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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分析法的操作性問題：
以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經濟效率性比較為例1
胡海豐2

摘要
關於制度效率性的評析，其實施時「交易成本」大小的比較，一直是學術界關心的重心之
一。然而，「交易成本分析法」在操作上並不是那麼容易。本文以「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經濟
效率性比較」為例，說明了：比較交易成本的分析方式，必須兼顧到市場參與者「全體」與
「個人」兩種角度。以「全體」的角度而言，「交易成本分析法」需先從Marshall效率的觀點切
入，比較制度對全體「總剩餘」的影響；至於從「個人」的角度，則不能忽略了「交易」的前
提乃是「自願交換」，否則在應用上容易導致邏輯上的誤判。另外，在考慮「行為人」乃是經
濟行為的主體，而「成本」是各個行為人的「主觀」概念後，由於主觀成本判斷的困難，我們
不能單純且表面地以執行制度本身所需的「交易手續成本」大小，來衡量制度所造成狀態的效
率性。因此本文認為，交易成本的比較在觀念上雖然明晰，但在實務的運用上，卻也存在著操
作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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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valuation of institutional efficiencies, one of the focuses of the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on comparing transaction costs. However,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has not been easy to
implement. By using examples based on a comparison of the efficiencies of two land use conversion
system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ransaction costs should take market participants into consideration
both “collectively” and “individu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individuals together, the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must first be based on the Marshall Efficiency criterion, so that we can
judge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by calculating the change in the overall surpl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ch individual, we cannot ignore the premise of catallactics, by which exchanges are processes
based on voluntary agreement among persons. If we do, we might draw a wrong conclusion because
of a logical error. In addition, in considering that individuals are subjects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that transaction costs are subjective and in turn difficult to measure, efficiency should not be
compared simply by measuring the transaction fees involved in an institution. In other words, even
though the idea of a transaction cost approach seems to be clear and promising, it is not operational
in judging the efficiency of an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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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Coase在1994年以「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為題的演講中提到：
撰寫「社會成本問題」這篇文章，以及在1960年代和張五常所做的後續討論，讓我瞭解到
交易成本對經濟運作的廣泛影響，但是我還未曾有系統地評估這個問題。 Williamson在他的論
文中，提到「廠商的本質」一文中的理論甚少在實際應用，主要可歸因該文並非「操作性」
(operational) 的。他的批評我認為大致無誤。我想他的看法是，交易成本的概念並沒有納入
一套一般性理論中，以供吾人透過實證研究來驗證或發展。事實上，這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黃
進發，1998：313）。
然而仍有許多文獻在分析時採用「交易成本」的觀念，這一點從不同的電子期刊資料庫
中，輸入關鍵字「交易成本」所搜尋出的文章篇數便可略知一二。其中有一些值得我們深究的
地方。
Ghoshal and Moran (1996)、Martinez and Dacin (1999) 在研究組織 (organizations) 行為時，批
評「交易成本分析法」是錯誤且不可行的，他們認為「交易成本分析法」是奠基在錯誤的假設
前提與分析邏輯結構上，他們認為組織不只是市場失效時，另一種交易方式的替代，且組織在
治理一些經濟活動時具有一些獨特的優點，而「交易成本分析法」並沒有辦法區別這種差異，
因此在實務上是不可行的（Ghoshal and Moran，1996）。
不同於Ghoshal and Moran (1996)、Martinez and Dacin (1999) 對「交易成本分析法」不可行
的看法，本文認為：「交易成本分析法」在程序上，首先須兼顧到市場參與者「全體」與「個
人」兩種分析的角度。在這樣的分析架構下，如果再加上「成本」乃是行為人的「主觀」概念
3

後（Mises，1949；Buchanan，1969；黃有光，2000）， 由於主觀成本的不易衡量，「交易成本
分析法」在實務上，的確具有操作上的困難。另外，在針對個別的市場參與者部份，如果在分
析時忽略了「自願交換」是「交易」的前提 (Buchanan，1986；Friedman，2000；熊秉元，
2003），更可能在評析制度時，產生邏輯上的誤判。本文將以「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經濟效率
性比較」為例，來說明交易成本分析法的操作性問題。
在「土地使用變更」這個議題上，Colwell (1997) 提出了一種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這種
制度與現行在分區管制下的土地使用變更制度（以下簡稱為Zoning變更制度），最大的不同，在
於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是由變更案的地主直接與因受變更案外部性影響的週邊地主來協

3

Mises (1949) 說:成本等於一個人為了遂行其目標所必須放棄的滿足之價值（夏道平，1991：97）。Buchanan (1969) 認為：
成本是一個決策者在做選擇時所犧牲或放棄的。它包含在決策者預期它必須因為選擇某一行動而放棄的快樂或效用所做的
評價。並提出成本的六個特性:
(1) 成本必然完全由決策者承擔，把成本移轉到其他人身上是不可能的。
(2) 成本是主觀的，它存在於決策者心中而非其他地方。
(3) 成本是基於預期的，它必然是一個前瞻性或事前的概念。
(4) 成本決不會被實現，既然是「抉擇」，被放棄的便無法被享受。
(5) 成本不能被決策者外的任何人衡量，因為主觀經驗無法被觀察。
(6) 成本可以被標記上其決策或抉擇的瞬間。
黃有光 (2000):
……因此，歸根到底，任何成本實際上是效用或快樂的犧牲。因此，不能說可以根據產量與成本就能不談主觀概念。
以上的論述都說明了「成本」乃是行為人「主觀」認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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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進行契約上的同意，政府並不介入其中；Zoning變更制度則主要是由政府單位來主導變更案
的進行。一般贊成政府介入都市規劃的理由，是政府的介入可以降低相關的交易成本，解決外
部性 (externality) 的問題（Hastings and Adams，2005；曾菁敏，2008；De Pinto and Nelson，
2009；陳建元，2010；Henger and Bizer，2010)。本文認為這樣的說法在實務的分析應用上，容
易失去該有的精確性，可能會有忽略分析前提而導致偏誤結論的風險。
文章共分為四節，除本節外，第二節是本文對經濟「效率」一詞的看法與定義，第三節則
以「交易成本」分析法來比較兩種不同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效率性，並說明此分析法並無法產
生特別明確的比較結果，如果忽略了「自願交換」乃是「交易」的前提，這種分析的方式更會
導致邏輯的錯誤，最後第四節為結論。

