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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自民國40年公告實施至今已逾半個世紀，嘉惠佃

農不計其數。立法之初的農業社會環境，乃為少數地主掌握多數土地資源，

致使大部份農民為求生計，不得不替地主佃耕。而政府為貫徹憲法第一四

三條第四項扶植自耕農之目標，遂提出一連串的土地改革政策，如「三七

五減租」、「公地放領」及「耕者有其田」等，成效之著乃為舉世所共睹。 

然而，就「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以下簡稱「減租條例」）而言，

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的轉變，該條例漸失其政策意義，甚至有礙合理

租賃制度的建立。依該條例所訂定之租賃契約，雖然保障了佃農的耕作權，

卻成為地主財產權一大限制。首先，對於這群於減租政策下被歸類為「地

主」身分的耕地所有權人，是否真的掌有多數生產資源而剝削佃農，不無

疑慮。按徐世榮（2006）指出，國民政府來臺之後在威權的意識型態主導

下，為了實施土地改革的政策，所採取的方法就是把「地主」二字的定義

給予大幅度的擴張，只要擁有土地所有權並將其出租者即為地主，而不考

慮該土地所有權人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及其富力，在此情況之下，致使當時

的土地所有權人遭受了相當大的衝擊，其中最為悲慘的就是那些為數相當

龐大的共有耕地的小面積土地所有權人。又，共有出租耕地業主所擁有的

土地面積不多，並且賴此維生，當時卻只因為是處於共有及出租的狀況，

即被冠上了「地主」的稱謂，變成了萬惡不赦的剝削者，這無疑是相當不

正確的指控。 

其次，減租條例總總嚴格之規定，致使耕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受到相

當之限制。由政府公權力介入迫使地主將其耕地提供佃農以極低的租金承

租耕作，使其租金收益造成嚴重之減損；而嚴格的終止租約時點之規定以

及收回限制致使地主難以將耕地取回1；另外依該條例規定經依法編定或變

                                                 
1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 
「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非有左列情形之一不得終止：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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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為非耕地使用終止租約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補

償2，更為地主所無法接受。葉裕川（2004）指出，耕地三七五租約對地主

而言，形成三次財產權的剝奪，第一次剝奪：限制耕地地租額；第二次剝

奪：政府低價徵收私有耕地，放領予佃農3；第三次剝奪：非因地主因素終

止耕地租約，給付佃農補償。 

隨著社會結構變遷，為調整佃農保護政策與措施，遂於民國89年1月4

日修訂農業發展條例，規定往後訂定之耕地租賃契約，應依農業發展條例

之規定，不再適用減租條例之規定，農業發展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土地法、

民法及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截至民國95年底，尚有41,198筆的租約件數，

面積達17,366公頃的三七五出租耕地，受減租條例所規範4。 

然而，按大法官釋字第五七九號解釋所示，耕地承租人之租賃權，係

對他人所有耕地耕作、收益之權利，屬憲法上保障之財產權範疇，於耕地

被徵收時隨同所有權而消滅，應予耕地承租人合理補償。又耕地地租之租

額限制、租佃終止租約及收回耕地條件限制、所有權讓與對受讓人之保護

等規定，已使原為債權之租賃權，因法令限制而物權化，成為耕地所有權

人的負擔。 

是以，減租條例之實施儼然形成地主與佃農間彼此財產權的拉鋸。本

文認為當時政府以強制執行的行政手段將地主之土地供作三七五租佃之耕

地，對地主自由使用、收益與處分土地之權利形成限制，然礙於當時政治、

經濟與社會環境之背景，貫徹憲法「扶植自耕農」之目標，成為安內攘外

之最佳手段，而全體應負擔之社會義務卻獨由少數地主承受，尚且未獲得

相當之補償，實有失公允。 

                                                                                                                                   
人時。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三、地租積欠達兩年之總額時。四、非因不可抗力繼

續一年不為耕作時。五、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地使用時。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 

