣大群眾，

沒有人會對利潤的高低作爭執，因此，在那些不以營利為目的的組織

中，經營管理的投機取巧行為會更加嚴重（Alchain, A. and Demsetz, H., 
1972）。為了避免更多機會主義的侵害，剩餘索取權用以激勵人力使其

不為機會主義的行為就更為重要。 

Alchian 與 Kessel 認為，由於權利受到限制，人們的行為也將改

變。限制所有權的各項權利，使人們無法盡量追求貨幣報酬最大化，所

有者會盡可能滿足自己的個性偏好（Alchian and Kessl, 1962），Averch

與 Johnson 亦指出，如果所有權的權利內容受到限制，人們會改用各種

替代方式來調整自己的行為，維護自己的利益，但具體採用那些方式，

多依具體情形而定（Averch and Johnson, 1962）。綜上所述，在非營

利組織中，對人們行使所有權的各項具體權利能力施加限制，會使他們

轉而更加依賴各種替代方式，來達到自己效用的最大化，由此造成產品

配置及其背後的財富配置格局的改變。而非營利組織中，經營者的激勵

關鍵並不在於剩餘索取權回饋，而是為了累積自己在社會上的聲望。非

營利組織達成很多無法以貨幣衡量的社會效益，非營利組織營運良好，

為社會貢獻許多，經營者也隨之獲得名望，故只要達成非營運組織的創

設的目標，其對組織利潤的高低變得不太在乎，沒有降低成本的誘因，

這也是非營利組織經營上的隱憂。 

（2）專業知識人士組織的剩餘索取權 

另外，在擁有專業知識人士組織中，多以合夥制型態出現的組織

中，這種團隊行為是依靠市場來組織的，同時還沒有專職監督者，因此，

這種組織以自我監督的方式存在，而且規模不大，以防止投機行為而沖

淡努力工作的熱情。而且在親威之間，長期共事的朋友之間，更容易形

成，這不僅是因為他們休戚與共，也是因為彼此熟知各人特點和投機的

傾向（Alchain, A. and Demsetz, H., 1972）。因此在這種合作制度上，每

個人都是專業知識（know how）的所有者，人力都需要激勵，而團隊

的每一個人對團隊的貢獻都是難以衡量，其產出的測定是要依靠其他人

來監督，因此所有團隊裡的人都是剩餘索取權的擁有者，彼此相互監

督，相互激勵。 

（3）監督者的剩餘索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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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ichael, C. and William, H.提到，關於監督單位的問題，因為監

督需要成本，而監督所生的成本會計入企業成本進而影響到未來的現金

流量，它們降低了剩餘索取權的市場價值，而不論是外部和內部的兩種

監督成由組織負擔，所以讓監督以最低的成本來實行是符合其利益的，

如果管理者本人能以較低的成本提供這些資訊（或許是因為他為自身內

部決策的目的已經搜集了許多數據），預先答應承擔提供這種報告的成

本，並請獨立的外部審計人員來檢驗其準確性，對他是有利的。因為外

部獨立單位同時提供了監督及保證的作用（Michael, C. and William, H., 
1976）。但是縱然是外部監督，還是存在代理問題，因為不知道監督者

是否認真執行監督業務，監督人力也是一種需要「知道怎麼監督」的專

業知識（Know How）人力，故其也需要激勵，也需要剩餘索取權的配

置。 

3、以「不完全契約」（Incomplete Contract Theory）論剩餘索取權 

根據「不完全契約」理論，契約的不完全性會導致廠商「剩餘控制權」

的產生，廠商管理人不僅可以根據勞動力契約的基本規定使用勞動力，還可

以根據先前沒有明文規定的所謂「剩餘」的控制權，指揮和監督勞動者進行

生產，實現他們的生產目的（吳宣恭，2005）。換言之，剩餘控制權是在不完

全契約理論基礎上發展起來的。正是有了契約的不完全性，才有了剩餘控制

權的存在空間。換言之，正因為廠商的管理人適切地運用剩餘控制權，所以

產生的了剩餘權，而此剩餘權會在法律上或契約上明定其歸屬或由誰占有，

即會規定擁有剩餘索取權者為何方。 

4、以階級觀論剩餘索取權 

Marx 深刻地指出：「工人在走出生產過程時與他進入生產過程時是不一

樣的。在市場上，他作為『勞動力』這種商品的所有者與商品所有者相遇。

他把自已勞動力賣給資本家時所締結的契約，可以說像白紙黑字一樣表明了

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後卻發現，他不是『自由的當事人』，他自由

賣自己的勞動力的時間，是他被迫出賣勞動力的時間5」，他剖析了勞動力買

賣契約簽訂以後勞資雙方關係的變化：「一離開這個簡單流通域或商品交換領

域，庸俗的自由貿易論者用來判斷資本和雇佣勞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念

和標準就是從這個領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了

某些變化，原來的貨幣所有者成了資本家，昂首前行；勞動力所有者成為他

的工人，尾隨其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畏縮縮，

                                                 
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Ｍarx, K. ,and Engeles, F.原著，1975，『資本