二、關於效率
一般在科學或工程界的用語中，「效率」的操作型定義為輸入除以輸出，這種比例(ratio) 的
概念，清楚而幾乎不會引起爭議。在人文社會學界則不然，Parkin (2000) 提到：
在一般對話中談到「效率」，很難不引起意見不合或是誤解的情形 （許景翔等，2001：
147）。
這句話傳神地說明了「效率」這麼熟悉的名詞，在人文社會學界，由於包含的意涵並不如
想像中的明確，以致於在語言的溝通或學術的研究上，常產生分歧的結果。
在人文社會學界，一般在討論資源配置效率時，都是採用Pareto 標準 (criterion)。這是一種
全面性 (globally) 的評判標準，它同時考慮了所有的市場參與者。但對不同的市場參與者而言，
一種滿足Pareto效率的制度，在他們心裡，並不會有相同的評價。因此，對某特定的市場參與者
而言，如何去比較制度實施所衍生的經濟效率性？則成了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
的定義個人主觀的效率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可由兩方面來討論。第一，經濟「效率」與行為人「效用」的關聯：
一般在社會科學中使用「效率」一詞，其最終的評斷常會應用到行為人「效用」的概念。
例如最常為人使用的「Pareto效率」，其定義：在這境界下，任何有利於某（些）人的改變，必
然會損及他人（張清溪等，1998）。其中「利人」與「損人」程度的衡量，就是觀察行為人
「效用」水準的增減。這樣的論述結合了「經濟效率」與行為人「效用」的概念。另一種衡量
經濟「效率」的方式，是從整體社會同時來看，認為「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就是使「社會
淨效益」（net social benefits，亦稱為社會福利）最大，也就是使得全體社會的「生產者剩餘」
與「消費者剩餘」的總和達到最大（張清溪等，1998；Mankiw，2001）。其中生產者與消費者
的「剩餘」，是買賣雙方在交易後所得到的心理利潤 (psychic profit)，亦是從行為人「效用」的
改變來看。換言之，從一個制度實施後對行為人的效用變化的影響，可以用來判斷制度的效率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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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相對」效率的概念：
根據Keogh and D’Arcy (1999) 以制度經濟學觀點闡釋效率的說法，他們認為：
除了不斷增加的實證文章外，財產市場效率的觀念在發展上仍然是很貧乏的，在理論上的
建構亦不適當。4而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基本上改變了效率的觀念，它引導出了對觀測到的效率水
準，一種較部分且偶然性 (partial and contingent) 的判斷準則。這種分析方法允許財產市場過程
(property market process) 對某些市場參與者而言是效率的，對其他人則否。
這種「相對」的觀點，在許多學門中都會特別強調。以物理學為例，當我們在描述一個事
件或現象時，你必須說明這事件或現象是針對哪種觀察者而言，因為不同的觀察者對同一事件
或現象會有不同的描述。這也進一步的說明了事件或現象的意義，必須是由觀察者「主觀」認
定的。
承繼此種「相對」的觀點，加上經濟「效率」在最終是以觀察行為人們主觀「效用」的改
變情況作為判斷的依據。本文認為：對特定行為人來說，所謂一種制度是有效率的說法，指的
應該是這種制度的實施將帶給這個人「主觀效用」上的增加。這也是本文對「效率」一詞的操
作型定義。這種將個別行為人主觀效用與經濟效率連結的觀點，可以對於整個制度做比較深入
的分析。換言之，在判斷制度實施後的經濟效率性時，除了有同時探討所有市場參與者的整體
觀點外，這種定義也提供了比較個體面的觀察。

5

因此，在探討制度效率性的用語上，為了不引起誤解，必須明確的指明這效率是對誰而
言。如果經濟體系中有兩位行為人，甲與乙，此時效率會有三種觀點：對甲的效率，對乙的效
率，以及最重要的，對全體（甲+乙）的效率。一般而言，在沒有特別指明的情況下，「效率」
通常是指的是最後一種，也就是同時考慮所有行為人的情況。
另外要說明的是，對行為人來說，效用的增減也可間接地從「成本」面來考量。類似於廠
6

商理論中利潤等於營收減去成本的概念，如果某制度的實施帶給行為人的心理收益 扣除相關的
7

主觀成本，所得 為正數的話，即可判斷該制度的實施對行為人帶來了效用上的增加。以本文的
立場來說，我們即可稱這制度對該行為人來說是效率的。
為了進一步釐清「效率」的觀念，在這裡要先說明的就是「狀態」與「路徑」的區別。以
圖1為例。

Keogh and D’Arcy (1999):
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集中在處理財產投資市場（property investment market）的資訊過程效率（information processing
efficiency），這些研究都是依據 Fama(1970)與他的承續者在各種財務資產市場的理論。這些結果在解釋效率的組成與實證
上的應用都是受限的，可能不能適用在財產市場的評價上。
5
誠如 Mises (1949) 所言:
政府干涉市場的任何作為，從有關的人民來看，幾乎沒有例外的不是沒收就是贈與。通常一個人或一群人因政府的
干涉而增加財富，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因而受損害。但在許多情況下，給某些人的損害並不相當於另些人的利益（夏道
平，1991：896）。
因此，這種針對個人主觀，比較「局部」的分析概念，就是在釐清：制度實施後，對各有關的人民，其分別的影響
為何。
6
這裡所謂「心理收益」，在概念上類似於消費者的願付價格 (willingness to pay)。
7
Mises (1949) 稱此心裡收益扣除成本後的數值為「心理利潤」(psychic profit)，有些類似於經濟學中「消費者剩餘」或「生
產者剩餘」的概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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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 U1
路徑 R1
狀態 U2

圖１

狀態與路徑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8

一個或一類行為人在某個瞬間時點的心理滿足「狀態」 為U1，或稱為效用值U1，這個量值
9

，不管可否數量化，其代表的是一種「存量」(stock) 的概念。經過一段時間，這些人透過某些

行為或交易，也就是圖1中的路徑R1，到達另一種心理滿足狀態U2。
這種「狀態」與「路徑」的分析架構，應用在自然科學或工程界的思考上時，由於行為人
在路徑的過程中並不是主體，行為人比較不去主觀感受物體或系統的變化，通常行為人會客觀
量測到的是最後的狀態結果，因此，在自然科學或工程界的領域裡，會比較著重「狀態」的考
量；但在人文社會學界，「人」才是行為的主體，人在路徑程序中，依然持續著主觀的感受，
所以在人文社會的領域裡，「路徑」應該比「狀態」更受到重視。
將這種「狀態」與「路徑」的分析架構應用到法治社會的制度比較，路徑R1可代表某一種
制度，這個制度實施後將使行為人從原先的狀態U1移至一個新的狀態U2，而這種制度的運作需
要某些成本。根據Coase (1960) 的說法，進行市場交易需要發現與誰打交道，通知別人想做生
意，條件是什麼，為成交而進行談判，起草簽訂合同，保證合同條款的履行，及進行必要的檢
查等，這些活動都需要成本。顯然地，這些成本是由參與市場交易的行為人主觀認定的，類似
於機會成本的概念。無論如何，我們在這裡統稱為「交易成本」。
一般而言，在沒有外力強迫的狀況下，若行為人在一段時間內，「自願」地從狀態U1以路
徑R1 的方式到達U2 ，就表示行為人在狀態U2的效用大於在狀態U1 的效用，這也是Mises「行為
10

學」的基本公設。 換言之，就行為人而言，經過路徑R1所帶來的心裡收益扣掉相關的廣義成本
8

此處「狀態」一詞與常見的「配置」相似，都是一種靜態的「存量」概念。一般的用語常提及資源「配置」的效率性，其
邏輯過程應為資源配置數量影響到行為人的狀態效用，進而比較效率性。這裡為了突出行為人的角色，強調「人」在經濟
活動中的主體性，因此使用「狀態」一詞。
9
關於「效用」水準的數值，一般在處理上可分為「序數效用」與「基數效用」兩種假設。在序數效用中，我們只可對不同
的效用水準排序，無法確切地知道其數值；在基數效用中，則可知道效用水準的精確數值。
10
關於「行為學」，Mises (1949) 在其名著「人的行為」有相當多的討論，他說:
人之所以行為，因為他對於未經過他的作為而出現的情況有所不滿。人之所以行為，因為他沒有力量可使他所面臨
的情況充分滿意，所以他必須用適當的手段，來改變情況，使不滿意的程度減少。……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我們也可
以這樣說:行為是見之於活動而變成一個動作的意志，是為達成某些目的。是自我對於外界環境的刺激所做的有意義的反
應，是一個人對於那個決定其生活的孙宙所做的有意識的調整。……行為不單表示偏好。人在無可如何或以為無可如何
的情勢下，也會表示偏好。……行為是為達成目的而採取手段。……行為不僅是做，而且也包括能做而不做。……行為
人是極想以較高的滿意情況代替較不滿意的。……滿足的程度較大或較小，除掉個人的價值判斷以外，沒有任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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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後，仍有剩餘。但要注意的是，即使我們知道狀態U2的效用值大於狀態U1的效用值，也並不保
12

證實際的社會是依循路徑R1在前進，其中可能有些制度結構性的問題。 也就是說，隨著歷史的
進程，不一定會把行為人們提到較高的效用值。這點與之前所敘述:在沒有外力強迫的狀況下，
若行為人在一段時間內，「自願」地從狀態U1以路徑R1的方式到達U2，就表示狀態U2的效用大
於狀態U1。兩者並不互相矛盾，換言之，歷史的進程不是對每個行為人來說都是「自願」的。