「耕地租約期滿後，有左列情形之一者，出租人不得收回自耕：一、出租人不能自任耕作

者。二、出租人所有收益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三、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

家庭生活依據者。」 
2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 
「依前項第五款規定，終止租約時，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左列補償： 
一、承租人改良土地所支付之費用。但以未失效能部分之價值為限。二、尚未收穫農作

物之價額。三、終止租約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 
3 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已於民國 82 年 7 月 30 日廢止）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 徵收耕地之地價，依照各等則耕地主要作物正產品全年收穫總量之二倍半計算。」 
4 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 http://www.moi.gov.tw/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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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推行減租政策立法之過程，政府首先於民國38年4月14日公布「臺

灣省私有耕地租用辦法」，該辦法屬於行政法規之性質，為確保推行減租

政策之效力，復於民國40年6月7日頒布「減租條例」，隨後於民國42年1月

26日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再次以公權力介入租佃雙方之產權關

係，透過一連串的立法過程將原屬於地主之私有財產（土地），供作佃農

承租之標的，讓地主無力維護其應有之財產權。 

隨著時間增加，原有租賃契約之地主與佃農多由第二代或是第三代子

孫繼承，甚至租賃之標的乃祭祀公業之土地，為眾多派下員所公同共有，

欲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難度可謂與日俱增；部份地主之出租耕地亦因市

地重劃或是用地變更卻尚未解約的情況（詳待後述），致使得以供作住宅

或商業等使用之土地於佃農維持農業使用下，降低土地利用效率。 

是以，減租條例對佃農耕作權之保障極盡完善之能事，反過來說地主

之財產權即受到極為嚴格之限制。對於財產權之保障，按釋字第四○○號

解釋文所示，「憲法第十五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規定，旨在確保

個人依財產之存續狀態行使其自由使用、收益及處分之權能，並免於遭受

公權力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格及維護尊嚴。」但

過去對於終止三七五租約之問題，往往侷限在既存體制之下，站在保護佃

農之立場研擬可能之對策，較少觸及地主財產權保障的議題。礙於我國法

體系之缺陷，對於國家因促進公共利益實施管制政策使財產所有權人遭受

侵害者，目前尚未有得以請求補償之管道，僅有大法官解釋文中「特別犧

牲」（Sonderopfer）理論之引用5。 

究竟依減租條例訂定之三七五租約，對地主財產權之限制有無超過其

應忍受之社會負擔？抑或減租條例對地主之規範，已違反了平等原則而構

成所謂「特別犧牲」之情形？按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6所明示，政府為公

共使用剝奪私有財產必須給予公平補償。減租政策雖然並非由政府剝奪地

主土地，然而因減租條例之實施對地主造成「管制太過」（goes too far）的

現象，卻有剝奪之意涵，猶如美國法中「管制性剝奪」（regulatory takings）

                                                 
5 特別犧牲之理論首見於釋字第三三六號解釋文理由書中，隨後亦出現於釋字四○○號解釋

理由書、釋字四二五號解釋文、釋字四四○號解釋文、釋字五一六號解釋文以及釋字五

七九號解釋文。 
6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U.S. 

Constitution, Amendment.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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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況，而「管制性剝奪」實由剝奪（taking）7概念延伸。周家維（2001）

