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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制度與改革開放 

    土地是立國的要素之一，古代形容人窮為「貧無立錐之地」，可見

土地與人類社會的關係非常密切（江文欽，1990：70）。土地也是人類

生存的領域，自古以來人類就對土地重視異常。《大學》曾謂：「有土

斯有財，有財斯有用」，可見土地在政治、經濟上的價值。再就幾千年

治亂循環觀之，「民生是土地與人口消長所造成的平衡和失均所表現的

不同徵象」，更足以證明土地與民生關係之密切（魏萼，1981：338）。 

    土地問題向為中國歷代施政極為重要的一環。土地制度不良，則

易引起社會之動亂與不安，甚至動搖國本（江文欽，1990：71）。近代

更因實業的發達，資本與土地的問題更形激烈，影響民生甚鉅。故中

山先生說：「土地問題能夠解決，民生問題便可以解決一半了」（中國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73：188）。先總統  蔣公於其遺作《中

國經濟學說》中提到：「民生主義的另一要素是平均地權，這就是要解

決土地問題」（中央文物供應社，1977：303）。可見土地問題在民生主

義所佔的分量及重要性。 

 

 

第一節  民生主義之土地制度 

    中山先生對土地問題早已重視。其云：「土地，為人類所依附而存

者也，故無土地即無人類」（引自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73：

287）。以一個革命家眼光來看：民族革命、政治革命殆不可須臾緩，

而社會革命尤須防患未然，與前二者「畢其功於一役」。因此土地改革

的概念乃深植心田，同盟會四大綱領之一即是「平均地權」。迨及民國

13 年演講民生主義，又提出「耕者有其田」。從這些事實中，我們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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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理解中山先生對土地改革的用心良苦，另一方面也獲得他在土

地制度改革方面的一些思惟與作法。 

 

壹、民生主義土地制度的理論基礎 

    俗云「天覆地載」，土地既然栽培萬物，滋養生民，是故人人愈欲

得之而後安。復以地位之不移，地力之有限，地理之阻隔，更加深私

有土地之發展。然人類文明日益進步，人口日增，自由平等之理念萌

漲，對土地改革之要求益烈。中山先生民生主義土地改革便是基於此

等理由而發。簡而言之，民生主義土地制度的訂定乃是為：一、消滅

社會上階級的不平等；二、預防社會革命的發生；三、使文明的福祉

為眾人所共享；四、使地盡其利。茲就民生主義之精神，推求土地改

革所建立的理論基礎如下:  

一、歷史文化之理論基礎 

    中國數千年來以農立國，農業不但是政治經濟上的重鎮，歷代治

亂興衰都與土地結下不解之緣。試觀漢唐兩代物阜民豐，歲有餘糧。

不但政治清明、武功強盛，且為人口增加、品質提高之造成因素。清

初承襲明制，土地尚能充分利用。滿清末造，戰亂頻仍，人民流離，

而國勢遂岌岌可危。民初以還，軍閥割據，亦以土地為大問題。中國

國民黨對土地問題遵奉中山先生遺教，欲行土地改革之實。無奈內亂

未息，新爭再起，而共產黨以「土地改革」為號召，竟能強迫裹脅大

批農民，成其無產階級專政之霸權（魏萼，1981：342-344）。此項歷

史因素，充分建立土地改革的理論根據。 

二、政治理論基礎 

    實施土地改革之政治理論基礎，主要是為了消滅地主和佃農之階

級對立，造成國內政治之進步。尤其在使國家對土地取得最高支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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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國家代表公共利益，行使上級所有權，個人在上級所有權統轄下，