13

至於狀態的內容，該包含哪些為行為人？則取決於我們分析問題時的自行定義。
另外，關於狀態效用或路徑成本的衡量，如果狀態U1的內容只包含一位行為人，顯而易見
地，狀態的效用就是這個行為人的效用，路徑的成本即是其個人認定的成本。如果狀態U1內有
兩個人，或兩個人以上，問題就比較複雜，因為這牽涉到狀態中的行為人們，其效用或成本如
何加總的問題，這也是福利經濟學 (welfare economics) 所探討的主要課題。一般來說，為了規避
加總的困難，在評析制度的效率性時，通常採用Pareto的效率標準。然而，由於沒有一種制度可
以保證在實施後所有的參與者都是得利的，所以Pareto效率要求不能傷害任何行為人效用的嚴格
前提，將使得其在實務的應用上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Friedman (2000) 主張我們在評判制度
14

的效率性時，應採用Marshall效率的概念。 Marshall效率指的是當制度實施造成狀態改變時，我
們可詢問狀態中的每位行為人，他們願意付出多少錢來得到好處（正數），或避免損失（負
數），如果所有行為人加起來的總和為正數，表示這種改變對「整體」來說是經濟效率的提
升；反之，如果總和為負數，則代表代表整體的經濟效率變差。Marshall效率這種社會產值（社
會福利）極大化的效率標準，Coase 在1960年所發表的經典之作「社會成本問題」中，也有明確
的提到（熊秉元2003）。這種加總所有市場參與者效用變化量的效率概念，已被廣泛地編入當
代的經濟學教科書之中，例如Mankiw (2001) 對「效率」一詞所做的定義：「資源分配使得社會
所有成員所得到的總剩餘（total surplus）達到最大的性質」，這也是Coase基準點分析法 (the
benchmark approach) 的兩個基準點之一（熊秉元，2003）。
然而，即使我們採用Marshall效率的概念來評析制度的經濟效率性，並假設每位市場參與者
所佔的權數 (weight) 相同，使得我們在理論上可以簡單地加總全體參與者的總效用變化量或相關
的交易成本，但在加入了「效用」或「成本」乃是行為人的「主觀」概念後，由於不容易判斷
各個市場參與者的主觀效用的變化量或相關交易成本的大小，因此這種「效用分析法」或「交
易成本分析法」仍有實際操作上的困難。在下一節的分析中，本文以「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
例子說明了這種情況。

而個人的價值判斷是因人而異的，即令是同一個人，也因時而異（夏道平，1991：26、53、55、56、57）。
這裡所謂的「廣義成本」，包含購買商品勞務所付出的價金加上相關實施制度時的交易成本。
12
關於制度在歷史進程上所扮演的角色，請參閱 North (1990)。
13
North (1990) 曾以財產權制度為例說明了這種情況。他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一書中以第一人稱自述說:
我在「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North，1981)的書中已拋棄了以效率原則來解釋制度發展的看法，並且說明了統治者
往往是為自己的利益的考量來設立財產權，而交易成本往往導致無效率的財產權制度普遍存在，這樣就可以解釋從古至
今何以廣泛存在著有些財產權制度並不會促進經濟成長的現象（劉瑞華，1994）。
14
Friedman (2000) 對於 Pareto 效率標準在判斷制度優劣時的無能為力，曾說：
現代經濟學家經常試圖避開 Marshall 方法（加總制度實施後的淨效果）所隱含的問題，他們使用義大利經濟學家
Pareto 對經濟效率改善的定義。Pareto 捨棄會讓某些人有所得而某些人有所失的定義方法，他把經濟效率改善定義為：讓
某些人受益但沒有人受損的變化。不幸的是，這個方法並不能解決問題。……在複雜的社會中，法律（制度）的改變不
可能只有得沒有失。……如果我們要整體評估這些變化產生的影響，必然會面對權衡得失的問題。雖然 Marshall 的解決
之道並不完善，但 Pareto 卻規避了這個問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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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交易成本」觀點衡量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效率性
關於對土地所有權絕對性的限制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一直被認為是用來減輕或隔離
不相容(non-conformity) 土地使用間所產生的無償外部成本 (uncompensated external cost)，增進環
境可居性，提高房地產價值，指導都市發展，確保公共服務設施水準，活潑都市景觀及節省財
15

政支出等 (邊泰明，1996)。為了達到上述的目的，執政當局(政府) 會依據其行政裁量來決定土
地使用的種類與強度。至於能否達到上述目的，其效果則是眾說紛紜。無論如何，政府角色與
制度實施的經濟效率性連結，已是許多關於土地利用的文獻所關注的焦點之一（Hastings and
Adams, 2005；許秉翔，2006； 曾菁敏，2008，Hu and Chang, 2008；陳璟榮，2009；陳建元，
2010；Henger and Bizer, 2010)。
進一步而言，如果我們假設現實政府的角色不是如契約理論（contract theory）所描述的，
是在極大化社會的總福利；而是如剝削理論（exploitation theory）所描述的，在極大化執政者自
己的效用或財富 (North，1981)，則Zoning變更制度更將伴隨土地財產權的錯誤配置（胡海豐，
2003）。
目前台灣地區關於土地使用的規定，主要也是採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度，其計畫體系主
要有「都市土地」與「非都市土地」兩大系統。政府會依據國土使用的規劃及其相關的經濟計
算，決定不同地區土地使用的型態與強度。另外，為因應社會發展的變化，在法令中也制定了
關於土地使用變更的辦法。
按照變更的方式來區分，在「都市計畫」地區，可分為政府定期「通盤檢討」（每三年或
16

五年至少檢討一次）及不定期的「個案變更」。 在「非都市土地」方面，變更的方式則主要有
「用地變更」與「開發許可」兩大類。「用地變更」主要用於非都市土地小面積之用地變更編
定，是依循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來辦理；「開發許可」則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土地使用規劃
制度，這種變更方式意在改善政府主動辦理分區通盤檢討的曠日費時，可因應個別開發案的需
17

求來辦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2003）。

15

本文中的「政府」或「執政當局」指的是類似於 Lindblom (1968)所定義的「核心政策制定者」(proximate policy-maker)，
也就是界定為那些最近密或接近於實際決策制定的參與者，他們是享有決定特定政策的直接法定權威的人，以及其它政
策決定的直接參與者(劉明德，1991)。
16
「都市計畫」地區土地使用變更主要依據的相關法令有都市計畫法、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都市計畫農業區
變更使用審議規範、都市計畫工商綜合區專用區審議規範、都市計畫媒體事業專用區審議規範、都市計畫保護區變更為
醫療專用區回饋處理原則、與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2003）。
17
「開發許可」主要依據區域計劃法、區域計劃法施行細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等
規定辦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2003：127）
；「用地變更」則主要依據區域計劃法、區域計劃法施
行細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變更執行要點、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與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變更審定審查作業要點等（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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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這些土地使用變更的相關法律規定與做法，我們可歸納出兩項重要的共通點：第一，
這些土地使用變更的程序依序為提出「變更構想」，擬定「變更計畫」，政府部門「審議」，
18

最後則付諸實施。第二，這些變更的辦法中，皆有「回饋」 的規定。因此，在Zoning變更制度
的架構下，執政當局關於土地使用變更的決策，除了在形式上是具有「良善仲介」的角色定
位，在實質上更具有絕對的權力。
而排除執政當局「良善仲介」的角色，Colwell (1997) 提議了一種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
其操作程序扼要概述如下：
(一) 創造土地的「部份財產權」(partial property right)，給每個地主一份部份財產權，這財產權
19

利使得地主有權利在距其土地週邊一定的範圍內， 禁止新的土地開發或變更案。換言
之，Colwell所提議的「部分財產權」，其內涵即為鄰地土地使用變更的「同意權」。
(二) 如果變更地主（開發者）欲在一塊基地上進行土地使用變更，例如進行某種開發案。由於
開發案會對鄰地的環境造成影響，且距此基地方圓一定範圍內的週邊地主皆有「部份財產
權」來禁止新開發案的進行，因此變更地主為了進行開發，他必須向這範圍內的週邊地主
購買其手中的「部份財產權」，以避免這些週邊地主反對其土地開發變更案。