論』第 1 卷，人民出版社，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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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市場上出賣了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任人宰割6。因為，一旦進

入了生產過程，廠商主與雇佣勞動者就從平等締結契約的關係轉變為奴役和

被奴役、剝削和被剝削的關係了。現代廠商也沒有改變這種關係。 

其實 Marx 已經揭露了剩餘價值產生的秘密，他認為剩餘不能在流通中

產生，因為流通領域貫徹的是等價交換的規則，關於這一點，廠商契約論的

經濟學家卻完全不懂，並且沒有觸及到，因而他們便從交易中，甚至從定價

方式中直接得出剩餘。但是它又不能不在流通中產生，因為資本必須在市場

買到勞動力這種特殊商品，然後在生產過程中加以使用，創造出大於勞動力

自身價值的新價值。Marx 這樣揭示契約與廠商的關係，「勞動力的購買是這

樣一個購買契約，按照這個契約，提供的勞動量，也就是，一定要提供剩餘

勞動，這是預付價值資本化或者是剩餘價值生產的根本7」。可見締約勞動力

買賣契約是剩餘價值生產的前提和廠商存在的前是，但也僅僅是前提而已，

如果沒有經過勞動的過程，剩餘價值仍然不會創造出來，廠商就發揮不了它

應有的功能，沒有實現它的目的，就不成其為廠商。就是說勞動力買賣契約

為剩餘價值的創造提供前提條件，卻不能包括廠商的全部關係，不能說明廠

商內部關係的特點和本質。 

5、本文見解 

依傳統的經濟學觀點，生產的四大要素已於前述提及，分別為土地、資

本、勞動與企業家。土地產生地租；資本滋生利息；勞動要求勞資；企業家

要求「正常利潤」，由此而知，超過正常利潤者，即為「超額利潤」，依不完

全契約以觀，可能是因不確定性及風險造成供需短暫的不平衡所致生之剩餘

索取權，而依 Marx 觀點認為剩餘不能在流通中產生，人力創造出大於勞動

力自身價值的新價值。但本文認為兩者沒有相悖，供需短暫的不平衡是因為

「勞力」這個人力無法在短期內供應，必須要透過訓練才能投入生產，當供

需不平衡情況產生，而某些急需該項商品的人們，願意以超過該商品價值的

價格購買時，人力就創造出大於勞動力自身價值，所以本文認為兩者係以不

同的角度解釋剩餘索取權，所以可說是殊途同歸。 

二、剩餘索取權歸屬 

關於剩餘索取權分配之問題，學術上有出現分歧：首先，從產權經濟學

                                                 
6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Ｍarx, K. ,and Engeles, F.原著，1975，『資本

論』第 1 卷，人民出版社，頁 200。 
7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列寧斯大林著作編譯局譯／Ｍarx, K. ,and Engeles, F.原著，1975，『資本

論』第 1 卷，人民出版社，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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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專用性投資者為防止被他人的機會主義行為侵害的風險，因此應該

