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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以往討論農地集團化利用之相關文獻，大多都是站在政府的觀點闡述農業政

策與當時現況發展，或是討論擴大農場規模的手段與方法，研究多屬階段性的分

析，少有將各時期農地集團化利用之治理模式作比較。是故，本研究欲利用

Williamson 治理理念來分析我國農地集團化利用治理模式。因此，本章第一節先

介紹 Williamson 治理理念，第二節再回顧農地集團化利用組織相關文獻。 

 

第一節 治理理念 

 
  新古典經濟學將經濟化組織視為無意義的，他假設任何事物皆無交易成本，

且任何事物都是與生俱來，財產權會完美的界定，知識與技術甚至資訊是完全

的，廠商僅是一個黑盒子（Black box）會自動做出所有決策，新古典經濟學家所

著重的課題為市場與價格，然而新古典經濟學過分簡化真實社會，社會不可能是

完全競爭市場，新古典經濟學給予我們一個簡化社會的經濟模型，雖便於分析卻

落於表面不夠深入。直到寇斯（Ronald Coase）廠商本質一文出現，我們開始考

慮：組織為何存在？組織的整合為何是命令或權利而不是價格？其關鍵就是交易

成本，廠商需考慮效率並降低交易成本，產品應交由自己生產亦或是交由他人來

做，廠商為降低交易成本故開始了垂直整合，透過資源整合與契約關係的轉換，

組織型態亦將改變，我們須再重申經濟化組織便是經濟化交易成本，不同因素

下，廠商就有不同的形式與規模，甚至轉回市場（Moe,1984）。但寇斯（Ronald 

Coase）雖能說明廠商的存在在於降低交易成本，但他還不能解釋組織各型態的

問題。 

 

    Williamson（1994,p.364）整合 Coase 的契約典範、Simon 與 Barnard 的行為

典範等，給予組織一個新的觀點，他闡明為何需要整合，為何有組織的存在，為

何組織要有調適性，更重要的是：為何會有此種治理模式而不是另一種，為何我

們選擇混合型治理模式不選市場甚至是階層型。且以往治理模式皆二元化，非市

場即階層組織（廠商與政府），而混合型治理模式（Hybird）卻一直被忽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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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型組織卻是今日討論組織不可忽視，透過 Williamson 治理理念可提供我們一

個新的思考方向於分析社會現象。 

 

    Elster（1994,p.75）認為解釋社會現象需要檢視組織與其機制運作，治理模

式是部分性而不是通用的一般性理論。當我們聚焦社會現象於某一區域或某一時

點時，需要一套微觀分析（Microanalysis），由下往上（bottom-up approach）能

更深入探究問題所在，經由確認、解構分析治理模式，降低組織經濟活動的交易

成本與減輕組織可能遭受契約風險，進而達到經濟化組織的目的，相對的，總體

性（Macroanalysis）以一概全的分析並不適合於此，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往往忽

略社會真實性，著重在市場與價格的課題，但真實社會中，沒有完全放諸四海的

準則，從新古典經濟學到新制度經濟學，我們已經體認黑盒子的分析，只是簡化

太多分析社會現象的重要因素，Coase 廠商本質一文，可得知交易成本不為零，

且市場是不完全競爭、資訊是不完全而人非完全理性，更重要的是：組織為何存

在？他點出組織的出現與交易成本之聯結以及組織的契約本質。如上所述，從新

古典走到新制度經濟學，我們的確可以更加實際去分析問題，但透過交易成本經

濟學可更細緻處理問題，分析治理模式。 

 