20

(三) 類似拍賣喊價的程序，變更地主先訂出一個價格向一定範圍內的週邊地主購買「部份財產
權」，週邊地主可衡量此價格，並與心中欲出售的價格來比較，以決定是否出售其手中之
「部份財產權」。變更地主必須購足一定比例的「部份財產權」才可進行開發案。這裡先
假設此比例為80% ，因此若變更地主第一次出價無法購足80%，他必須提高價格，以進行
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出價，直至其購買的「部份財產權」達到80% 比例的要求為止。
(四) 如果變更地主已購足80% 以上的「部份財產權」，此時剩下的週邊地主的「部份財產
權」，則強迫打折出售給變更地主以示薄懲，這樣可解決堅持不賣而拿翹的問題。

21

在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中，政府並不介入其中相關價格的決定，其角色著重在私人間交
易秩序的維護，確保其契約的履行，與後續的監督事宜等。
根據上述對於Zoning變更制度與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操作架構的描述，可發現其中最大
的差異在於「審議權力的歸屬」與「接受回饋的對象」兩方面。

18

回饋的方式一般有繳納「代金」、「回饋金」或「抵費地」等（楊松齡，1996；賴宗裕，1997）。
Colwell (1997)文中建議為150呎，當然這並不一定，也可視開發種類的不同而不同。至於什麼樣的開發案須界定多少的範
圍，這其中自然需要許多科學或醫學上的測度與量衡，自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在這邊必須說明的是，本文引用 Colwell
(1997) 的「Tender Offer System」，主要是取其「土地財產權」配置的方式及精神架構，並不特別涉及其中的有關數字決定
的技術性問題。
20
相對地，如果這個開發案對週邊環境具有正面的影響，開發地主也可要求週邊的地主付予他一些費用。
21
在 Tender Offer System 的操作架構中，Colwell (1997) 認為，變更地主（開發地主）必須先收購80%以上週邊地主的同意權，
對剩下堅持不賣的20%，才可動用強制力，強迫其出售同意權。換言之，如果第一步收購的同意權沒有達到80%的門檻，
並不能強制收購不同意變更的週邊地主之同意權。這20％的比例是上限值，也許變更地主對同意權的出價夠高，此比例
就會較低。或者，原先不同意的週邊地主，當他發現變更地主已經跨過所需的門檻，他很可能改變初衷，出售其同意權，
以免被打折出售。另外，制度的設計，也可以將發動強制力的門檻值定高，這樣會降低遭受強制力傷害的行為人比例。
但這種高門檻的設計，自然地，會增加土地變更案能夠成功的難度。這種施加強制力在少部分行為人的制度設計，常見
於用來解決制度實施時，沒有辦法達到「全體一致決」之困難。例如現行的「都市更新條例」也有類似的機制設計。當
然，這種設計對被強制的個人，是一種權利上的剝奪。另外，Colwell (1997) 建議，對於堅持不賣的週邊地主，其售價應
為最後出價的90%以示薄懲，他認為90%是個很好的估計值，它呈現了堅持不賣者將會受到的損失，而這損失也不是大到
不合理的程度。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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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議」程序中，依據目前Zoning變更制度裡關於土地使用變更方式的相關規定，審議的
權利是屬於政府的行政裁量權，其中雖有「市民參與」或「公開展示」等讓民眾表達參與意見
的程序，惟實質的變更同意權仍是在政府部門（吳彩珠，2003）。在「回饋」方面，Zoning變更
制度下的土地使用變更案，變更地主的回饋金或抵費地都是上繳給執政當局，與變更案的週邊
地主並無直接關係。相反地，在Tender Offer System中，土地使用變更的同意權在於變更土地週
邊一定範圍內的地主。在具有負外部性的土地使用變更案中，變更地主須付費給週邊地主以購
買土地使用變更的同意權，變更案基本上是屬於變更地主與週邊地主雙方「自願交換」的一種
契約行為。
這「審議權力的歸屬」與「接受回饋的對象」的差異，是本文以「交易成本分析法」研究
「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效率性」的切入點，進而以此說明交易成本分析法在操作上的侷限性。
首先在分析的架構上，「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經濟效率比較類似於圖2的情況。

狀態 U3
路徑 R2

路徑 R3

狀態 U5

狀態 U4

圖2 制度比較的狀態與路徑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狀態U3代表土地原先的使用狀況，路徑R2與路徑R3分別代表Zoning變更制度與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其在土地使用變更後所造成的結果分別為狀態U4與狀態U5，所謂比較Zoning變更
制度與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在土地使用變更政策的效率性，就是在比較狀態U4與狀態U5中，
行為人們的效用改變狀況。
由於狀態U4、U5與原先初始狀態U3的效用差額，是從制度實施後的心裡收益扣掉相關的成
本後所得的差額，為了簡化分析，這裡先假設Zoning變更制度與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實施
後，所造成的土地利用狀況相同，對全體市場參與者帶來相同的總心裡收益，因此比較狀態U4
與狀態U5中效用值的大小，在意義上等同於比較路徑R2與路徑R3成本的相對大小。換言之，如
果依照「交易成本」的分析方式，來分析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效率性，就是在比較路徑R2與路
徑R3交易成本的相對大小。

22

22

類似於廠商理論中利潤等於營收減去成本的概念，如果兩家廠商的營收與成本皆不相同，我們將不容易比較兩家廠商利
潤的大小。如果先假設兩家廠商的營收相同，則我們就能單純地由比較成本大小，來判斷兩家廠商的利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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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之前關於兩種變更制度操作架構的比較，其最大的差別在於「審議權力的歸屬」與
「接受回饋的對象」。廣義來說，這兩項差異的內涵就在於「土地財產權」的配置 (allocation)，
特別是Colwell (1997) 所指的土地的「部份財產權」，這種權力在內涵上等同於土地使用變更案
的「同意權」，其價值可轉換為買賣的價金 (Henger and Bizer, 2010)。在Zoning變更制度下，變
更地主付回饋金給政府以購買其土地使用變更的同意權；在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中，變更地
主則是付費給週邊一定範圍內的地主。這不同的財產權配置，將導致不同的經濟效率 (Hu and
Chang, 2008)。在捨棄Pareto效率，而採用Marshall效率的前提之下，如果再加上假設兩種土地使
用變更制度實施後的土地利用狀況相同，我們就可以來間接地比較兩種制度所牽涉到的「交易
成本」。此時「交易成本」較低的制度，將可導致較佳的經濟效率，也就是較大的「社會總剩
餘」。
23

有關交易成本的經濟理論，最為人熟悉的是所謂的「Coase定理」。 Coase定理嚴格來說，
只是一道命題 （楊小凱，2001），該命題主要說明當活動具有外部性 (externality) 時，如果交易
成本為零，互相交互作用的當事者透過彼此協商的方式，將不會影響到資源的Pareto 配置效率。
但這裡不能忽略的是，即使交易成本不為零，也不會影響市場的基本運作邏輯，也就是「限制
下的極大化行為」(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behavior) 的那些概念。
延伸來說，Coase定理與其說明了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經濟效率結果與財產權設定無
關的結論，還不如說Coase定理說明了:存在交易成本時，財產權制度是如何作用或影響經濟效率
的結果。換句話說，只要交易成本不為零，就可以利用已經被明確界定的財產權之間的自願交
換，來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 (張軍1991)。
因為Coase定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許多研究制度的學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在：存在交易成本
時，財產權制度是如何作用或影響經濟效率的結果。這種文句論述使得「交易成本」變成討論
制度對經濟效率影響問題的重心，但文獻上有時過分簡化的用語，卻也導致Coase定理在應用上
容易失去該有的精確性。以「存在交易成本時，財產權制度是如何作用或影響經濟效率的結
果」的用語為例，至少就包含了幾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第一，如同本文上一節所述，「效率」
一詞應該是從狀態中行為人們的效用值來定義，所謂經濟效率的結果，指的就是行為人們效用
改變的情形，而不是制度容易實施與否。第二，「交易成本」的衡量問題。「交易成本」如何
衡量?由誰來衡量?這自然也是由行為人「主觀」認定的價值判斷，而非由所謂公正客觀的第三人
所訂定的「客觀」標準。第三，什麼是「交易」?普通認為應該是行為人們在沒有暴力脅迫下的
24