擁有剩餘索取權，而且效率最大化要求廠商剩餘索取權和控制權匹配，所以

那些重要的專用性資產的所有者應該擁有剩餘索取權（residual claim）和控

制權（楊瑞龍、楊其靜，2001）；然而，在古典廠商理論中，從兩個角度非

人力應該擁有剩餘索取權：一派認為（非人力）資本對勞動（人力）的雇佣

關係歸結為前者客觀上承擔了廠商經營活動的市場風險和一般工人的道德

風險（楊瑞龍、楊其靜，2000），換言之，非人力具有抵押的功能，可能被

其他成員作為人質（hostage），故容易受到濫用（abused），其中又以非貨幣

性非人力資本（土地、廠房等）最為嚴重，因為一旦投入生產，就會成為沉

入成本，而貨幣性非人力資本則可透過階段投資降低被「套牢」或「敲竹槓」

的風險，Gompers 對 795 家獲得風險資本的廠商所作的實證研究發現，風險

投資公司對廠商的投資平均分為 2.689 個階段投入，是否進行下一個階段的

投資主要取決於廠商目標能否順利實現（Gompers PA., 1995）。而人力因其

與所有者不可分的關係，意味著可以藉由偷懶（shirk）提高自己的效用，而

透過濫用非人力使自己受益（張維迎，1996）；另一派以主觀風險偏好的差

異解釋資本家或雇主是風險中性者，而工人是風險厭惡者，透過廠商組織形

式勞資之間建立起一種契約關係，厭惡風險的人工將市場不確定性的風險轉

嫁給風險偏好中性的資本家，同時資本家支付「風險傭金」自己卻自願領取

一個固定低於期望收入的「確定性等價」工資，資本家因風險偏好優勢而承

擔了市場不確定性的風險而取得經營管理權威，並成為剩餘索取權者（楊瑞

龍、楊其靜，2000）。 

除此之外，周其仁認為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無須激勵、廠房設備無須激

勵、銀行貸款無須激勵，但是人力的特性不同，「人力的運用只可激勵而無

法壓榨」，任何的廠商契約都離不開工人的勞動、經理的管理知識能力及企

業家的經營決策（本文認為這是把人力依專用性程度又加以區分為三類，此

與傳統經濟學認為人力只包括勞動及企業家才能不同），因此主張人力特性

使直接利用這些經濟資源時無法採用「事前全部講清楚的契約模式」，或要

事前講清楚全部細節的信息成本太高，而必須將不完全契約中剩餘索取權賦

予給人力的投入者，以作為對人力的激勵（周其仁，1996）。 

鑑於學派紛雜，說理各不相同，本文茲簡要整理於下： 

（一）歸屬專用性投資者 

而關於專用性資產（specific asset），首創於 Wlliamson，是指在不犧

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資產可於不同用途和由不同使用者利用程度

（Williamson,O., 1985）。即當某種資產在某種用途上的價值大大高於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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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用途上的價值，那麼該種資源在途上就是具有專用性的。具體，專

用性資產是為支某種交易而進行的耐久性投資，它一旦形成，投資於某一

領域，就會鎖定在一種特定型態上，若再作它用，其價值就會貶值。它作

為生產性資產的一種存在形態，如一件資本設備或一套專門知識，在這種

狀態不允許將資產轉用其他用途，像黏土燒製成器上而後固定在不變的形

態一樣。而資產專用性可分為以下六類：1、場地專用性；2、物質資產專

用性；3、在「作中學」過程中的人力資產專用性；4、專項資產；5、品

牌資產；6、臨時專用性（Williamson,O., 1985）。由此可知，當專業分工

越發達，一些具專用性的人力就會出現，而使得專用性者不僅止於非貨幣

性非人力資本的土地。 

針對資產專用性對交易行為的重要性，Williamson 進一步指出，資產

專用性與沉沒成本（sunk cost）有關，一般情況下，專用性資產一旦投入，

若不能發揮作用，其價值就不可能全部收回，原因是資產專用性問題是起

源契約執行期間的問題，如果契約不能如約履行或提前終止，其所有者就

不可能在毫不犧牲生產價值的條件下改變這種資產的用途，而資產專用性

的實質是一種套牢（lock-in）效應。一旦專用性投資作，出在一定程度上

就鎖定了當事人之間的關係，契約關係就會發生根本性轉變，事前的競爭

就會被事後的壟斷所替代，從而導致要挾（hold-up）的機會主義發生

（Williamson,O, 1985）。 

而專用性只有在契約不完全的背景下表現出來，專用性資產交易的契

約是一個不完全契約，在契約不完全的情況下，交易雙方的利益矛盾和衝

突不可能在事前得到解決，而是被拖到事後，這樣交易雙方的機會主義行

義會使雙方的談判和變得困難，從而在一定程度上會使雙方相互專用性投

資不能達到最優，因此為了降低交易費用，替代市場的縱向一體化選擇就

是必然的。換言之，資產高度依賴於另一些專用性資產，那麼這兩項資產

應歸一方所有。 

而「機會主義」就和專用性「密切相關」，「專用性」也就成為解釋許

多制度安排的核心概念。就產權經濟學的觀點，「專用性投資者為防止他

人的機會主義行為侵害的風險，因此應該擁有控制權」，並且「效率最大

化要求廠商剩餘索取權和控制權匹配」，所以「那些重要的專用性資產的

所有者應該擁有剩餘控制權（楊瑞龍、楊其靜，2001）和索取權。這個觀

點有下述理由支持。 

首先，對那些向特定團隊投入了專用性資產的「下賭注者」來說，由

於資產缺乏流動性，面臨著後被套牢的風險並且在一定程度上承擔著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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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失敗的風險，因此，在事前必然要求獲得包括足夠的風險佣金在內的

保留收入，因為這是「下賭注者」參與約束或個人理性約束（individual 
rationality constraint）條件。其次，「專用性」所衍生的「控制權」是指「下