    由 Davis 與 North（1971）定義，新制度經濟學可分成兩部份討論，一部份

是制度環境，也就是 North 所述之遊戲規則如法律，第二部份是制度安排，也就

是治理模式與治理機制，組織的核心概念是從治理而來，我們得先釐清治理是什

麼？組織型態與治理模式相同嗎？依 Commons（1932,p4）治理有三要素以達經

濟化，分別是秩序、衝突與利潤，治理就是藉著秩序的建立來解決潛在的衝突並

達到雙方或多方的利益。Barnard（Barbara and James,1988）主要關心的問題是組

織化，組織化必須整合許許多多潛在的衝突因素，在不確定、不穩固的環境條件

下，獲得利潤，而組織化的問題在於將衝突系統轉換成合作的系統，衝突系統是

指每一個個人都有其目標，但還未被連結在一起，藉由有策略之交換或互動組織

起來；合作系統中每一個個人能理性行為為了共同目標，組織化的主要問題就是

要將一群人的衝突、自利和策略行為轉換到一種合作系統，在合作系統下人們能

永續運作以達到他們所偏好的結果，也就是經由此種轉換方式獲得永續利潤。故

組織化即是經濟化，組織型態也就隱涵不同治理模式，其潛在衝突時充滿威脅，

透過次序的建立，開始簽訂契約構成組織，有效的承諾與提供質物並加入仲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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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契約有一定彈性空間再度更新以保障契約能永續執行謀求雙方或多方的利

益，達到共同目標。 

 

    治理模式亦是 Williamson 討論的組織型態，而治理模式主要是交易成本經濟

學與由下而上的經濟化組織。Williamson（1996）的治理觀點整合經濟、組織、

法律、政治、社會與人類學等跨學科的對話，以經濟化組織為首要中心，也就是

交易成本經濟學（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is）中之經濟化交易成本，透過間斷

性結構（Discrete Structural Analysis）方式去比較動態真實社會裡的治理模式（市

場、混合型與階層式）的轉換，並解構其治理模式之特質。 

 

    治理模式形成原因從個人部分，即為討論人性本質：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與機會主義（opportunism），治理模式透過交易成本經濟學檢視「不

完整契約」，包含法律、經濟與組織的交互運用，法律是種制度環境也是種限制

框架，組織運作於框架中，行為特質影響著治理模式，組織就同一個生命有機體，

我們辨認和分析其特質，經濟則提供一個理性的邏輯思維。從環境部分，即資產

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不確定性（uncertainty）與交易頻率（frenquency），

資產專屬性它不單引發事前治理（如誘因）更會導致事後治理（如治理模式）的

問題，我們需要藉此分析經濟化組織中各式治理模式，Koopmans（1957）指出

要處理社會經濟化組織之首要問題，便是處理不確定性。其不確定性可分三項討

論：首先是環境不確定性，其次是資訊不完全，最後是行為不確定性，也就是人

的有限理性與機會主義下使得契約不完全，風險更高，而交易的次數與頻率會有

不同風險，不同風險會有不同交易成本，不同交易成本有不同契約，不同契約將

會導致不同治理模式。 

 

    一般廣為人知的治理模式不是市場（market）就是階層組織（hierarchy），新

古典經濟學裡，市場是主要被討論的治理模式，價格是調適的關鍵，政治學中，

談論階層組織繁多，但並非以經濟化角度論述，階層組織的關鍵則是權利，Simon

（1961）與 Barnard（1938）都認為權力並非是命令，它是種雙向、在兩方同意

與能接受範圍下構成一種契約關係，呈現一種治理模式，然而，治理模式並非二

元化，非市場即階層，若視治理模式種類為一道光譜，市場與階層組織僅為兩端，

其大部分介於其中者，皆是混合型治理模式為間斷性結構，按 Willia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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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p7）治理模式可分成市場型（market）、混合型（hybird）及階層制（hierarchy）

三種，市場是指交易存在於低度的互依性、訊息幾乎完全，階層制大多是指政府

或廠商，其為了降低交易成本及避免風險，水平或垂直整合成為一個組織，混合

型治理模式介於其中，存有不同程度特質的治理模式。 

 

    治理模式的重心就是經濟化交易成本，有效的調適性與減少浪費，Hayek

（1945）與 Barnard（1938）都確認治理模式的中心問題是調適能力，這是無庸

置疑，然而 Frank Knight（1992）也提醒降低成本之重要性，不過，Hayek 與 Barned

在面對於外在環境干擾之調適性上有些許差異，Hayek 主張是價格機制，他認為

治理模式是自發性的調適於市場中，但 Barned 主張是內部治理模式，調適性來

自有意、故意或有目的之合作，在此，可以將治理模式執行屬性依 Hayek 與 

Barned 分為兩類，一是 Hayek 自發性調適，二是 Barned 合作性調適。 

 