對土地仍保有相當部分之支配、管理、使用、收益諸權，以保障其適

度之自由。國家為了公共設施，機關學校之設立，乃至新都市之規劃，

若無取得最高支配土地權，則諸多事務無法推展。不過，依民生主義

而論，土地既非完全國有亦非完全私有（魏萼，1981：342-344）。先

總統  蔣公以「國有而民用」一語概括，頗能言其精義，因為國家土

地政策之最大目標在於「養民」。 

三、經濟理論基礎 

    土地改革的經濟理論基礎，可以說是促使土地充分利用，增加農

業生產。因為過去土地為少數貴族地主把持，他們不耕而食，而大多

數佃農終生勞苦，所得卻甚微薄，所以工作情緒相當低落，生產力也

不高。土地改革便是使耕種者得到自己勞苦的結果，不被別人奪去，

他們便願意增加生產，尤其是農民有了土地，收穫又歸自己享有，勢

必改善農家生活。培養更優秀的下一代，又能節約儲蓄，添購機器化

學肥料，改善工作環境，提高農業生產力（魏萼，1981：342-344）。

中山先生說：「文明之福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良社會經濟組織，

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歸原主。所有革命後社會改進之增價，

則歸於國家，為社會所共享」（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73：

764）。可見土地改革的目的在使地盡其利，又使資本家捨土地投機，

轉向工商業投資，則經濟繁榮乃可預期，國民經濟可臻繁榮。 

四、社會理論基礎 

    天生人類本來不平等，再加上豪強壟斷造成更多社會不公道之

事。因此土地改革即建立在社會公道的理論基礎上，使農民得到自己

勞苦的結果，不被別人硬生生奪去。更進一步說，即將社會財源分配

得較平均，縮短貧富之差距。這樣不但消滅社會階級之不平等，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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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預防社會革命之發生。中山先生所謂：「因念吾國經濟組織，持

較歐美，雖貧富不均之現象無甚劇烈，然特分量之差，初非性質之殊

也，且他日歐美經濟界之影響及於吾國，則此種現象必與日俱增，故

不可不為綢繆未雨之計」（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73：182）。

這便是預防社會革命之最佳佐證。 

 

貳、民生主義土地制度之手段與方法 

    民生主義的土地制度，係遵奉中山先生的主張，以實施「平均地

權」及「耕者有其田」為最高準則。中華民國憲法第 142 條規定：「國

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

計民生之均足」。憲法第 143 條更明白規定：「中華民國領土內之土地

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應受法律之保障與限

制。私有土地應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附著於土地之鑛，及

經濟上可供公眾利用之天然力，屬於國家所有，不因人民取得土地所

有權而受影響。土地價值非因施以勞力資本而增加者，應由國家徵 

收土地增值稅，歸人民共享之。國家對於土地之分配與整理，應以扶

植自耕農及自行使用土地人為原則，並規定其適當經營之面積」。根

據憲法的規定，可知民生主義土地制度的基本要旨有五（江文欽，

1990：71）： 

1.實施平均地權旨在謀國計民生之均足。 

2.人民依法取得之土地所有權，受法律之保障，同時也受法律的限制。 

3.私有土地照價納稅，政府並得照價收買。 

4.土地非因勞力或資本而增值，政府應徵收增值稅，亦即所謂漲價歸

公。 

5.扶植自耕農及自行使用土地人，並規定適當經營面積，亦即所謂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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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其田及限田政策。 

一、平均地權 

（一）實施平均地權的理由： 

民生主義之土地制度，乃在建立「平均地權」之制度，以達成「地

盡其利、地權平均、地利共享」之目的。而中山先生提倡「平均地權」

的主要理由，可歸納為下列四項（江文欽，1990：72-73）： 

1.取締不勞而獲： 

中山先生鑑於工業革命以後，造成都市及新闢交通地區地價之日

益高漲，使得地主不勞而獲、坐享其成，所以主張平均地權。中山先

生認為土地價值之能夠增加的理由，是由於眾人的功勞，眾人的力量。

地主對於地價漲跌的功勞，是沒有一點關係的。所以外國學者認為地

主由地價增高所獲得利益，名之為不勞而獲的利，比較工商業的製造

家，要勞心勞力，買賤賣貴，費許多打算、許多經營才能夠得到的利

益，便大不相同。工商業家壟斷物質的價值來賺錢，我們已經覺得不

公平，但是工商業家還要勞心勞力。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不用心力，

便可以得很大的利益，這更是大不公平。 

2.平均社會財富： 

由於土地具有稀少性與不增性，而世界人口卻不斷的增加，乃造

成地價不斷上漲的趨勢。有土地者容易發財，愈發財則愈能再購買土

地，促使土地愈來愈集中，更擴大了社會的貧富差距。中山先生為了

要平均社會財富，所以提倡平均地權。他認為要解決土地這個問題，

便要趁現在的時候，如果等到工商業發達以後，更是沒有方法可以解

決。中國在受歐美的影響，社會忽生大變動，不但是漸漸成為貧富不

齊，就是同是有土地的人，也生出不齊。民生主義就是要把社會上的

財源弄到平均，我們的頭一個辦法，是解決土地問題，所用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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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簡單、很容易的，這個辦法，就是平均地權。 