賭注者」對其他團隊成員的機會主義行為實行監督的權力，其目的是為了

防止專用性投資的「準租金」被剝削（Klein, B., 1978）。在「專用性」投

資者防範風險的邏輯下，當事人對控制權和風險佣金的權利，兩者間存在

一定的替代關係（楊其靜，2000）。一般來說，專用性越強，可剝削的準

租金愈大的「下賭注者」參與廠商組織所要求獲得控制權和風險佣金就愈

大，即參與約束條件就愈嚴格，所以「下賭注者」承擔了剩餘收入的不確

定風險而獲得剩餘索取權（楊瑞龍、楊其靜，2001）。 

（二）歸屬非人力資本 

除了專用性人力外，有些學者也認為非人力也是廠商剩餘索取權的泉

源（Aoki, M., 1984、Williamson, O.E., 1985）。張維迎認為，非人力與其所

有者的可分離性意味著非人力具有抵押的功能，可能被其他成為成員作為

「人質」（hostage），而人力與其所有者的不可分離性，意味著人力不具有

抵押功能，不能被其他成員當「人質」。這一點進一步意味著：第一，非

人力所有者在一定程度上對其他成員提供保險8的能力，而人力的所有不

具有這種能力。第二，非人力所有者的承諾比人力所有者的承諾更值得信

賴（more credible），原因在於，如果非人力所有者不能兌現自己的承諾，

其他人可以將他的非人力拿走，甚至以毀滅相威脅。對比之下，如果人力

所有者違約。其他人對他實在沒有好辦法。常言道：「跑了和尚跑不了廟」，

一個只有人力沒有非人力的人就類似沒有廟的和尚，怎麼能得到別人的信

賴。第三，非人力一旦進入廠商，將成為「天生的」風險承擔者，其所有

者有更好的積極性作出最優的風險決策。對比之下，非人力所有者更可能

成為一個孤注一擲的賭徒（plunger）因為對一個沒有非人力的人來說，他

的風險是不對的，失敗的成本由別人承擔，而成功的收益自己占有。綜言

之，人力與其所有者的不可分離意味著人力所有者容易「偷懶」（shirk），
而非人力與其所有者的可分離性意味非人力容易受到「濫用」（abused），
換言之人力的所有者不僅可以透過「偷懶」提高自己的效用，而且可以透

過「濫用」非人力使自己受益（張維迎，1996）。以此觀之，似要賦予非

人力擁有剩餘索取權，以補償其承受全部風險的天生狀態。 

周其仁亦認為，廠商是一個物質和人力的特別市場契約，但是在廠商

契約的場合，人們似乎很自然地去想「廠商所有權屬於那一方」，一般來

                                                 
8 就保險法的立法精神觀之，保險公司所承擔的風險必須與其保費相稱，猶如非人力資本所有者

提供了人力資本保險，即必以擁有剩餘索取權為相稱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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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普偏的結論是「廠商由其資本所有者擁有」。在古典廠商裡，廠商的物