  當然治理模式之屬性也可從管制手段來闡明。在市場中，買賣雙方擁有高度

誘因減低成本與有效適應變遷，治理模式能自發運作；假若此時雙方互依性提

高，引發機會行為產生，治理模式則將採用內部整合，透過命令或契約取代價格、

降低誘因與提高官僚成本，促使治理模式合作，市場與官僚層級治理模式就好比

南北兩極般，混合型治理模式就介於這兩者之間，表現出中度特質。 

 

    治理模式即是一連串契約的連結（Alchian and Demsetz,1972；Jensen and 

Meckling,1976；Fama,1980），Simon（1961）指出所有完整契約都不可避免不完

全，所以談到治理模式不免就有風險，有契約就有風險這是一體兩面，不完全契

約需要有效承諾、信任、聲譽或提供質押物確保投機行為產生，混合制的治理模

式透過私人次序能訴諸自我執行或第三者執行促使組織能順利運作。這比以往直

接由法庭來解決的交易成本經濟化許多。也就是說於某種程度上，混合型的治理

模式（私人次序）比階層式（法庭秩序）有效率。 

 

    Menard（2004）描述混合型之治理模式有三項特徵：資源整合、契約化與競

爭性，混合型之治理模式在愈競爭環境下，分別經由資源整合與契約的連結，以

不同型態存在，就如上述之中度特質，它時而競爭又時而合作，從屬關係既倚賴

命令又依靠價格，故今日治理模式多採用混合型之治理模式，如策略聯盟、連鎖



第二章 文獻回顧 
 

 - 11 - 
 

加盟與品牌代理等，透過集體行動可以排除搭便車者，我國農地集團化利用組織

則經由整合達到規模經濟以降低交易成本，故採治理理念探究歷史分析下的農地

集團化利用治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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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農地集團化利用組織相關文獻 

 
    經濟發展最具策略性的要素，並不完全在於發明新農業及非農業技術的能

力，而在於建立新組織規則以聯接經濟行為的能力。如此一來，人民會更有效地

相互幫助以創造並廣泛使用經過改良的技術，進而配合自己的需要，擴增其利用

物質及生物環境的能力。換句話說，中華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秘訣不僅在於增加

生產工具以配合技術需求的能力，更在於配合新組合和有機體的組織以及制度化

的需求，藉以相互協助而達成生產進步的動力（謝森中，1987，p.8）。在經濟發

展過程裡常遭受忽視的環結除了循序外，便是整合，整合包含科際整合或各種發

展活動的整合問題，如 1.不同的學科和智識的整合 2.農業、工業及服務部門的交

互關係和整合發展 3.物質的及社會的基本設施，直接性的生產投資，以及制度和

組織的因素的整合 4.政府的角色、民間部門的角色以及學術界的角色的整合（謝

森中，1987，p.11-12）。故農地集團化利用需要藉由自發性整合建立適時適地之

治理模式。 

 

  自第一階段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與公地放領等政策實行，雖

促使農地農有農用，卻也限制農地的流動性（吳明哲，2002，p81-97），我國農

地使用型態以小農經營之家庭農場為大多數，民國六十年代經濟結構開始轉變，

雙重經濟與農工爭地下，開啟第二階段農地改革，政府開始致力推動擴大農場規

模與農業現代化，因應環境之變遷，近來 WTO 加入，台灣農業面臨國際化競爭

與貿易自由化下，須面對開放農產品市場與削減境內農業支持，農地集團化利用

更顯重要與其必要性，在愈競爭環境中，農民無法單打獨鬥，為了克服家庭農場

面積狹小且零散細分之不經濟，藉由水平整合擴大農場規模，垂直整合農業產、

製、儲、銷等活動來達成降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利潤。 

 

  有關農地集團化利用組織相關文獻，多把「農地集團化利用」停留在擴大個

別農場水平整合之層次，既非是垂直整合的治理模式，也無法真正達到規模經濟

之效。洪筆鋒（1973，p69）定義「集團」是與「個人」相對而稱呼的名詞，是

數個個人結合在一起進行某一種工作之組織通稱，對「集團」的分類，早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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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可分經濟性與社會性，社會性活動為目的者，多屬於地緣與血緣的集團化，