3.誘導資本走向工商業： 

中國既是一個普遍貧困的社會，發展工商業乃成為一最迫切的課

題。實施平均地權，不但可消極的防止投機，更可積極的誘導資本轉

向工商業投資，進而謀求社會大多數人的福利。所以中山先生認為地

權既均，資本家必捨土地投機事業，以從事工商，則社會前途將有無

窮之希望，蓋土地之面積有限，而工商之出息無限，由是而製造事業

日繁，世界用途日廣，國利民福，莫大乎是。 

4.防微杜漸 

當時中國雖然沒有大地主，不過由於受到歐美的影響，地價將會

日益高漲，將造成大地主和大資本家以操縱國民生計，故必須思患預

防。所以中山先生認為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就是杜漸防微的意思。

要求免於歐美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惡例，非講民生主義不可。講民

生主義，又非用同盟會所定的平均地權方法不可。 

（二）實施平均地權的辦法： 

平均地權消極方面在使財富分配平均，積極方面亦可促進土地之

生產、財富之增加。因財富之增加必有經濟上之平等，使一切生產之

結果分配各得其平，其範圍包括農地、市地、天然富源等所有之一切

土地。如此才能使「人盡其才、地盡其利、物盡其用、貨暢其流」，此

即所謂「求富之必先求均之，始能富之」之道理。其具體辦法係為「自

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等四大綱領；此四

大綱領各有其獨立之意義，而又有相互之作用：（蘇桑梓，1994：52-53） 

1.自訂地價： 

定地價為平均地權之基礎，亦為分別公私地權之界限，因定地價

即定私人現有之地價，凡經定價後之增益則歸社會全體所有。換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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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所有之土地權利，僅限於現在之地價；而社會全體所有者，則為

未來無量之地價。此種劃分，為實行地權改革最重要之步驟。地價並

不依據土地本身生產價值而定，乃隨社會文明進步情形論價。中山先

生主張由地主自報地價，為防止地主以少報多或以多報少，則以照價

徵稅和照價收買限制之。 

2.照價徵稅： 

關於地價稅之徵收，中山先生極端重視。其認為如果地價稅完全

實行，土地問題可以解決，一般貧民便沒有痛苦。此乃因地價稅關係

著國利民福。民生主義之照價徵稅措施，所採行之地價稅為單稅法，

徵收之標的，乃指天然之素地而言。採行單稅法之因係在於地是天然

的，非人為的，就地徵稅，義所應有，即此已足國用，一切各稅，皆

可免，又只抽地之原價，凡需人力，如建築概不抽取。如此一來，除

可免地之荒廢，又可獎勵人工之進步，還能免資本家壟斷土地之弊。 

3.照價收買： 

此為國家保持地權分配之具體辦法，因國家得隨時收回私人保有

之土地，以保持地權分配之平等，滿足缺乏土地者之要求，防止土地

壟斷兼併，根本杜絕投機居奇，私人只能獲得地權而不能專占地權，

國家若有公共需要時，可隨時照價收買取得土地。且「照價收買」又

為規定地價之補充辦法，可防止以多報少或以少報多，足以使地價益

臻正確，地價稅制推行更為便利，收取增值更為公平。 

4.漲價歸公： 

漲價歸公之意義，在將土地未來增漲之價收歸公有。中山先生認

為土地價值之增加，係受到社會進化之影響，而社會進化並非地主所

造成，應將將來增加之地價收歸社會公有，以符合社會經濟真理。目

的是在避免地主成為大資本家，又產生歐美流血的慘劇。漲價歸公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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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土地未來增值最簡易之辦法，一切漲價悉由土地持有人呈獻於國

家，以供公眾之享受。漲價歸公同時也是控制規定地價的辦法，使報

價過低者，將來增價歸公為數必鉅，迫使地主申報正確之地價，以為

施行「照價徵稅」、「照價收買」之張本。 

此四大綱領，合之則一，分之則為四，既能互相貫通，又能互相

輔助。蓋依此四大綱領互相為用的結果，個人對土地之所有權，始受

法定之限制。而土地「國有權」之運用，亦始為靈活。不致於如資本

主義國家土地成為私人所有權支配之對象，亦不致於如共產主義國家

土地則成為獨裁主義所支配與利用。個人有土地之自由，而社會不失

地權之平等。得土地分配之合理，又得土地利用之增進，俾使地盡其

利之效用得以發揮。 

二、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是解決農業土地問題，同時也是解決農民生活和農業

生產的辦法。由於中國自古以來，都是以農立國，加之以中山先生係

出生於貧困的佃農家庭，所以其特別重視農民的生計問題。從中山先

生曾對宮崎寅藏自述曰：「我如果沒出生在貧農的家庭，我或不會關心

農民土地這個重大問題」（宮崎寅藏著、陳鵬仁譯，1977：6）便可見

端倪。而要使農民土地問題獲得完全的解決，就是要耕者有其田。 

（一）實施耕者有其田的理由：（江文欽，1990：79-80） 

1.實現社會公道： 

耕者有了田，只對於國家納稅，另外便沒有地主來收租錢，這是

一種最公平的方法。 

2.增加農業生產： 

耕田所得的糧食完全歸到農民，農民一定會更高興去耕田，大家

都高興去耕田，便可以多得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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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耕地面積： 