質資本所有者同時又兼任廠商的管理者和企業家，這種非人力與人力的所

有者合為一身的現象，造成經濟學上一個籠統的「資本」的概念。資本家，

即是這種籠統的古典資本的人格化代表。資本家在古典廠商裡一身多任，

他並不需要作為財務資本家的自己與作為經理和企業家的家自己簽訂契

約。這就足以構成「資本家擁有古典廠商」命題的認識論起源。人們常講

的早期經濟發展中「資本的相對稀缺」，現在看來，那不過是對企業財務

資本和企業家人力不加區分的一種模糊的判斷而已（周其仁，1996）。其

實，正如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布勞代爾指出的那樣，在以往任何一個經濟時

代都有「一些錢財找不到投入的場所（Braudel, Fernand, 1977）」。換言之，

即使在古代，真正稀缺的也是企業家人力而不是財務資本，不過在物質資

本的所有者與企業家人力的所有者「一身二任」的時代，看到這一點實屬

不易。企業家稀缺的結果是創新不足、經濟增長緩慢、結構單一。在這樣

的經濟裡，就業的容納能力不可能強，所以看上去人力資源「過剩」，工

人的體力和技能一錢不值。在古典時代，「資本」的相對稀缺和人力的相

對過剩，使「資本」不但「雇佣」勞動。而且支配勞動。木財務資本與企

業家才能和管理職能這些人力永遠合為一體，那麼「資本雇佣勞動」如同

「企業家屬於資本家」一樣，可能就是永恆的命題了。這代表，擁有非人

力的資本家，擁有剩餘索取權。 

除此之外，以主觀風險偏好差異來證明「資本雇佣勞動」的命題也是

目前主流的思潮，其學說假設資本家或是雇主是風險中性者，工人是風險

厭者，透過廠商這種組織形式勞資之間建立起一種契約係，厭惡風險的工

人將市場不確定性的風險轉嫁給風險偏好中性的資本家，同時向資本家支

付「風險佣金」，自己卻自願領取一個固定低於期望收入的「確定性等價」

工資；相反，（非人力）資本家因風險偏好優勢而承擔了市場不確定性風

險而取得經營管理權威，並成為剩餘索取者享有「風險佣金」，擁有剩餘

索取權（楊瑞龍、楊其靜，2000）。 

（三）歸屬人力資本 

勞務天然屬於工人個人，這個鐵則在古典廠商裡同樣存在。廠商的物

質資本所有者—資本家—除了找尋激勵之道，別無良策可讓工人盡心盡

力。Alchian 和 Demsetz 強調廠商內的「計量和監督（measuring and 
monitoring）」意義在於識別出個別工人對廠商生產的貢獻，從而奠定「激

勵性報酬安排」的基礎（Alchain, A and Demsetz, H., 1972）。「計量和監督」

可不是壓榨工人的意思，工人的勞動努力，像任何其他人力的利用一樣，

「可激勵而不可壓榨」。資本家濫用權力的事雖然像任何權力都會被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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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不絕於書，但資本權力的濫用滿除了激起工人的集體行動（監工、遊

行和工人運動），從來達不到充分利工人勞動能力的果。另一方面，工人

自發的集體行動，只以反制資本家濫用權力為限。在多數情況下，工人接

受勞務市場上的交易，並對「激勵性的契約」能夠作出積極回應。而隨著

經濟的發展，使得專業的高度分化和綜合使廠商的人力專用性程度越來越

高，專用性人力因具有稀缺、高價值、無法複製且難以替代的特徵，成為

了廠商核心競爭力的源泉，在財富創造和分配上中的地位和作用不斷增

強，在廠商治理和重大決策中發揮了巨大的影響作用。而人力作為一種「主

動的資產」，其控制權的實現程度，隨著科學技術不斷進步，越成為經濟

發展的決定因素及源動力。據統計資料反映，從 60 年代起，服務業價格

以超過工業價格三倍的速度飛快的增長，服務業對美國 GNP 的獻從 50%增

長到 80%以上，在這些服務業裡，63%屬於高技能類型；另據世界銀行報

導，現在世界上 64%的財富由人力構成，到 21 世紀在美國所有工作中，

80%以上的工作實質上屬於「腦力」工作，經濟增長將主要由人力來拉動，

而因為人力的交換價值難以計量，還沒有成為交易的主體，因此通常被置

於經濟學及會計學模式下商品的範圍之外（劉良惠、王旻，2000）。 

專用性人力是和通用性人力相對應的概念，指僅對特定廠商有價值，

離開了特定廠商後就沒有價值的人力，通用性人力資指的是那些任何工

作、在任何廠商都是有相同價值的技能和知識。Williamson 認為專用性

大致略可分為地理區位的專用性、物質資本的專用性及人力的專用性，人

力的專用性除了來自於廠商中的「作中學」外，還有洞燭先機的企業家才

能及善於經營的管理才能。而廠商藉由訓練人員，使其具有專用性，其實

也在限制他們的機會主義、套牢行為，因為廠商所需的一些技能，在其他

地方可能不需要，所以增加人員的專用性投資同時，其實，這批人力，已

經被與廠商綁在一起，這樣一來，就可以避免人力的出走（鞠聰，2007）。
例如在政府部門的從事人事行政的公務員，在訓練有成之下，對政府人事

的轉任、調派、升遷等程序相當熟悉，對政府而言是具有專用性，但是一

旦想離職不在政府部門工作，面臨的就是外部公司人事體系與政府人事體

系的大不相同，所以不會輕易離職。 

所以說人力其實是靠時間慢慢累積，所以在公務體系的政府及日本企

業普遍採用終身雇用制，普遍都是對人力採取長期契約的態度，因為短期

雇佣關係下的專用性人力投資必然是嚴重不足，長期雇佣有利於專用性人

力的累積，減少雇佣關係中的機會主義的行為，而且人力對企業的文化、

戰略、規章制度、工作崗位、工作程度等有一個不熟悉到熟悉的過程，太

短的雇用等於還沒渡過這個磨合期，尚未進行一加一大於二的團隊生產模

式時，就已結束雇用關係，對人力而言是一種無形的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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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將人力分為三種，這三種人力，像任何其他經濟資源一樣，在