「自願交換」。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欲以「交易成本分析法」來評判制度的效率性，首先必須兼顧到市場
參與者「全體」與「個人」兩種分析的角度。對全體市場參與者同時而言，制度效率性的比
較，必須依賴Marshall效率的標準，由衡量「總剩餘」的變化來比較；至於對個別的市場參與者
而言，則不能忽略了「交易」的目的乃是行為人在「自願交換」的情況下，追求其「主觀效

23

自從 Coase (1960) 提出「社會成本問題」一文，後續有相當大量的文獻引用該文，使得「交易成本」的探討已成為經濟學
中的一個重要分支。
24
關於「交易」種類詳細的討論，請參閱黃光雄 (1994)。另外，熊秉元 (2003)對於「交易」的精神曾說：市場裡的交易，是
雙方自願，而且雙方互蒙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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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改善。從全體參與者的分析角度所獲致的結論，不能直接地套用至個別的參與者身上。
例如，如果有一種制度可以滿足Marshall改善，提升了全體參與者的總剩餘，這種符合Marshall
效率的制度，可能不是每位市場參與者都偏好的。如果我們稱這種制度對每位參與者來說都是
效率的話，就是在判斷時犯了邏輯上的錯誤。
另外要留意的是，政府「法人」組織，例如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的自願行為，與一般「自
然人」的自願交易行為，有一基本的差異。在於自然人的自願行為，係奠基於其本身效用水準
的考量；而類似於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的法人組織，其決策則是奠基於全體社會福利的考量。
換言之，對「自然人」來說，在可以提高其效用值的情況下，「自然人」將會自願性地從事某
些行為（交易）以便提高其自身的效用，與所謂社會公益的考量並無關係，這也是Mises「行為
學」的基本公設。對於像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的法人組織，其行為決策則奠基於整體社會利益
的考量，並不牽涉到委員們自身的效用水準。亦即如果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同意進行某項土地
使用變更案，表示這項變更案在理論上將可增進全體社會的福利。從這樣的前提來看，計畫審
議委員會所做關於都市計畫的任何決策，並不會直接地影響到委員個人們的效用水準。當然，
對於整體的都市計畫決策，由於其影響到整個都市，自然也會間接地影響到委員個人們的效用
值，但這種比較間接的影響與一般自然人交易對於本身效用的直接影響，在本質上仍然有相當
的差異，在評析制度時應值得特別留意。
從制度實施機制的觀點來檢視，在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裡，交易的市場參與者只有「變
更地主」與鄰接變更土地一定範圍內的「週邊地主」們。如果「變更地主」欲進行一土地使用
變更案，無論此變更案伴隨的外部性是正或負，如果雙方能在一定的價格下，自願性的進行土
地使用變更案的交易，將使得兩者的效用值在土地變更後皆能夠提高，外部性的正負只是決定
誰將付費給另一方；而在現行的Zoning變更制度中，市場的參與者是「變更地主」與「政府」，
「週邊地主」並無實質的權力參與交易，其只能被動地接受土地使用變更後的結果。如果土地
變更案伴隨正的外部性，則週邊地主效用值在土地使用變更後將會提高；反之，如果變更案伴
隨負的外部性，則其效用值在鄰地使用變更後將會降低。當然，不論在那種制度，如果「變更
地主」自願地付出某些成本代價來進行土地使用變更案，即表示在變更案後其效用值是增加
25

的。

理論上來說，如果一項土地使用變更案所伴隨的外部性影響是正的，由於「變更地主」、
「週邊地主」、與「政府」三種市場參與者的角色，在這種情形下都是得利的，此時不同制度
的差別，就只在於其間利益分配的方式，其爭議性將遠小於負外部性的情況。因此，為了簡化
分析，我們這裡先假設土地使用變更案會產生負的外部性。
在現行的Zoning變更制度下，政府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基於增進全體社會福利的考量，可能
會同意具有負外部性的土地使用變更案，此決策將與遭受負外部性的週邊地主其意願相牴觸。
此時，如果計畫審議委員會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理想，希望週邊地主能夠同意土地使
25

在 Tender Offer System 制度裡，變更地主是付費給週邊地主購買其變更同意權；在 Zoning 變更制度中，變更地主是給付
「回饋金」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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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變更案，將可能遭遇相當大的困難。另外，這裡「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前提，是「小
我」犧牲的份量總和，必須要低於「大我」增加的份量，這種犧牲才能滿足Marshall效率的要
26

求。

在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裡，為了實際操作上的可行性，設計了80% 的「自願交換」，另
外20% 則是「強迫交易」。雖然具有自願交換機制的制度，能確保參與自願交易的人都能提高
其效用值，但只有80%，而不是100%「自願交換」的妥協設計，使得該制度不必然可以得出具
有效率性的結論。雖然如此，但相對於根本無「自願交換」的制度，在機率上來說，仍應有較
大的可能性可以滿足Marshall效率的要求。至於在實務操作上，是否可能有居心不良的掮客，事
先收購20%以上的同意權，具以拿翹與變更地主進行勒索式的談判，使得此契約協商式的制度窒
礙難行。本文認為：由於20%是個不算低的比例，收購的金額不會太低，又由於如果交易不成，
掮客將會遭受到相當大的損失，基於此，這種類似畸零地所有權拿翹的情形，在這種制度下應
不容易發生。因此，從個別參與者到全體參與者總福利的角度觀之，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皆
較可能具有效率性 (Hu and Chang, 2008)；但在理想面來說，如果我們假設現實政府的角色是如
契約理論所設定的，是在極大化社會的總福利，則在Zoning變更制度下，都市計畫審議委員會所
做的土地使用變更決策，理論上同樣也能滿足Marshall效率標準，可增進全體社會總福利。因
此，哪一種制度更具有效率性，則需進一步的探討。

27

從「交易成本」的角度切入，一般討論的重點在於執政當局介入了「土地使用變更」這個
交易後，是否減低了這個交易的交易成本？更精確的說，是否降低了雙方各自的主觀交易成
本，這也是經濟學家們在探討「政府管制」這個課題的重心（陳建元，2010）。關於這點，
Coase (1960 )給了一個比較中性的答案：不一定。Coase認為政府這個「超級廠商」擁有一般廠
商沒有的權力，使其有可能以較低的成本完成某些事情。但由於政府運作本身也需要成本，因
此我們也不能確定政府介入必然會提高經濟制度運作的效率。但其特別指出：如果參與的人數
28