實施耕者有其田，則不僅現有田地不會荒蕪，還可以新闢土地，

增加耕地面積。 

（二）實施耕者有其田的辦法： 

民生主義土地制度關於耕者有其田方面，其具體實施辦法如下：

（江文欽，1990：80-82） 

1.限田： 

所謂限田，就是政府對地主私有田地的面積加以限制。由國家規

定土地法、使用土地法及地價稅法，在一定時期以後，私人之土地所

有權，不得超過法定限度。 

2.授田： 

所謂授田，就是政府直接將田地給予農民。中山先生認為中國以

農立國，全國各階級所受痛苦，以農民為甚，對於因缺乏田地淪為佃

戶者，國家當給以土地，資其耕作。 

3.租田： 

所謂租田，就是政府直接租田給農民。中山先生認為土地應由國

家買收，以防專占投機之家，置土地於無用，而遺毒害於社會。國家

所得土地，應均為農莊，長期貸諸移民，而經始之資本、種子、器具、

屋宇、應由國家供當，依實在所費本錢，現款取償，或分年攤還。亦

即在移民之初，由政府租田給農民，若全國普遍實施耕者有其田，則

農民在法定條件下，將可取得土地所有權。 

4.保障農民權益： 

    所謂保障農民權益，就是保障農民權利並改善農民生活，以培養

其購買土地的能力。透過改良農村組織，以增進農民生活，謀求地主

佃戶間地位的平等。國家並應籌設調劑機關，如農民銀行，以解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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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資本致高利借貸而負債終身之農民，供其匱乏，讓農民得享人生

應有之樂。 

    整合而言，民生主義土地制度，乃要達到「地盡其利、地利共享」

的終極目標；是一基於全民生活的要求，將人類賴以生活的土地，劃

歸公有與私有併存的制度。同時，為了避免土地為少數人所壟斷，形

成社會貧富之不平等，眾人既無立錐之地可供生息之所，又無寸尺之

土可為生活之資而妨害民生問題之合理解決，故透過平均地權、耕者

有其田以求得經濟上的平等。既有中和之精神，又有完整之實施辦法，

故吾人可云民生主義土地制度，是一重視全民生活、經濟平等、以養

民為目的的公允制度，更是一調和土地公有與私有、解決社會問題、

實現社會公道的理想制度。 

 

 

第二節  改革開放前之土地制度 

    人類生存離不開土地，在一切人類生活所需的條件中，直接、間

接地必須仰賴土地。換言之，土地實為人類生存的根基。我國的古聖

先賢，不但視土地為立國要素，更視其為一切財富的根源，足證土地

關係國計民生甚鉅。而土地制度的優劣，更是攸關著國家的經濟、社

會發展、國土規劃及土地管理事業的發展戰略。中國大陸亦然。中共

在建立政權後，意識到長期被束縛的農業生產力，非進行土地制度改

革無以為功。同時，為恢復和發展國民經濟奠定堅實的基礎、提高生

產力，並為中國的工業化開闢道路，亦非實行土地制度改革不可。換

言之，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無地或是少地的廣大農民獲得土

地，是中國新政府建立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基本內容。於是乎，

自 1949 年後，中共當局便進行了一連串的土地制度改革。改革開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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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的土地制度改革總路線大抵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

中立富農而進行，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度，實行農民

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農村生產力，發展農業生產。另一方面，也

在土地制度政策上規劃新的改革內容：（董輔礽，1999：75、77） 

1.將消滅富農經濟的政策改為保護富農經濟。 

2.將沒收地主全部財產的政策改為僅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

具、多餘的糧食及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其他財產均不予沒收。 

3.更加強調必須團結保護中農，使其土地及其他財產不受侵犯。 

4.對革命軍人、烈士家屬、工人、職員、自由職業者及因從事其

他職業或因缺乏勞動力而出租的少量土地，不予征收。 

    中國大陸在確定土地制度改革的基本路線與政策後，其施行內容

大致如下：（曾育裕，2000：42） 

一、土地無償劃撥、無限期使用、土地使用者不能轉讓土地的「三無」

政策 

（一）1949 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共同

綱領》，其中明定：要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

民的土地所有制。同時，透過新國家自然「承繼」舊國家所擁有之土

地及「沒收」企業、事業單位、鐵路、公路、機場等用地和部分生活

用地的方式來取得國家土地所有權。其後，1950 年中共頒佈《中華人

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將所謂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村其他剝削階級佔有

的土地，實行沒收或徵收的政策，其後將土地無償分配無地或少地的

農民。該種土地制度的內容特徵在於土地使用者如果需要土地，則按

照一定的建設用地程式，由政府有關部門無償撥給，得到土地時不用

支付地價，使用土地時不用繳納地租或土地使用費；如果是國家因為

經濟、文化、國防建設或者興辦社會公共事業，需要使用原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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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在使用的土地，可以運用行政手段無償調用。同時，禁止土地使