生產中的功能不同，也會因為相對稀缺性的不同而市價迥異。 

1、企業家才能 

企業家才能本質上是一種觀念或知識的資產，存在於企業家的腦

中，是一種無形的資產，企業家要展現在的企業家才能，除了透過廠

商這個裝置外，無從發揮，為它所提供的未來經濟效益具有很大的不

確定性，而且將企業家才能化為廠商實踐，馬上變為潛入成本，具有

極高專用性。 

嚴格而言，本文認為所謂的企業家才能，其實係屬於廣義的智慧

財產權，而這種無形的產權的特色，就是產出的成本遠高於傳播的成

本。構思上花費很大的投入，在形成後，因資訊傳遞迅速，馬上被他

人所模效，但是因為已取得先機，所以在獲取市超額利潤上就已有所

獲，即使在之後因他人相繼仿效而逐利，使市場上的利潤消散9，但其

超額利潤已為所獲取，並轉為廠商內部剩餘索取權的一部分。 

由於資訊生產成本高卻容易傳遞，已造成一些相關問題的產生。

當生產者將資訊銷售給買方時 ，買方即成為生產者的潛在競爭者，其

可以用較低的傳遞成本把資訊再重行都複製。因此，僅須負擔傳遞成

本的再銷售者，比起必須負擔製造成本的生產者，可以用較低的價格

出售資訊。而消費者希望能免費使用的心理，使他們嘗試以不超過傳

遞成本的價格而享有資訊（Cooter, R.,1998）。 

2、經營管理才能 

經營管理才能存在通用性的一面，所以來自通用性的所導致的競

爭也可促使經理人將組織利益擺在優先順位，共有以下三種競爭 ： 

首先，是經理勞務市場的競爭對經理人行為的約束，如經理在任

職期間被發現有嚴重的侵害所有者利益的行為，或者決策失誤造成廠

商虧損，那麼在經理勞務市場上，他的人力價值會貶值。假定經理也

有可能努力工作，因為經理勞務市場會根據經理過去的表現計算出他

的人力將來價值，經理要顧及長遠利益，就必須努力工作。 

                                                 
9 舉例而言，葡式蛋塔在台灣風靡一時，許多人競向投入，結果在前期投入者有獲取超額利潤外，

其他的均屬曇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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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是產品市場的競爭對經理人行為的約束，如果廠商面對的

產出品市場是充分競爭的，那麼這種競爭會對經理形成壓力。假定同

一產品市場上有許多廠商，它們的生產成本是不確定的，但統計是相

關的，這樣，產品市場價格便包含了其他廠商成本的資訊。同時相關

性使得價值也包含了被考慮的廠商的成本訊息。如果被考慮的廠商的

所有權與控制權相分離，那麼只有經理人最清楚的廠商成本，委託人

並不擁有足夠資訊，如果產品市場上的經濟是充分的，則產品市場的

價格可以向所有者提供有關廠商成本資訊，藉此明白經理人的人力投

入與產出的情況。 

最後，是資本市場的競對經理人的約束，資本市場競爭的實質是

對公司控制權的爭奪，接管被認為是防止經理損害股東權利益的最後

一種武器，在現代經濟中，儘管每一個投資者在某一股份公司中所占

股份很小，不足以直接對經理實行有效監督，但是由於股份可以自由

買賣，股份在千百萬人手中的股份就可能被集中起來。如果公司經理

過分侵害股東權益，或者因經營不善引起公司虧損，這些都市導致公

司股票價格的下跌，於是有能力的企業家或其他公司就能用低價買進

足夠的股份，從而接管該公司，趕走現任經理，重新組織經營。由於

廠商有被接管的可能性，經理階保住自己的職位，就會自覺約束自己

對非貨幣物品的過度追求，努力使廠商利潤最大化。 

3、勞動者 

專用性並不是非人力獨有，特別是隨著專業化分工的發展越來越

多的工人的人力也具有很強的專用性，同樣也承擔著雇主的道德風險

和廠商的經營活動的市場風險，所以把生產工人排除在享有廠商剩餘

索取權之外就和上論理的標準相悖。 

廠商勞動者資訊處理能力其實又可分為兩類 ，（1）廠商環境能

力，即主要指在廠商內部特有的環境下，透過工作上的培訓所形成的

多於廠商組織範圍內的有用技能；（2）功能性技能，即是透過專門訓

練，能夠處理某些特定資訊的專門化技能。 

雖然縱向一體化解決了物資資本專用性引起的套牢問題，但是卻

扭曲了激勵機制，反而使得費希爾兄弟利用自己的專用性人力套牢了

通用公司，關鍵在於雖然通用公司收了費希爾公司全部的物質資一，

但是由於人力的不可分離性，費希爾兄弟還保留著生產封閉車身專用

性人力，這種資本對通用公司而言，也是不可缺的。它增加了費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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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在契約中的力量和地位。由此可見，廠商的資所有權不僅包括物