是種農業村落組織（生活組織），經濟性活動為目的者，有區域的共同栽培班或

機能的農事研究班。鄭詩華（1988，p1-12）認為台灣農業經營的發展方向必須

農地的集團化，農地的集團化除擴大生產規模外最重要是農地的集中化。陳昭

郎、段兆麟、李謀監（2002，p.113-143）認為擴大農場規模，達成企業化的農場

經營，涉及農場土地、勞力、資本和生產器材總量的增加，以及經營管理能力的

提高。由於農場土地有限、農業人力資源流失、農民資金不多、與生產器材昂貴

等因子，不易達成農場資源量的增加，故需轉向提高經營管理能力促使農場生產

資源做最有效的組合，以求質的提高及經營效率的增進。即利用「組織」來提高

單位規模報酬。鄭詩華（1993，p.1）又認為追求土地之合理有效利用，個別擴

大規模有很多優點，但卻也存在著許多限制，因此必須以某一地區或農村集落為

範圍，由農民相互結合共同利用土地，此即農地利用之「組織化」及「集團化」

理念。而以農業生產組織發展農地利用時，必須具備經濟上之有利性、安定性，

技術上之合理性、可能性及農業經營者之培育、農村領導者之發掘與培育等條

件。從上述可知，家庭農場是台灣最基本農業生產單位，在愈來愈競爭的環境下，

規模經濟之重要性不言而喻，故農地利用要集團化，値得注意的是農地集團化利

用與集體農業並不相同。陳連勝（1991，p.177-178）說明集體農業的發展是為了

解決農業生產和分配的問題；在開發中國家及未開發國家，農業是主要生產基本

維生的糧食，而且個別家庭農場資本缺乏，無力購買農業基本生產設備，常須聯

合集團的力量，才能達到目的。在東歐各國所以極為發達，乃因其社會經濟背景

適合集體農業的形成所致。反觀已開發國家或市場經濟導向的國家，由於是消費

需求導向的商品農業型態生產方式，大多已脫離了基本維生糧食生產階段的桎

梏，因此集體農業的計畫生產方式非常少見。 

 

    農地集團化利用是一種群體整合，農民透過整合除能降低風險外，最重要是

容易達成規模經濟以提高作業的效率，它異於早期自給自足的家庭農場之個人整

合，由於個人整合過程需要大量資金，新的管理技術，承擔風險與虧損，如此交

易成本過大，得知農民單打獨鬥無可行性（金元泰，1986，p.34）。從農場治理

模式上來看，農業學者早已認定適當的農場規模有利於小農經營現代化和企業

化，並且認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是解決小農制家庭農場問題的長期措施（蔡耀

中，1998，p.2）。農業產銷班即是透過組織達成經營規模的擴大，以進行共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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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提高議價能力，增加收益並藉由班員間換工（或共同作業）、機械充分利用

（輪用）及共同採購資材以降低成本，從而提高農民所得（利潤），克服小農經

營的困境，為台灣農業因應入關（WTO）的衝擊，提昇競爭力的有效組織體。

此種組織具有合作性的個體主義（collaborative individualism）之「彈性」特色，

亦即農民（班員）在相互依存、彼此回應（共同目標、共同採購、共同作業、共

同運銷等）的合作關係下仍可保持班員的個別性與自主性。無疑地，此種組織符

合台灣農民性喜自主（自己做老闆）的文化，且亦能彈性因應環境的變遷。其理

論根據主要為發揮規模經濟、增加資源依賴、降低交易成本、加深垂直整合及發

揮組織學習效果等（李謀監，1997，p.236）。但就目前農業產銷班的現況而言，

雖經過整合產銷班確實有較佳的營運績效，然而單靠產銷班水平整合擴大經營規

模並無法降低所有交易成本，若能納入垂直整合促使農地集團化利用，更可提昇

農民利潤。楊昇旻（2000，p.67）亦認為大多為規模小的組織，導致無法有效經

營，故建議透過所在地區為範圍，建立產銷班的整合系統，由地區性範圍內產銷

班整合以縣市為單位之「地區型產銷班組織」，一方面透過整合地區內產品的生

產、銷售，可以獲得有利的經營條件，另一方面也可藉此組織辦理相關的農業推

廣，以利農業發展。繼而可將各「地區型產銷班組織」整合起來，共同組成「全

國型產銷班組織」，透過上下層組織間的功能劃分，使產銷班能夠提昇競爭力，

確保產業的發展。 

 

     農地集團化利用是經濟化交易成本，也是組織整合的問題。林梓聯（1996，

p.105－106）認為農業經營必需有組織的理由：1.現代化社會是一個組織的時代

2.農業生產過程無法完全依賴自己家族的勞力來完成 3.農產品需要結構的變化 4.