用人以買賣、出租、抵押、贈與及交換等方式將土地轉讓給其他單位

或個人使用。 

（二）1952 年，中共開始實施「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將農民私有

的土地折股入社、統一經營，形成土地私有而公用的型態。 

（三）1956 年，中共實行「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將土地等基本生

產資料變成集體所有，實行統一經營、集中勞動和統一分配的土地公

有公用制度。亦即在農民小塊私有制的基礎上，建立農業生產互助組

和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逐步由家庭經營走向集體的統一經營。 

二、「人民公社」之集體土地所有權制度 

    1958 年，中共推行「人民公社」，廢除農業和手工業私有制，特徵

是土地集體所有、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實行土地的公社

所有制。明定： 

（一）所有的生產資料都歸公社、大隊或生產隊所有。 

（二）實行高度集中的集體統一經營制度和勞動管理制度。凡事均由

生產隊、大隊或公社集體進行組織、統一經營。 

（三）實行單純的計劃管理體制。在生產上，國家指令性計劃要層層

落實到生產隊，什麼地要種什麼、種多少、何時種，都要由上

級指示。 

（四）實行以作物為主的單一經營。「以糧為綱」是農業的基本原則，

在林區、牧區等土地上亦要求「糧食自給」，農村勞動力必須「歸

田」。 

    此外，並實施勞動組織軍事化、生活集體化和分配上供給制，社

員自留地被取消，成為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土地制度，所有的土地資

源均歸公社、大隊或生產隊所有，充分展現社會主義「大鍋飯」的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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神。 

    在中國大陸實施改革開放的 80 年代以前，其單一的行政劃撥供給

土地方式、實行無償無限期使用土地及禁止土地使用者轉讓土地的制

度，是建立在產品經濟的基礎上。由於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特

徵之一，所以國民經濟從生產、分配、交換到消費各個環節主要是依

靠自上而下的計劃來安排，實行生產統一安排，產品統購包銷，財政

統收統支。「三無土地制度」和「土地的公社所有制」與產品經濟相吻

合，是當時經濟體制的必然結果。從歷史的觀點來看，這種土地制度

有其存在的道理，在一定的歷史時期內，它對集中力量保證重點建設、

分配有限的社會資源、奠定工業化基礎有其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社

會經濟的發展，弊端也日益顯露出來：（秦海榮，1993：40） 

一、國家只是法律意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沒有得

到實現。 

二、土地分配主觀因素佔相當的比重，資源分配往往不盡合理。 

三、國家對分配出的土地缺乏調控手段。 

四、土地使用者獲取土地後往往忽視國家利益，形成「劃地為牢」，城

市規劃難以落實。 

五、土地使用者缺乏內在經濟約束力，土地浪費現象十分普遍。 

六、生產者與生產資料相分離，全部的生產資料均歸集體所有，農民

缺乏主動性和積極性，土地生產效率低落。 

七、以糧為綱、單一經營的政策把廣大的農民囿於有限的耕地上，耕

地以外的土地資源無法獲得充分的利用和開發。 

    由於土地制度通常是指一系列規範土地使用、開發、轉移和繼承

等的規則，這些規定不僅規範私人對土地的權利，也設定了公共機關

對土地的權利。制定的目的是在土地的個人利益和公共利益之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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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以減少兩者的對立和衝突（郭桂英，2000：22）。中國大陸改革

開放前的土地制度，充滿著個人利益與公共利益無法平衡的矛盾；日

積月累的弊端，也使得原來的土地制度已不符時代意義。是故，中國

大陸的土地制度，亦在改革開放中進行大規模的改制。 

 

 

第三節  改革開放後之土地制度及其變遷 

    自 1979 年開始，中國大陸實行了「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經濟

方針，打破了傳統觀念的束縛，除了大大地推進了經濟體制改革的進

程外，客觀上也要求僵化的土地制度必須隨之變動。其改革如下：（泰

海榮，1993：41-45、曾育裕，2000：43-45） 

一、1980 年的「家庭聯產承包責任制」 

    大陸農村在廢除人民公社之後，恢復傳統的以家戶或獨立家庭為

生產與消費的社會單位。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將集體所有土地由

農戶承包、分戶經營，其口號為「保證國家的，留足集體的，剩下都

是自己的」，土地制度開始出現公有私用的形態。 

二、1981 年至 1986 年，土地制度改革的啟步階段 

（一）這一階段係以收取低廉的土地使用費為特徵。收取土地使

用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 80 年代初深圳特區的建立。當時深圳面臨著城

市建設的艱鉅任務，資金的缺乏成為特區發展的一大障礙。1981 年，

廣東省人大通過頒佈了《深圳經濟特區土地管理暫行規定》，明確地在

深圳特區開徵土地使用費，確定了土地使用年限，在全國率先實行土

地有償使用制度。在深圳的示範作用下，撫順、廣州、上海等地也先

後開始進行試點。儘管收費額度極低，但用地應付錢的觀念開始逐漸

被人們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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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983 年，中國大陸透過《憲法》的規定，對城市土地採取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即國家土地所有制，將城市的土地歸屬於國家所