過多，導致交易成本很高時，政府介入將很可能會提高經濟效率。 我們需要更深入的來研究這
種說法。

26

Mises 從根本上就否定了這種「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哲學，其言：
有些人通常用「社會」(society) 這個名詞，把社會合作說成一個實體。這個實體好像是個神秘的超人的東西，它創
造社會，並且堅決地強制個人為社會利益而犧牲「小我」
。
對於有關問題的科學處理，首先就要徹底拒絕這種神話（夏道平，1991：136）。
Hayek 更指稱「社會的」這個字眼是文字界的黃鼠狼。他說：
「社會」這個名詞雖然是許多誤解的來源，然而若和形容詞「社會的」(social) 相比，其危害還不算大。「社會的」
這個形容詞大概已經成為人類所有的道德和政治詞彙中最令人糊塗的字眼了（謝宗林等，1995：172）。
27
這裡政府的角色定位如果不符合契約理論，是在極大化社會福利，而是如同剝削理論所描述的，是在極大化執政者的私
人利益，則這兩種制度就沒有什麼可比較了。換言之，此時排除自利執政者的 Tender Offer System 制度，必然會優於
Zoning 變更制度。
28
Coase (1960) 曾言:
政府可以透過行政手段，影響生產要素的使用，因此就某層意義而言，政府可以說是一家超級廠商 (但性質非常特
殊)。……政府若想完全避開市場交易，事實上是辦得到的，但一般廠商卻永遠無法辦到。……明顯地，又由於政府擁有
權力，使他有可能較私人機構(或其他未擁有特別之政府權力的組織)為低的成本完成某些事情。但政府的行政機器本身
並不是不需耗費成本的。事實上，有時候，政府的行政機器可能耗費不貲。再者，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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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定，行政部門所擬定的限制性管制規定，或是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規定，必然會提高經濟制度運作的效率。……不過，同樣地，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的行政管
制措施對於經濟效率的提昇不會有所助益。當牽涉到多人，以致交由市場或廠商來處理的成本很高時(在排放黑煙問題中
的情況通常是如此)，這種情況尤其可能發生（陳坤銘與李華夏，199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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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使用變更」的制度而言。與排放黑煙的問題相類似，同樣地，Tender Offer System
制度在執行上也牽涉到許多人(變更基地週邊的地主可能很多)，因此按照Coase的講法，這個制
度的交易成本（對變更地主而言）可能很大。然而，在這種制度下，並不需要週邊地主的一致
29

性同意， 而且由於財產權(地主的部份財產權)已界定清楚，免除了搭便車 (free rider) 的困境，
30

制度設計裡也處理了堅持不賣的問題，因此，這種制度大大降低了生產集合的非凸性
31

(nonconvexity)， 降低了Coase主張由所有權人自由協商的困難度。且就本文的立場而言，由執
政當局所主導，在Zoning變更制度下的土地使用變更政策，也並不能保證協商的交易成本較小。
根據Hayek的說法，他認為制度效率性的關鍵，在於那種制度較能充分利用那些既有，且分散於
許許多多個人之間的知識。如果「經濟計畫」要交由一個代表整個經濟制度的權威機構集中地
來做，而不是由許許多多分散的個人來做，問題決定於：我們能否將這些既有且分散的知識成
功地傳達給權威機構的那些人？關於這點，他並不具有太多的信心（夏道平，1993）。
Lindblom (1968) 也說：
大家可能會天真的以為，合作一定需要有一個中央的協調權威，因為如果要人們合作，有
什麼能比透過上層的監督權威更好呢？可是事實上，核心政策制定者，一如其他人，他們安排
合作不是經由中央的監督，而是透過談判，議價 (bargaining) 及其他相互調整 (mutual adjustment)
的方式。上述兩種增進合作的選擇中，何者較合適，隨環境而不同（劉明德，1991：139）。
另一方面，從個別的市場參與者的角度而言，我們不能忽略「交易」應該是「自願交
換」。我們不能把「交易成本大小」等同於「交易難易度」，而「強迫交易」也絕不等同於
32

「效率」 ，否則集權國家或政治獨裁者所實施的政策都是有效率的了。
如果週邊地主不願接受變更地主提出的土地使用變更案，則表示週邊地主在變更地主所提
議的補償價格下，沒有辦法提高週邊地主自身的效用，更何況在Zoning變更制度下，遭受負外部
性的週邊地主是沒有獲得任何補償的。按照Zoning變更制度的運作邏輯，此時如果執政當局強迫
週邊地主們在這樣的價格下(甚或沒有價格) 接受變更地主的土地使用變更案，表面上看起來，
33

「交易」容易進行多了，但這並不代表「交易成本」較小 (至少對眾週邊地主們來說)， 也不代
表提高了行為人們狀態的效率性。也就是說，執政當局的介入可能減低了交易的「手續成本」
34

，卻不能保證在一適當的價格下，能促進變更地主、週邊地主雙方交易的「意願」。
因此本文認為:對於個別的市場參與者而言，交易成本的考量或比較，必須在雙方皆有進行

交易「意願」的前提下才有意義。也就是說，在一適當的價格範圍內，如果雙方都願意進行交
易，此時不同制度的交易成本的比較考量，才是具有實際意義的，否則就是犯了邏輯上的謬
29

Colwell (1997) 建議地主人數，或者更精確地說，土地面積的80%為門檻，超過此門檻即可進行土地使用變更案。
由於制度的設計為一定範圍面積內的土地所有權人，才有土地使用變更的同意權，因此不會有搭便車的問題。
31
非凸性問題使得 Pigou 主張對外部性課稅的政府干預觀點，或者 Coase 主張由所有權人協商之自由觀點，受到相當大的限
制，Crone (1983) 認為此乃實施土地使用規劃與管制的經濟理論基礎。
32
如同本文第二節所論述的，嚴格的說，「效率」一詞必須從行為人們的效用狀態來考量。
33
本文的立場認為，「交易成本」是參與交易的行為人「主觀」認定的，並沒有所謂公正客觀的第三人所認定的，「客觀」
的交易成本。
34
例如說在 Tender Offer System 制度中，欲開發的地主與週邊地主們協商所需的時間、精力、及金錢等，就是這裡所指的
「手續成本」
。並且這部分的成本也是交易雙方各自「主觀」認定的，譬如說雙方時間的機會成本就不會相同。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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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如同Coase (1960) 所言：許多本來在價格機制可無成本運轉時會進行的交易，常會因為交易
成本過於昂貴而無法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此時如果執政當局的角色是降低這些交易成本，使
得交易機制得以運作，則可增進交易雙方各自的福祉，進而也增加了全體社會的福祉。但要注
意的是，在Coase這項命題中，交易是假設在價格機制無交易成本時會進行的。也就是說，如果
在無交易成本時，買賣雙方在某特定價格下已無法成交，則在這種情形下，討論交易成本的降
低，對這些市場參與者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換言之，交易成本分析法對於「非自願交換」的制度，其評估的方式，應事先以全體市場
參與者的角度來審視制度的實施，評估哪一種制度的交易成本較低，可以帶來較高的社會總剩
餘，也就是以Marshall效率的觀點來應用交易成本分析法。進一步而言，如果制度中不包含「補
償」受損的個人，即便某種制度符合了Marshall效率的改善，增進了全體參與者的總剩餘，但從
市場參與者個人的角度來說，這種制度不見得是他所偏好的，因此「交易成本分析法」所得出
的結論並不適用於被強迫交易的市場參與者。
制度的評析，應同時兼顧「全體」與「個人」的角度。從「全體」的角度來說，「交易成
本分析法」可以應用在「自願交換」與「非自願交換」的制度評析，但如果從「個人」的角度
切入，「非自願交換」的制度，對於遭受負外部性且沒有獲得適當補償的個人來說，這種制度
根本不會列入他個人的選項之一，此時討論制度交易成本的大小對他來說，是徒勞無功的。另
外，從行為學的角度來看，一個人如果自願性的從事某種行為或交易，則表示在該行為或交易
完成後，可以達到較高的心理效用值。因此，一種具有「自願交換」機制的制度，不管從個人
或全體的角度，都比較可能會是一種具有經濟效率性的制度。進一步而言，如果有兩種制度皆
具備「自願交換」的精神，則這兩種制度「交易成本」的比較，就是在兩種皆具有效率性的制
度中，再比較那一種制度更有效率。當然，以本文的立場而言，由於「主觀」交易成本的不易
衡量，這不會是件容易的事。
而另外一種支持政府介入，認為政府在必要情況下可強迫行為人進行交易的說法是關於
「公共財」的理論。這種以「市場失靈」來解釋政府起源的理論認為：為了提高整個社會的福
祉，有時應該讓政府具有強制交易的能力，以利公共財的提供。先不論這種過於簡化的論點所
遭遇的挑戰與質疑（陳建元，2010），本文在這裡要強調的是：即便公共財的提供增進了全體
社會的總福祉，但並不保證每個人的福利都是提高的。如前所述，這種方式滿足了Marshall定義
的效率，卻不保證滿足嚴格的Pareto效率。因此，為了同時滿足Marshall效率與Pareto效率，我們
必須在原制度上再加上一種「補償」的措施。