質資本的所有權，理所當然也應該包括人力的所有權，通用公司與費

希爾公司的縱向一體化只解決了物質資本專用性的套牢問題，沒有解

決人力的套牢。所以如果生需要進行專用性的物質資本投資而人力非

專用時，資本雇佣勞動的廠商便會出現；當生產需要進行專用性人力

投資而物質本非專用性，勞動管理型的廠商就會產生。 

但是，這些人力的產權特性，卻共同地與非人力的產權特性不同：第

一，人力天然只能屬於個人；第二，人力只可「激勵」而無法「擠榨」。

這就是為什麼在廠商這樣一個團隊生產裡，不可以沒有對所有個別成員勞

動貢獻的計量、監督和管理。Alchian 與 Demsetz 認為以剩餘索取權來激

勵廠商監管者，僅僅是因為「監管監管者」的資訊成本過高昂，Knight
強調以利潤回報企業家才能的合理性，道理也在於企業家面對的是無可尋

的市場不確定性，根本無人可知企業家是否盡心盡力在做經營決策（周其

仁，1996）。所以剩餘索取權應該歸人力所有。 

（四）狀態依存所有權歸屬（state-contingent ownership） 

非常狀態下廠商所有權的狀態依存也造成不同的剩餘索取權的歸

屬。張維迎認為，當廠商出現經營危機，廠商參與人的不同既得利益狀態

使誰擁有廠商所有權分配的支配權就顯得特別的重要。每個利益相關者都

試圖保全自己的資本，一旦預期自身產權（人力及非人力）權益將遭到嚴

重損害，並且利益相關者之間契約關係的持續性也難以為繼時，預期損失

最大的利益相關者就會相機地取得那種支配權（楊瑞龍、周業安，1997）。 

傳統上股東是廠商所有者，顯然是一個過分簡化的說法。自八十年代

以來，研究廠商理論的經濟學家已越來越認識到，廠商所有權只是一種狀

態依存所有權（state-contingent ownership），股東不過是正常狀態的下的

廠商所有者（也是擁有剩餘索取權之人），儘管從時間上來講，這個「正

常狀態」占到 90%以上。 

因此，張維迎提出這樣一個假定：x 為廠商的總收入，w 為應支付工

人的契約工資，r 為債權人的契約收入（本金加利息）。假定 x 在零到 X
之間分布（其中 X 為最大可能收入），如果廠商處於「x≧w＋r」的狀態，

股東是剩餘索取權所有者；如果廠商處於「w≦x≦r＋w」的狀態時，債

權人是剩餘索取權所有者；如果廠商於「x＜w」的狀態時，工人是剩餘

索取權所有者（張維迎，1996）。又由於監督經理是需要成本的，如果股

東只要求一個「滿意利潤」，只要廠商利潤大於這個滿意利潤，股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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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干涉經理，經理可能隨意支配超額利潤（如用於在職消費），所以如