有。 

    （三）1986 年，中國大陸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內

容規定「集體所有的土地依照法律屬於村農民集體所有，由村農業生

產合作社等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或村民委員會經營、管理。已經屬於鄉

鎮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可以屬於鄉鎮農民集體所有」，「村農民

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分別屬於村內兩個以上農業集體經濟組織所有

的，可以屬於各該農業集體組織的農民集體所有」。經由立法手段，進

一步明確了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的法律地位。農村土地除了集體所有

外，另有部分則屬於國家所有，其性質為全民所有制即國家土地所有

制。 

三、1987 年到 1990 年，土地制度改革的推進階段 

    （一）1986 年，中共成立「土地管理局」，在堅持土地國家所有的

前提下，將土地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相分離，建立土地所有者與土地

使用者的租賃關係，並且通過招標、協議、拍賣等三種土地使用權轉

移方式（即批租）便得以確立該租賃關係。政府憑藉土地所有權向承

租方徵用、收取地價款，政府並且有權對所出租土地的年期、用途、

房屋建造週期等作出明確規定，用以約束承租方。土地使用者則在租

期內擁有對土地的占有、收益、抵押的權利，並允許土地使用權轉讓。

土地使用期滿，土地連同地上建築物歸政府所有。如續租，再付地價

款。 

    （二）1988 年，中國大陸正式透過《憲法》的明文規定，採取土

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分離的法制，改無償、無限期的使用為有償、

有限期的使用權出讓制度，允許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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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90 年至 1993 年，土地制度改革擴展階段 

    （一）在此一階段中，改革的覆蓋面逐漸由新徵用的增量土地，

擴展到行政劃撥的存量用地。由於每年批租的土地面積甚微，而城市

存量土地私下自行轉讓土地使用權的現象，大有泛濫之勢，故中共國

務院在 1990 年頒佈《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行條例》、《外

商投資開發經營成片土地暫行管理辦法》，將土地使用制度改革的層面

迅速擴大，由沿海向內地縱深發展。同時，規定經濟組織或個人等特

定的劃撥土地使用權人經批准後，其劃撥土地的使用權按照法定程序

可以轉讓、出租、抵押、並享有批租土地使用權的同等權利。 

    （二）1992 年，中共國家土地局發佈《劃撥土地使用權管理暫行

辦法》，進一步界定了劃撥土地使用權的內涵，更具體地規範了特定劃

撥土地使用權轉為批租土地使用權進入市場的程序，從而將占城市土

地主體的劃撥土地引入政府監督管理下的土地市場內。 

五、1994 年至 1997 年--「國有土地使用權劃撥制與國有土地出讓制」

的「雙軌制 」 

    1994 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理法》與 1998 年修訂後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為中國大陸的土地使用制度奠定更

為明確的法律依據（王本壯，2001：48-49）。「國有土地使用權劃撥制」

（簡稱劃撥制）是指縣級以上政府依法審批，在土地使用者繳納所需

補償、安置等費用後將土地交付其使用，或為無償交付。「國有土地使

用權出讓制」（簡稱出讓制）是指國家將國有土地的使用權在一定年限

內出讓給土地使用者，而土地使用者必須向國家支付出讓金的制度。 

六、1998 年迄今--「國有土地租賃制」和「國有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

制」 

    這是一種土地有償使用的方式。茲將該兩種土地制度的定義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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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方式、支出費用、適用時機及主要優、缺點分析如表 5-1： 

 