認為，所謂剝奪（原文為「準徵收」）概念，即政府以法令限制財產權之

使用，使其遭受類似徵收之侵害，卻沒有給予公平補償的一種現象。財產

權同時受法令的保障與限制，因此國家對人民財產權進行限制時，必須符

合憲法保障財產權之規定，財產權保障與限制攻防的尺度通常由美國法院

依照法令加以檢驗，若判決政府行為違憲，便構成剝奪。是以，剝奪為一

種政府無償且過度限制財產權的情形，而受到此過度限制的財產權人可據

此請求補償。而Eisner(1994)認為，管制性剝奪是一種邏輯上、條理上及寫

作上的論述，它多被限制於土地使用政策上，因此在探討管制公平與否的

問題時，剝奪之學說將是一個可以兼顧人民權利與管制行為的分析角度。 

長久以來，政府對於依減租條例規範所簽訂的三七五租約，除了推行

減租政策之初，曾積極以公權力介入租佃訂約以外，對於租佃權利義務之

調整，並未有實質關注，特別是在經濟社會環境快速變遷的今天，縱然租

佃雙方之經濟結構已然改變，政府卻認三七五租約係私人契約為由，而任

憑租佃雙方自行處置，而地主卻被扣上必須照顧佃農生活之社會責任的大

帽子，只能無奈地接受三七五租約對其造成之利益減損，而無法發揮其財

產權之實益。是以，本研究欲藉由美國法「管制性剝奪」之概念，分析減

租條例對於地主財產權之限制，嘗試為地主多年來的財產權限制尋求解套

之方法，也透過個案分析之方式，盼政府能再度重視三七五租約之議題，

並使其擔負地主因三七五租約蒙受利益減損之補償，同時也負起照顧佃農

生活之社會責任。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從地主財產權保障的角度出發，探討政府負擔終止耕地三七五

租約補償問題。研究目的可歸納如下： 

（一）分析減租政策下租佃雙方財產權之權利與義務 

減租政策之推行，其實是一連串相關法規頒布與修訂的結果，透過相

關法規之分析，檢視政府實施減租政策對租佃雙方財產權之保障與限制，

                                                 
7 國內關於「taking」之語譯莫衷一是，學者謝哲勝（1996）將其譯為「剝奪」，然而國外

使用 taking 一詞較類似剝奪所有權人財產權的意思，而財產權被剝奪之程度則視個案情

況而定，是以本研究將其譯為「剝奪」；而「regulatory taking」一詞本研究則將其譯為「管

制性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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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地主與佃農權利義務間之關係。 

（二）研析三七五租約是否構成管制性剝奪 

減租政策之實施對地主財產權產生限制，而三七五租約是否得以管制

性剝奪之概念加以解釋分析，為地主之財產權提供保障？是以本研究嘗試

將美國管制性剝奪之概念加以闡釋，並檢視其是否能援用於三七五租約上

予以分析。 

（三）探討不同地區三七五租約個案的財產權受限制程度 

雖然三七五租約一律按照減租條例之規範而行，但是三七五耕地受都

市化發展程度高低的影響，各地區之土地價值亦有所不同。故本研究透過

個案訪談與分析的方式，分析不同地區三七五租約個案的財產權受限制程

度。 

（四）研擬政府處理終止三七五租約之對策 

三七五減租政策實施至今，業已完成當時照顧困苦佃農生活之階段性

任務，然截至民國95年底止仍有約41,100筆的租約件數尚未解除，也促成整

體耕地利用未能發揮最大效益，而有逐步解除三七五租約之必要。對於三

七五租約構成管制性剝奪的情況或特別犧牲之個案，政府應賦予地主維護

財產之請求權並予以補償；然而財產權受限制程度相對之下較不嚴重之而

尚未解約之個案，政府應如何協助解約？故本研究亦嘗試針對個案分析之

結果，研擬處理終止三七五租約之對策，據以作為政府解除三七五租約時

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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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流程 