35

例如說，如果社會上只有甲、乙兩人，在某制度實施後，甲的效用減少2，乙的效用增加
5，整個社會在簡單總和的情況下，淨效用改變量為正3。如果我們在原先的制度上再加上一種
補償的機制，將乙所獲得的效用改變量正5，分一些給甲，譬如說，分給甲正3的效用值，此
時，甲的效用改變量為正1，乙的則是正2。屆時原制度加上這個補償制度的「聯合」實施，將
35

在產業組織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有關的理論中，Tirole (1988) 曾提出 sequential authority mechanism 的概念，認為：交易
的一方有時如果放棄與對方討價還價的能力，將原先對等的交易變成具有主從關係的交易，反而對自己有利。這種概念
與本文所提到的，在 Zoning 變更制度中，遭受負外部性的週邊地主，被政府強迫接受變更案是有差異的。因為在
sequential authority mechanism 中，交易的一方「自願」放棄與對方議價的能力，可使自己的效用提高，但在沒有補償的情
況下，遭受負外部性的週邊地主在變更案實施後，其效用水準是降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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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整個制度的運作不管對甲、對乙、及對全體（甲+乙）來說，都會是一種效率的制度。
36

Pindyck & Rubinfeld (1989) 以美國廢除進口車配額規定的例子說明了這種概念。
將這種政府以增進全體社會福利為理由的強迫交易，再加上補償受損者措施的概念，應用

到本文的土地使用變更制度上。此時，如果執政當局依其經濟計算，認為同意某特定土地的使
用變更將可使全體社會的總剩餘增加，則政府會強迫週邊地主也接受這樣的變更案。另外，政
府在收取了變更地主繳給政府的回饋金後，又將其移轉支付 (transfer payment) 給週邊地主，而
此補償金額如果也能為週邊地主所接受，此時週邊地主就不再是無償地接受變更地主的土地使
用變更案，因此類似「自願交換」的「交易」機制又得以運作，這將可使得所有市場參與者的
效用值都提高。明顯地，這種制度的內涵類似於Tender Offer System制度，只不過此時政府的角
色變成（向變更地主）收款及付款（給週邊地主）的中介者，這樣做是不是比變更地主直接付
款給週邊地主更有公信力或者其他的優點，例如較低的交易成本，則需要更進一步的討論。實
證的研究上，王怡文與蕭新煌 (2004) 曾提出「回饋雙刃」說，其認為：
「回饋金」固然可以增進公共設施品質、增加津貼、提升教育品質等正面對地方福祉或個
人福利的提升；但另一方面，因龐大的經濟資源的支配權或使用權之少數人參與，反而容易造
成地方爭權奪利、政治鬥爭、黑箱作業、公共經濟的浪費，甚至貪污等負面影響，與所謂「增
進地方福祉」形成兩極化的對比。
另外，從制度的內涵來說，這種政府先強制土地使用變更案的進行，先向土地使用變更者
收取回饋金，再繼而補償遭受損失的週邊地主的「聯合制度」，其實是一種「外部成本內部
化」的概念。為簡化分析，我們這裡先假設執政者是公正的，不會有王怡文與蕭新煌 (2004) 所
描述的負面影響。實務上，造成負外部性的變更地主或開發業者繳交回饋金、抵費地、或「開
發衝擊費」給政府，等同於政府向造成負外部性的市場參與者課徵Pigou稅，再移轉支付給遭受
損害的市場參與者，這種聯合制度的困難在於政府如何衡量Pigou稅的大小。關於Pigou稅的不可
行，Coase (1960) 曾說：
如果只要求生產者為其造成之損害繳納租稅，會導致我們花費太多成本在防止損害之發生
上。當然，如果我們能依煙氣所造成之(最廣義的)產值的下降幅度課稅，而不是根據損害程度課
稅，這種情況就可以避免發生。然而，要根據產值下降程度課稅，我們對於個別消費者之偏好
就需有非常詳盡的認識才能辦得到。我實在不能想像，我們如何去蒐集實施此項租稅制度所需
的資料。……依我來看，實施Pigou稅制度所需的資訊，根本是無法蒐集到的（陳坤銘與李華
37

夏，1995：206，208）。

36

因為我們缺乏全體社會「共同效用函數」的資訊，因此為便於說明起見，這裡在判斷制度的效率性時，是暫時採用簡單
的加法概念，並假設每個行為人效用值的權數 (weight) 皆相同。另外，如果在這種總剩餘增加的情況下，甲與乙都能同意
(政府)這樣的安排，理想上就能符合公共選擇學派所強調的「全體一致決」。
37
原文出自於 Coase (1960)，「社會成本問題」一文, 往後於「廠商﹑市場與法律」書中另一文「闡釋社會成本問題」再次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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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Coase否定Pigou稅的想法，主要是在於執政當局能力之不足，無法蒐集關於個
38

別消費者偏好的所有資訊。 這種想法與1974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Hayek的看法相類似，Hayek
認為政府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識，社會的知識（當然包括土地利用的情形及其內涵）是散佈於
整個社會上的。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只能掌握一小部分，零散且片段的知識，這是一種默契
39

知識（tacit knowledge）的概念（Hayek，1989）。 換言之，Hayek否決了「大有為政府」的可
能，自然也不可能依賴政府的中央計畫來達到所謂的「外部成本內部化」的目標。
但Coase引入的「交易成本分析法」卻也面臨了類似的困境。在加入了「成本」乃是行為人
「主觀」的概念後，我們也無法明確地知道兩種不同的土地使用變更制度，所帶給行為人們相
關交易成本的大小，因此自然也無從判斷這兩種制度的效率優劣。
關於「交易成本大小」在判斷制度效率時的關鍵定位，與其實際估計的困難，Friedman
(2000) 曾以經典的火車噴出火花問題，比較了不同的財產權配置方式與其相關成本的計算。不
同的財產權配置（不同的制度），會導致不同的經濟結果，那一種較有效率，可使總社會福利
最大，其判斷必須依賴兩個重要數據的估計，一是事情發生的「機率」，另一則是「交易成
本」。但其言：
根據我們對這個真實世界的看法（每種結果符合經濟效率的機率），以及處事的方式（交
易成本、法院判定的準確性），我們可以計算出每種制度規則會產生的平均成本，並從中選擇
成本最低的。這也就是說，原則上，我們擁有設計法律的智慧。這「原則上」一詞隱藏了許多
問題。因為要選出正確的法律，大部分都取決於我們無法獲得的資訊。
因此，雖然「交易成本分析法」是一種比較一般性，且具有強大解釋力的分析方法，我們
40

也無法明白地從交易成本大小的比較，來評析制度的優劣性。 誠如Coase 自己在1994年所言：
一般的經濟理論都假設交易成本為零，如果在裡頭加入交易成本的考量，將會造成結構全
面改變。即使將範圍侷限在「廠商的本質」中的理論，還是會發現，要做到具有操作性，仍有
難以克服的障礙（黃進發，1998：313）。
換言之，在無法精確地測量出交易成本大小的情況下，「交易成本分析法」的概念，只能
41

停留在啟發性的階段。許多不同的交易成本定義， 雖然有助於我們對相關交易成本的瞭解，卻
42

無助於「交易成本分析法」在實務上的操作的困難 (Furubton and Richter，1997)。

最後，相對於「交易成本分析法」所具有的「難以克服的障礙」，這裡要說明的是，「效
用分析法」可以減輕其中一部分難題。因為相對於間接地衡量「交易成本」，如果直接從「效
用」觀點切入，假設一位行為人的「效用」在某制度實施後提高了，我們就能直接確定這位行
為人的心理滿足程度在制度實施後是增加的。但如果一種制度實施的交易成本比之前降低，我
38