農業從業者與其他產業所得之差距擴大 5.農業經營基礎與生產環境的改善 6.農

業機械設備之開發與引進 7.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擴大 8.政府的政策需要透過農

家群的農業生產組織來推動。蔡宏進（1997，p.23）從農業生產組織兩層次討論，

一是輔導層次，意旨輔導機關不ㄧ致性，其中高層輔導機關可分農政與社政機關

兩大不同的部門，在農政機關內也有多種不同輔導支部。二為農民層次，可從基

層農民之間生產經營的農產種類的不ㄧ致性加以理解分析。農民經營種類不ㄧ，

以致形成產銷班名稱繁多成員重疊，分配不均，資源浪費，乃至功能不彰等問題

與弊端。陳恆鈞、張國偉（2006，p.36）由問卷的數據顯示，產銷班可由多方管

道取得所需資源。雖然便宜行事，但卻顯得沒有效率，不僅使的農民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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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出現農政單位功能重疊，造成無謂的浪費。因此，農政單位應建立垂直府際

協力，中央與地方各級的農政單位，必須重新規劃事權範圍與功能角色的定位，

將有限的農業資源加以整合再利用，讓有限農業預算花在刀口上。 

  

    許多擴大農場耕地面積之文獻都聚焦於共同經營、委託經營、合作農場等（張

文水，1975；江榮吉，1977；張昆崙，1982），柯淑美（1982，p.21）認為台灣

共同組織的出現，即為配合環境所產生的一種制度創新，當時台灣農場共同組織

有二種型態，一為共同經營，二為合作經營。然而不論是共同經營、合作經營或

委託經營皆只是農地集團化利用的方法與手段，林梓聯（1985，p.15-47）建議輔

導核心農戶推行農場共同及委託經營的作法，組織化農戶將核心農戶結合成共同

經營班，使一個班一個鄰落的團地化，在一個村里集落區域組織幾個共同經營班

推動區域性之農業發展。戴旭如（1984，p.153）亦認為共同經營、委託經營、

以及合作農場等三種方式，只是擴大家庭農場面積之過渡方法。羅明哲（1981，

p.109）透過現象分析及政策方向之研討，主要研究台灣農場治理模式：家庭農

場（個別經營）、共同經營、委託經營與合作農場，並強調農場治理模式調適性

之重要，因動態社會下，昔日最優良的治理模式可能在今日已是不實際而不良的

型態，且經由現象觀察，建議組織發展方向為由下而上農民自發的合作組織，政

府從旁的輔導。戴旭如（1984，p. 1-33）認為欲擴大共同經營與合作農場之推行

效果，除加強合作意識外，還須建立「由下而上」、自動自發之推動力量。柯淑

美（1982）認為農業機關起初以經濟誘因促使組織成立，然而組織卻無法持久運

作，故建議誘發農民自動結合，培養農民協調及合作意識，進而達成經濟性與社

會性農業政策目標。 

 

    家庭小農經營（家庭農場）是台灣早期農場經營基本型態，然而傳統自給自

足、勞動集約經營方式需要改變，政府自民國三十五年的合作農場、四十三年農

事經營研究班、五十二年水稻共同栽培班、五十三年水稻共同栽培研究班、五十

五年水稻綜合栽培班與五十八水稻共同作業班皆是政府致力推動所組成的農地

集團化利用基層組織，至民國七十三年共同經營產銷班乃至八十一年產銷班之一

連串改變，相關文獻皆是對水平整合組織的歷史演進做介紹（林梓聯，1996；李

謀監，1997；蔡耀中，1998；楊昇旻，2000；林嘉瑋，2003），然而更深入之探

討並無著墨，似乎未能完全解釋組織變遷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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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地集團化利用治理模式，如民國六十一年的農業生產專業區相關文獻的討