一、研究方法 

（一）文獻回顧 

本研究嘗試由三方面之文獻分析，首先進行財產權理念之探究，據此

探討租佃雙方於耕地三七五租約之下財產權配置以及彼此權利義務關係；

接著分析我國大法官解釋下財產權限制以及損失補償之概念；最後整理以

往關於三七五租約之相關研究，嘗試歸納分析各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成果與

政策性建議，作為本研究後續分析之立論基礎。 

（二）個案訪談 

欲針對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補償進行研究，必須先了解不同個案之三

七五租約其財產權受限制之情況，而最直接且詳實的方式就是訪談三七五

租約的權利人。有關能否用單一或少數個案的深入訪談，據以推論全體樣

本的問題，事實上是不存在的。社會現象太容易變化而且受情境脈絡限制，

所以我們就無法對此做出非常有意義的經驗類推（吳芝儀、李奉儒，1995：

414）。因為個案研究如同做實驗一樣，可推論以供理論建議，但不能據以

推論母體或加以一般化，所以他並不代表一個樣本，無法進行計數與統計

推論，而是研究者依其目的去擴充或延伸理論推導的方法（Yin, 1989：21）。

個案研究的方法常被用來綜合某個主題存在案例的分析，理論或統計推論

並非此方法所關心（Yin, 1989：124）。故本研究採用個案訪談的方式，以

面對面的互動方式了解受訪者回答該問項背後之真意，對現存之三七五租

約之地主與佃農進行訪談。同時運用個案分析，藉由不同個案狀況突顯出

現存三七五租約財產權受限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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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如圖1-1所示。 

 

圖1-1 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繪製 

研究目的 

1. 分析減租政策下租佃雙方財產權之權利與義務 
2. 研析三七五租約是否構成管制性剝奪 
3. 探討不同地區三七五租約個案的財產權受限制程度 
4. 研擬政府處理終止三七五租約之對策 

三七五租約對地主財產權之影響 

研究動機 

第
一
章 

第
三
章

三七五租約構成 

地主財產權限制之檢視 

個案分析與對策研擬 

結論與建議 

第
四
章 

第
五
章

第
二
章 

美國管制性剝奪概念 

文獻回顧 

財產權理念探究 大法官解釋下 

財產權限制與補償

三七五租約 

相關文獻 



耕地三七五租約地主產權保障之研究 

 

8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欲以地主財產權保障之立場，探討耕地三七五租約對地主財產

權所生之限制，而租佃契約之關係乃基於減租條例之規範，因此，本研究

將以減租條例為主進行分析。 

研究空間則設定為以減租條例施行範圍之臺灣地區的個案為限；按減

租政策之推行與減租條例之實施公布可劃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民國

38年推行減租政策到減租條例公布實施以前，第二階段是民國40年減租條

例公布實施以後迄今，本研究主要將研究時點放在第二階段。 

文中所稱之地主為簽訂三七五租約的出租人，而所稱之佃農係指簽訂

三七五租約然未取得耕地所有權之純佃農，以及兼具自耕農與佃農身分的

半自耕農而言。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四： 

（一）三七五租約涉及租佃雙方權利義務之關係。本研究僅以地主之財產

權保障觀點，探討因三七五租約受不利益之地主政府應有之補償作

為，對於佃農財產權保障之探究無法同時並進（即不探討地主給佃

農補償與佃農耕作權保障之議題），是為本研究之限制。 

（二）由於所引用之管制性剝奪學說，為美國法之概念。蓋我國之國情與

美國不同，且美國法係以個案裁定之判決，做為審理訴訟案件之方

式，與臺灣一律以成文法規對同一類型案件加以審理有所不同，且

兩國對財產權的保障基本看法也不盡相同，是以本研究援引管制性

剝奪學說檢視三七五租約，而需透過相對概念加以轉換，為本研究

另一項限制。 

（三）本研究僅以現存租約之個案進行研究分析，並進一步提出政策性之

建議。對於已解約個案租佃雙方之權利義務關係為何，或是政府是

否必須溯及既往對已解約個案加以回應，則不在本研究之範圍。 

（四）個案屬性依本研究之設定分為四類，本研究預計訪談都市地區及鄉

村地區之三七五租約存續中個案。礙於個人能力與時間有限，且在

今日詐騙歪風盛行的情況下，難以尋得願意接受訪談並提供個案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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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資料者，故每個分類僅能選取一個個案。 

（五）三七五租約雖然一律按照減租條例予以執行，然而租約個案情況卻

因為人事因素以及非人事因素的個別條件影響，有所不同。然而，於個案

分析時雖得以將人事因素對租約之影響予以陳述，但於個案之經濟分析及

研擬終止租約補償對策的時候，因人事因素過於複雜且無法精確量化衡

量，故不納入本研究之考量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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