根據熊秉元 (2003) 的看法，Coase 對於 Pigou 的批評，除了以上的技術性質疑外，另一更根本的層次，則是對 Pigou 分析
法本質上的臧否。
39
關於默契知識（tacit knowledge）的概念，詳請參閱 Hayek「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一書之第四篇，「散在社會的知識之利
用」一文(夏道平，1993)。
40
Friedman (2000) 闡述交易成本的理論時指出：「交易成本分析法」在實務分析的應用上，如欲得到具體的結論，其中最關
鍵的部分在於相關交易成本的衡量。並得到三種條件式的結論：第一，無一行得通；第二，樣樣行得通；第三，一切未
定，取決於「交易成本」。關於這三部分的詳細的說明，請參閱 Friedman (2000)。
41
Dahlman (1979)、Wallis and North (1986)、及 Stavins (1995)等，皆定義過「交易成本」
。
42
林享博與陳志偉（1999）曾以台南市成功保齡球館的使用變更案，估計了採用協商方式的交易成本。雖然估計的方法無
法完全考量交易成本應該是一種「主觀」的概念，卻不失為在困難情況下對主觀交易成本提供了一個實證上的估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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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仍然無法知道這個制度的實施是否能提高某市場參與者的效用。類似於廠商理論中，利潤等
於營收減去成本的概念。在判斷廠商的優劣上，如果直接知道利潤大小而不知成本大小，會比
只知成本大小而不知利潤大小，要有價值的多。當然，如果我們從「全體市場參與者」的角度
來看，一種制度實施的交易成本降低，必然是可使全體的總福利增加的，換言之，按照Marshall
效率的概念，交易成本的降低，對於全體參與者而言，仍然是一種經濟效率的提升。
另外要注意的是，雖然我們可以採用直接衡量行為人「效用」的方式來評析制度的效率
性，但在加上「效用」也是個別行為人的「主觀」概念後，也同樣難以衡量。因此「效用分析
法」也會和「交易成本分析法」遭遇同樣的困難。但「效用分析法」搭配Mises（1949）所提的
「邏輯交換學」(catallactics)，在特別限定的分析範圍內，例如說選定「市場參與者」的種類與
數目，我們仍然可以在制度效率性的判斷上，得到一種比較弱式（weak form）的結論。主要是
因為在邏輯交換學的概念中，「自願交換」的雙方，彼此的效用都會提高，而得到所謂的心理
利潤 (psychic profit)。因此，自願交換的機制，可以符合Pareto效率的要求。另外，由於狀態的
43

44

「共同效用函數」 ，一定是個別行為人效用的嚴格增函數 (strictly increasing function) ，因此
不論「共同效用函數」的形式為何，我們皆可以斷定，經過自願交換的後來狀態，在共同效用
函數的數值上，必定是優於原始狀態的，符合了Marshall效率的標準。這些特性，可以用來幫助
我們評析制度的效率性。
以Hu and Chang (2008) 關於土地使用變更制度的效率性研究為例，在該文章中，其制度效
率性比較的前提是：（1）先將分析侷限在「變更地主」與「週邊地主」兩種角色，排除「政
府」這個在Zoning變更制度中會獲得利益（回饋金）的角色，（我們可以想成這部分的利益是從
「變更地主」與「週邊地主」所組成的體系中所抽取的）；（2）假設在Zoning變更制度中，變
更地主從土地使用變更案所獲得的利益並不特別巨大，意即變更地主在Zoning變更制度中所需繳
交的回饋金，並不是低到不合理的地步；（3）「變更地主」與「週邊地主」體系的「共同效用
函數」並不特別奇異 (singular)。此時，我們就能得到Tender Offer System在經濟效率的考量上是
優於Zoning變更制度的。
另外這裡要強調的是，雖然在Hu and Chang (2008) 的文中，具備80%「自願交換」機制的
Tender Offer System，在效率上優於Zoning變更制度，並不是一種「必然」的結論，必須加上許
45

多分析的前提才能成立。但這種機率上比較可能的結論，在實務的應用上仍有其價值。 因為事
實上，沒有一種制度可以保證做到人人都是得利的（Friedman, 2000）。如同之前所敘述的，
Freidman認為：嚴格的Pareto效率準則在實務上並不可行，制度的評析，必須先採用Marshall效
率的觀點，加總每個市場參與者的效用變化量。如果一個制度無法在第一步先滿足Marshall效率
的要求，這種制度應直接棄卻。如果一種制度可以滿足Marshall效率的要求，提升了全體參與者

43

這裡「共同效用函數」的概念類似於「社會福利函數」。
一個函數 f(x)，在某區間 I 中，如果對任何 b>a，可得到 f(b)>f(a)的推論，則我們稱：函數 f(x)在區間 I 中，是嚴格的增函
數。
45
如同 Stigler (1975) 所言：即令一項政策無法在1％ 的極端案例中發揮作用，也不能據此否定它在其它99% 的案例中的功能。
（吳惠林等，1994：5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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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的總剩餘，表示理論上 我們應該可以透過後來「補償」的分配，讓原先受損的個人在經過補償
後效用也能增加，進而達到Pareto效率的要求。
大體來說，在Marshall效率標準下，一個具備80%「自願交換」的制度，雖不必然得出效率
性的結論，但相對於無「自願交換」的制度，在機率上來說，應有較大的可能滿足Marshll效率
的要求。引伸而言，如果一個制度的內涵是奠基於100%「自願交換」的機制，從效用分析法切
入，在知道每位「自願交換」的市場參與者其效用值都是提高的情況下，自然可以得到：此制
度的實施，對每位市場參與者或全體市場參與者同時來說，都是具有效率性的結論。這種具
「自願交換」精神的制度，其實施後不但滿足了Marshall效率，也滿足了定義更嚴格的Pareto效
率。

四、 結論
藉由「狀態」與「路徑」的區別，本文首先釐清「交易成本」的比較是針對「路徑」而
言。另外，「交易成本」是一種「主觀」而且「相對」的概念。因此，不同的路徑，對同一種
行為人，其交易成本不會相同；同一種路徑，對不同的行為人，其交易成本也不會相同。後者
更是我們在分析比較制度的優劣時所不可忽略的。
政策或制度效率性的考量，應該由「狀態」中行為人主觀效用值的改變情況來衡量。至於
以衡量「路徑」的交易成本來評斷制度的效率性，則是一種比較間接的方式。本文以「土地使
用變更制度的效率性比較」為例，說明了「交易成本分析法」必須兼顧到市場參與者「全體」
與「個人」兩種角度。以「全體」的角度而言，「交易成本分析法」需先從Marshall效率的觀點
切入，比較制度對全體「總剩餘」的影響。這種間接的分析方式，在觀念上雖然非常明晰，但
由於「主觀」的交易成本不易衡量，因此在實務或實證的運用上，卻也存在著極大的困難。至
於對個別的市場參與者而言，這種分析方式則常會忽略「交易」的前提乃在「自願交換」的精
神，而產生邏輯上的誤判。另外，採用「效用分析法」與「自願交易」的邏輯交換學，在一些
前提假設之下，則通常可以推定，經過自願交換的後來狀態，不但能滿足Marshall效率，也可以
符合更嚴格的Pareto效率標準。
引伸來說，本文的論述說明了「交易成本分析法」在實務上的操作性問題，其目的在於試
圖釐清：「交易成本」大小的判斷常是評析制度的關鍵，應該是個實證上的問題，而且並不容
易得到明確的結果。我們不能輕率地以「交易成本過大」的理由來否定行為人們的能力與自
由，進而在制度設計時犧牲了個人選擇的權利。換言之，如果執政當局是以減低交易成本的理
由來干預經濟活動，我們需要更審慎的檢視這種說法。

46

這裡使用「理論上」這樣的字眼，是指雖然前段制度的實施使得全體「總剩餘」增加，但制度後段中，拿取部份得利者
的利益，再分配給受損者的金額，並不一定能得到雙方面欣然地同意而達到「全體一致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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