表 5-1：國有土地租賃制與國有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制的比較 

項目 國有土地租賃制 國有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制

定義 土地所有者與土地使用者

訂定契約，並由土地使用者

依約按特定的時間週期繳

納土地租金 

國家根據需要，可以一定年

期的國有土地使用權作價入

股，經評估作價後，界定為

國家股，由土地管理部門委

託國有股權持股單位統一持

有 

轉讓方式 1.所有者直接向使用者出

租土地 

2.向原劃撥土地的使用者

按年收租 

3.對原劃撥土地使用者的

轉讓、出租、抵押等入市

行為徵收租金 

國家以土地使用權出資成為

國家股 

主要優點 1.制度靈活可行，有助於大

量的行政劃撥土地存量

入市 

2.按時繳納租金有效減輕

土地使用者經濟負擔 

1.土地使用者轉讓部分股權

給予國家，不需另外繳納

土地出讓金或相關費用，

因而降低企業經營的成本

2.國家將土地使用權作價入

股，並無一定年限規定，

運用更為靈活 

主要缺點 1.缺乏明確而具體之法令

規章的支持與依據 

2.容易造成土地投機利

用，無法宏觀調控 

在實務操作中因須經由國務

院批准設立的國家控股公司

授權經營管理而受到適用範

圍的限制 

適用時機 1.土地使用合約期限較

短，適用於短期利用而不

宜採出讓制的土地 

2.協助具有公益性質的機

關或企業經營導入有償 

使用 

1.國家政策性扶植並關係國

家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或

資本需求較高的高科技產

業 

2.盈利較高或穩定的國有企

業改制而確實無法繳納一

次性的土地出讓金而不宜

施行年租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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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國有土地租賃制與國有土地使用權作價出資制的比較（續） 

支出費用 在特定租期內依一定時間

週期按時繳納 

國家以土地使用權作為資本

投入一次性作價計入，使用

者無須另行支付費用 

資料來源：王本壯（2001），<中國大陸土地市場發展之探討>，《人與地》第 207

期，頁 52。 

     

    中國大陸的土地制度改革，整體上已將長期分散、多頭管理的舊

體制作了初步的革新。換言之，土地市場越完備，人民透過土地交易

以實現土地投資的價值之意願便會提高。這對邁入深化市場經濟並逐

步走向工業化的中國大陸而言，是必然的，也是重要的。土地制度內

容的完備與否，也將成為中國大陸是否走向現代化的指標之一。 

 

 

第四節  分析與檢討 

    隨著中國大陸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土地制度亦將面臨關鍵的發

展階段。為了使土地制度能夠更加深入、廣泛地進入市場機制，從根

本上予以革新乃成為必要的手段。多年以來，中共當局為了發展農業

生產力，曾嘗試過由 50 年代之初的私有制土地政策，過渡到公有制或

集體所有制的土地制度，皆未能及時解決糧食問題。及至 80 年代以還，

方由農民自行摸索出一條糧食自給自足的道路—包產到戶，進而帶動

土地制度的變革（趙洵，1997：58）。經過多年的努力，在歷經土地行

政劃撥制、土地出讓制、國有土地租賃制、國有土地使用權作價入股

制等制度的變革及創新後，在土地制度上，取得了顯著的成效：（秦海

榮，1993：45） 

（一）理順了經濟關係，國家土地所有權在經濟上得到了實現。 

（二）建立了自我約束機制，促進了節約、合理用地。 

民生主義與中國大陸改革開放之研究（1979-2006）



 125

（三）開闢了資金來源，加快了城市和農村建設的步伐。 

    整合而言，中國大陸從 80 年代開始，隨著整體經濟體制的改革與

開放，逐漸擁有自主經濟權的企業體發出允許土地使用權進入市場流

通的呼聲，經濟學家也指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所以社會主義

的社會仍然有「地租」的存在，因而主張對於公有的土地也應實行有

償使用，造成土地制度的逐步改革，其主要過程如下： 

（一）1988 年 4 月修改《憲法》第 10 條第 4款，明定：土地使用權可

以依照法律的規定轉讓。 

（二）1988 年 11 月實施《城鎮土地使用稅暫行條例》。 

（三）1988 年 12 月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明定：國有

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土地使用權轉讓

的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另行規定。 

（四）1990 年 5 月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

轉讓暫行條例》，為中國大陸建立和發展土地市場提供法律依

據。 

（五）1994 年 7 月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理法》，確立國

有土地有償、有期限的使用制度，為土地制度的持續改革提供

了法律的保障。 

（六）1998 年 8 月全國人大通過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理法》，

再次以法條確定國有土地有償使用的土地使用權基本制度。 

（七） 2004 年 3 月 14 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定「國家為了公共利益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律規定對土地實行徵收或者徵用，並給予補償」，確 

立、完善土地徵用補償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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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陸的土地制度，在這一連串的改革與創新過程中，歷經了