論幾乎不外乎當時時代背景、政策介紹、現況分析和檢討並提出改進與建議（余

玉賢，1972、1978；黃添財，1975；李瑞倉，1976；葉錦松，1977；林俊義、謝

水來，1984；），而蔡宏進（1975a、1975b）是從基層組織切入，討論其功能與

缺失。民國七十三年農地利用綜合規劃相關文獻，林煒煜（1987）透過實證分析，

得出經實施綜合規劃的農場確實優於未實施者，洪忠修（1998）經由個案研究分

析，對政策介紹與現況調查，陳靜鋒（2003）認為農業發展與農地管理是不可分

離，現況農政與地政機關業務銜接與配合的不足，農地利用綜合規劃並沒有將非

都市土地使用管制的觀念與機制納入，基於現有農地利用綜合規劃之檢討，並透

過德爾菲專家學者問卷，建議新式農地利用綜合規劃因應社經環境之調整，以農

業策略聯盟、農地利用管理及農業經營轉型三個層面為調整方向。 

 

    由前述分析可知，以往文獻都是對於當時農地整合政策之檢討，不論是產銷

班的水平整合，或是農業生產專業區與農地利用綜合規劃的垂直整合，雖文獻對

當時政策有詳盡之介紹，然而皆站在公共秩序的立場，以政府角度分析，卻少有

能解構治理模式變遷之原因，然而社會是動態，片斷性的分析並無法探究問題本

質，故本研究需透過歷史分析進一步將原因呈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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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以往相關文獻多聚焦農地政策的討論與農地利用制度的批評

建議，鮮少以歷史分析論及農地集團化利用治理模式，故未能說明農地集團化利

用治理模式之轉換，本研究透過 Williamson 治理理念探究我國農地集團化利用，

並以下列幾點說明： 

 

    首先，先釐清農地集團化利用之意涵與重要性，並應用 Williamson 治理組織

概念來討論我國農地集團化利用之治理模式。我國農地集團化利用是一種人與地

的整合。以人來說：是把農業相關組織垂直整合以經濟化交易成本，由於今日農

業發展並非個人或任何機構本身就能達成，我們必須利用官、產、學各種農業相

關組織齊心協力，相互協調完成。從地來說：是透過毗鄰農場或經營相同農作之

農民經由一連串資源整合，也就是水平整合以達規模經濟，降低產銷成本、提高

農民利潤以提昇國際競爭力，我國農業以土地為主，故發展農業離不開農地利用

的問題，尤其是集團化發展取代個別農家發展。因為個別農家均為小農，耕地狹

小零散其發展很困難，必須以規模化才能降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率與農民收

入。農地集團化利用意味著機械化、規模化、現代化、企業化、專業化、商業化、

數位化等，並期盼藉著人地整合建立適當秩序安排，短期擴大農地經營規模與農

業競爭力，長期使整體環境達到三農三生與永續發展。 

     

    其次，治理理念相較過往更能真實考慮人是有限理性且具有機會行為，環境

並非資訊完全、是充滿不確定性與交易成本不為零，這些都將導致不同的農地集

團化利用之治理模式，又現實社會是動態的，在愈來愈競爭的環境中，農地集團

化利用之治理模式為因應社經環境變遷，其調適性更為重要。再者，治理理念更

能探究不同時期農地集團化利用治理模式之特質，比較治理模式的轉換。最後藉

由本研究提供農民自我認知整合方向，以及政府角色定位之參考。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欲採用 Williamson 治理理念對國農地集團化利用治理

模式進行比較。惟本研究是採微觀分析（Microanalysis），僅能聚焦某一地區或

某一時點，且就算同一時間地區不同，治理模式亦有可能不同；特別動態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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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社會中，不同的時空環境必然演化出不同的治理模式，所以在此治理理念之

應用只能解釋部份性社會現象，並不能像一般性通論，放諸四海皆準。且農地集

團化利用組織之比較分析，非比較治理模式優劣，而是描述治理模式的轉換並釐

清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