果假定π為股東滿意利潤，那麼，我們還可以說，廠商處於「x≧w＋r＋
π」，經理就是實際的所有者（張維迎，1996）。由此可見狀態依存的廠商

所有權與廠商治理結構的主體的多元化及產權內涵是邏輯一致的，它是剩

餘索取權與所有權狀態是相依相存，廠商處於何種狀態，剩餘索取權就會

是有不同的歸屬，可能歸屬於非人力的所有者股東或人力的所有者工人及

經理人（楊瑞龍、周業安，1997）。 

（五）歸屬公有 

平均地權目的在於「文明之福祉，國民平等以享之」。這樣的理想，

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以後，獲得了相當的驗證。但在一片自由經濟思潮之

下，平均地權反被視為陳腐，甚或有認為平均地權之公平正義思維，不足

為憑，亦難入學術之林（楊松齡，2008）， 

其實平均地權的目標與價值取向，遑論遠者，不正是西方學術已成為

顯學之一的經濟學諾貝爾獎得主 Rawls 的平等理論主要論述（楊松齡，

2008）。政治哲學家，Christman 從不同層面，提出有關產權的相關論述，

驗證公平正義的產權制度設計。Christman 認為完善的市場上，生產的費

用（包括工資、租金、借貸的利息等）可能不同於市場給出的貨物的價格。

純利潤是這兩者的差，對利潤的這種理解，係相當於「經濟租金10」。在

完善競爭條件下，即理想市場中，一種平衡達到，所有公司的利潤為零。

這種下降的利潤率，是出於競爭者的不斷出現，他們都進入公司享有利潤

的市場，因而使價格下降，直至價格不再超過生產成本。但是，在實際市

場中，利潤只出現在資訊不完全自由地作無成本移動時。這種資源的配置

不當，允許商品的價格穩定在商品生產邊際成本之上。於是，企業家利用

這個機會生產這種商品，不過他要以低於市場將產生的價格的費用和趕在

其他人這樣做之前（Christman, J., 1994:140-141）。 

因此，利潤只出現在來自其他潛在商品生產者的競爭不充分時。決定

利潤邊際的是有阻止其他對生產者進入市場的有效障礙存在。這樣的進入

限制可能以許多方式發生：（資源和技術的）各種形式的壟斷、高交易成

本、缺乏啟動資本的信用貸款、缺乏消費者需求的訊息等都是例子。這些

因素中，沒有一個是企業家自己引起的，但它們無論如何在確定向公司的

返回利潤量時，都是決定性因素。這並不是否認消費者需求對公司經濟成

功的重要性。實際上，廠商利潤是消費者需求和缺乏競爭公司的結果。如

                                                 
10 經濟租金是指在資源短缺的區域中派生出來的剩餘收入，因為這時貨物的價格背離了市場的

實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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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廠商利潤大部份取決於僥倖碰上的消費者需求短缺及缺乏競爭公司，對

此企業家不能要求應得，「應得11」的概念似乎不適用於這些情況。 

所以，Christman 主張，所有權包括兩組合法的權利成分：一組以所

有者對其財產所擁有的「基本功能控制」為標誌，即控制權；另一組以所

有者擁有從交易和開發其財產獲得「收入的基本權利」為標誌，即收入權。

控制所有權包括使用、佔有、管理、修改、讓渡、銷毀自己財產的權利。

這些權利、自由和權力涉及擁有者控制所談論的財產的利益。克里斯曼特

認為，前者「基本功能控制權」依其屬性，是適合歸給產權的所有者；而

後者「收入基本權利」是由於消費者需求和缺乏競爭公司的結果，所以應

該歸公（Christman, J., 1994:208-209）。這與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權」理念

不謀而合，中山先生甚至還有「漲價歸公」的具體政策措施，而 Christman
僅僅還只是停留在提出歸公的概念而己。 

三、本文見解 

綜上學說，不論剩餘索取權「完全」由專用性產權所有者、非人力所有

者、人力所有者取得、甚或是歸公，還是因所有權狀態而有不同的歸屬者，

都會使另一方要素的投資激勵降低，雖然理論上認為產權界定清楚才會有效

率，但這不表示剩餘索取權必須完全歸屬於其中任何的一方，才作產權清楚

界定，剩餘索取權配置得當，要素的報償分配也確定，即難謂其非產權界定

清楚，亦即本文認為剩餘索取權配置清晰也可使產權界定清楚，這沒有相

違。而上述歸屬的論述中，其實多有重疊，專用性不但存在於非人力，其實

也存在於人力之中，所以賦予剩餘索取權給專用性資產投入者，其實就同時

在非人力及人力中分配的剩餘索取權，狀態依存所有權歸屬論中認為在大部

分的狀態下的是正常分配，即股東擁有剩餘索取權，該歸屬的推論僅僅適用

百分之一的案例分析，不具普遍性，公有歸屬的說法更是太過理想化的看

法，後兩種推論在解釋分析上有其局限性。 

所以本文綜理專用性人力歸屬、人力歸屬、非人力歸屬，得出結論，認

為「剩餘索取權」應偏在於專用性人力及專用性非人力，而前者屬於較具專

業知識的人力，後者屬於投資上須一次到位的資產，如此分配，專用性人力

得到適當的激勵，解決代理成本的問題，專用性非人力投入得到應有控制

                                                 
11 喬爾．苑伯格（Jeol Feinberg）曾提出一個分析思路：「S 由於 F 應得 X，其中 S 是一個人，F
是關於 S 的某種事實，X 是某種處理方式，F 的價值（應得基礎）部份由各種 X 的性質決定」，

依此觀點，一個人應得某種刺益或損失，是存在關於她的某種事實，而此事實一般認為是提供支

持這種應得主張的一種理由時，這時的處理結果，對於應得基礎的相關特徵，既是相宜的，又是

相稱的。詳見 Feinberg，Jeol，1970，《Justice and Personal Desert》，Princetion, NY，Princetion 
University Press，P.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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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避免他方機會主義的橫行。而兩者對剩餘索取權的配置才會更接近「柏

拉圖最適境界」。 

本章的討論，為編定工業區開發制度探討提供理論基礎，理論的適用及

分析，將在第三章闡述開發制度及開發個案後，緊接著在第四章展開個案上

的應用，而於第五章作出未來工業區開發契約設計的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