多次的法令的修正與制度的建立後，已促使土地市場不斷的發展、成

熟並略具規模。但在發展過程中，不可避免的仍有許多問題發生。諸

如土地配置方式缺乏系統性、存在重複計算征稅費的現象、某些法令

制度實際操作困難度大、存量土地的不易流通與土地有償使用方式多

為靜態規定，缺乏動態考慮等。尤其是相較於其他的先進國家，中國

大陸的土地市場尚屬於開始起步的階段，法令整合度仍不完善，甚至

權威性及約束力也明顯不足。加之以為使法令能符合廣大不同地區的

實際情況，而多是原則性的規定，以便於運用時能因地制宜，更是加

深了問題的嚴重性：  

（一）土地使用權「雙軌制」的問題 

從 1988 年開始，因為相關法令的修改，城市土地的使用由無償、

無限期以及無流動性的使用，轉變為有償、有限期與有市場流動的

使用。但是仍存在有大量的行政劃撥的城市土地，有償使用的僅是

一小部分（王本壯，2001：50-51）。此一現象，不僅妨害了土地市

場的正常發展，也助長了市場的投機行為。 

（二）土地使用權出讓時未善用競爭機制的問題 

現行的土地使用出讓是以協議、招標、拍賣三種方式為主，但

以協議出讓的方式卻遠勝於較具市場競爭效果的招標方式，導致整

體土地價值下降，政府也減少了土地出讓時所應有因為競標而產生

的較高收益。 

（三）協議方式規範不完善的問題 

由於協議出讓的辦法不夠完備，導致適用的時機不明確，更缺

乏公正公開的程序及有效的監督機制，產生了人謀不臧、政府腐敗

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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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黑市交易猖獗的問題 

私自出租、轉讓土地使用權或再轉讓的現象，其實早已存在。

惟在改革開放前管制較為嚴格，所以較不常見。但是在企業開始擁

有獨立自主的經濟權力後，土地的黑市交易日趨嚴重，每年預估約

有數十萬筆以上（王本壯，2001：50-51）。其所造成的影響是破壞

正常的市場交易行為，引導行政劃撥方式的大量發生，使得國家應

有的土地收益大量的流失，並且造成土地市場的惡性循環。 

（五）供地總量管制的問題 

中國大陸各地區皆競相釋出土地，缺乏整體的管制措施，導致

土地供給量過多，而且相互競爭的結果，竟然是壓低價格出讓，使

得整體地價下跌，進而影響正常的市場交易。 

（六）立法中存在的問題 

中國大陸有關土地使用的法令，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

理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理法》為主，另輔以地方

單行法令與其他規章。然就整體而言，法律體系仍屬不完全，法律

規範間重複立法、相互干擾的情形也時有所見。此外，由於立法不

夠明確，導致司法機關必須動用解釋權加以解釋，也因而出現超越

解釋權限的情形。 

整體而言，為了理性系統地分派土地以作適當使用，透過分派公

有地的競爭式價格系統，適當地修正以反映社會需要，使經濟與非經

濟價值得以均衡，中國大陸的土地制度是實施社會主義的公有地權制

度，形式上並未實施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平均地權」。然就平均地

權之「地盡其利、地利共享」等精義而言，先天上較易達成「地利共

享」的目標，惟不容易做到「地盡其利」。由於中國大陸土地範圍廣

大，各個地區市場的需要條件也不盡相同。而為提高土地利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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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最大的地盡其利，並謀求土地制度變革過程中所產生之問題解

決，建議從下列方向著手進行：（曾育裕，2000：52-53，王本壯，2001：

52-53） 

（一）確保「農地農用」 

為了使農民的勞動力與生產熱誠可以真正的解放，確實做

到生產資料與勞動群眾的完美結合，以求「各盡所能，按勞分

配」，應在確保農地農用的前提下，將農業土地所有權下放農民。 

（二）建立健全的法律體系 

中國大陸土地市場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現行的法律體

系不夠健全，在立法的程序、立法的內容與立法的技術上均有

待加強。今後主要的工作應在建立完善的土地市場新法體制，

以明確性的立法及符合時效與未來發展的預測式立法以防患於

未然，並深入強化立法技術，建立法律的統一性、一致性與權

威性，必然能引導土地市場走向正常的發展。 

（三）培育健全的土地市場 

土地市場的發展狀況是國家整體經濟發展一個極為重要的

指標，而土地市場的發育也同樣的對整體市場經濟有極大的影

響。因此中國大陸不能任由土地市場的自由發展，甚至坐視黑

市交易而不管，必須積極地培育一個健全的土地市場，讓城鎮

的土地能有效利用，使得建設工作能適時完成，提高投資效果，

並減少占用農地的情形，兼顧經濟效益、社會效益與生態效益。 

（四）規劃優良的管理機制 

目前中國大陸的土地市場發展已經產生危機，許多地區盲

目地進行開發，早已超過了實際經濟市場的需求，使得土地閒

置，資源浪費，甚至占用耕地，破壞生態環境。是故政府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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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計劃的手段，以行政方式進行土地利用的宏觀調控，同時

並利用市場機制讓企業在自主決策的條件下合理利用土地資

源。如此雙向並結合土地利用的總體規劃與分區細部規劃的目

標，加之以民生主義土地制度「地盡其力、地利共享」等政策

與精神的運用，必能創造雙贏的成果，以培育一個健全的社會

主義經濟的土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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