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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理論基礎與應用 
台灣社會的宗教信仰呈多元發展，宗教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宗教信仰不

僅滿足個人的精神慰藉需求，亦啟迪人們之心靈與智慧，具有淨化人心、教化社

會及濟世功能。台灣地區宗教設施的總類廣泛而紛雜，宗教用地的問題長期以來

已成為政府治理宗教事務之棘手問題。因土地為固定資產，它在進行開發或變更

使用時，隨即產生外部性、交易成本等問題，本研究以寇斯理論(Coase Theorem)
在現實世界中，交易成本為零不存在的狀況下，為了使土地交易成本與外部性降

低的前提下，需透過政府的政策介入使其發揮效用；然政府在設立政策規劃時應

考量的目標，須符合經濟、社會、政治、環境等各方面之考量。於經濟、社會的

政策面探討，除了於規劃時對於交易成本降低增加效率外，於土地開發時產生的

利益，需運用回饋思維站在社會公平立場制定回饋機制。又因土地開發利用在民

主政治中應將人民的意見納入考量，以減輕或避免對於當地民眾的衝擊，因此，

民眾參與觀念亦應納入政策規劃之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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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 3-1、本研究理論基礎與途徑取向模式 

 

第一節 寇斯理論與回饋思維 
寇斯(Coase) 理論於財產權制度下政府必須扮演財產權的設定與保護，其餘則

交由建立「財產權市場」自行運作，強調市場與價格機能。因無交易的管道供製

造者與承受者進行自願性之條件交換，政府應扮演的角色即是提供此交易管道，

協商會使彼此走向合作的結果。然交易成本的高低（亦或是否願意彼此合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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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著自由交易是否能達成，是為追求資源配置效率的考量之一。寇斯定理引伸的

重要觀念：假設沒有交易成本的情況存在，資源的利用可以達到最有效率的程度；

在交易成本為正的真實世界中，制度的設計應設法降低交易成本，解決外部性問

題，確保財產權市場的自由交易使資源的配置趨於效率。鑒於土地開發具有外部

性，會產生公平與分配問題導致社會上有人得利，有人受損，此乃政府干預的原

因。當市場失靈時，基於公平考量，政府會對市場經濟體制進行干預。在現實社

會裡交易成本的形成主要原因為資訊不對稱等不確定性與複雜性以及交易過程中

參與者的有限理性。政府介入動機為了設法降低交易成本與外部性問題的處理，

不應該單方面限制外部性產生者的行為。應建立一套適宜之審議機制，以降低協

商成本，提高交易效率，亦可實現資源的合理分配。 

壹、寇斯理論 

一、寇斯定理 

1930 年代以前，經濟學家一直無法對「廠商」的出現提出一個合理解釋，

亦即在市場健全下，企業家可以直接到市場上購買各種生產所需原料，然後

製成成品再出售，廠商沒有存在的必要。寇斯在 1937 年提出「廠商的本質」

(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認為企業家到市場上取得原料的過程，無論蒐集

資訊及價格、討價還價、簽訂契約、安排交運以及生產過程中的嚐試錯誤、

摸索調整等都必須花費大量的人力和物力，這些都是交易成本。若組成一個

常設性機構，即「廠商」，就可以運用內部組織處理前述問題。當企業家發現

廠商的出現可以降低前述的交易成本，他便會以廠商來取代市場以從事前述

的活動。因此，市場交易至少要進行五種活動：去發現所欲交易的對象、告

知自己希望交易及交易條件、談判、撰寫合約和檢查合約是否被確實執行，

進行這些活動需要耗費資源，廠商出現是因為這些市場交易成本太高，寇斯

對廠商的解釋，正是基於這樣的認識，奠定了「交易成本」的理論基礎，於

1960 年發表了「社會成本的問題」（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更將財產

權納入經濟體系，利用交易成本觀念提出外部性解決問題的獨特方法。他認

為受外部性影響的雙方可自行協商解決，不需政府的介入，其前提是沒有交

易成本，此乃著名的寇斯定理，1多被運用於資產的外部性與交易成本的議

題，茲詳述土地財產權之意涵如次： 

（一）土地財產權 

歷史進化各時期對土地所有權型態持不同觀點，2每遇有土地權利爭議

時，法律、哲學、經濟學者或思想家，爲因應不同時代之制度變遷，創設

                                                 
1寇斯定理：「在沒有交易成本的情形下，無論財產權如何界定，資源的運用都會達到最有效率的境
界」。  
2如封建體制演進到社會主義、民生主義體制；農業社會演進到工商社會，農林漁牧經濟轉變到資
本主義、共產主義，土地財產權制度也與體制有密不可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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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當代社會經濟發展與價值觀的土地財產權行使方式，以解決當時對土

地財產權內涵的界定，漸次發展土地財產權思潮。例如：十九世紀初的資

本主義肇致土地壟斷弊端，土地所有權的行使由絕對私有逐漸變遷為以社

會利益為前提的權利價值，形成「所有權社會化」觀念，並在制度上對私

人財產權的行使予以限制。3

1.土地財產權的本質 

財產權（property rights）建立在所有權概念之上。4財產基本上是一

種權利，而非事物。經濟學者Fisher（1923：27）指出財產權是一種享受

成本投入後所得之財富收益的自由或准許，並非實體物（physical objects）
或事項（events），而是一種抽象的社會關係（abstract social relations）。

此意味著財產交換的實質不是物品而是一組權利。Pejovich（1990）認為

經由Fisher 對財產權的定義可引申二項重要意涵：（1）將人權由財產權

分離是不正確的。（2）財產權是個人之間的關係。（轉引自楊松齡，1996：
3-3）Pejovich 認為財產權應包括對資產（asset）的使用、收益、交換與

處分的權利，並構成了獨佔性（ exclusivity）、可移轉性（transferability）、
與憲法保障（constitutional guarantee）5等特性。由於土地財產權的獨佔

及可移轉特性而能成為交換標的，因此，土地財產權的本質係建構於「私

有財產制」。6

2.土地財產權之意涵 

學者林國慶（1992：29）對土地財產權之定義：「使用稀少資源所

發生的一組社會的經濟關係，受法律限制與保障」，由此定義分析土地

財產權具有法律、社會及經濟之意涵。 

（1）土地財產權的法律意涵 

如前述民主國家的財產權以「所有權社會化」之均權體制為主流，

並立法保障與限制私人財產權的行使。就保障方面，法律保障權利人

之權益行使，排除他人（含政府）對財產權之侵犯；就限制方面，法

                                                 
3十七、十八世紀「財產權絕對化」主要受盧梭「天賦人權」思想影響，認為財產權是與生俱來的，
在絕對保護私有的制度下，十九世紀漸漸產生財富分配不均的惡化情況。漸進衍生「社會化」理
念，認為財產權是由社會賦予應負有一定的社會義務。制度變遷最早揭櫫於 1919 年德國威瑪憲法：
「財產權負有義務，其行使應同時顧及社會利益」。（林國慶，1992：21-36） 
4土地「財產權」與「所有權」意涵的區別，依高安邦（1997）主張：所有權指在法律上的權利體
現，主要指財產在法律上賦予的權利及相應的收益權。而財產權的概念是所有權在市場交易中的
體現，包含界定主體在經濟運行過程中對客體物的支配、轉讓、獲益的權利。財產權並非單指主
體與客體物間的權利關係，亦須考慮個人自身與他人之關係（外部性）。 
5民主法治國家視財產權為基本人權之一，如同維護自由平等權利一般，保障財產權為法律的重要
職能，為各國憲法的重要內容。以台灣地區為例，憲法第 15 條、第 23 條、第 143 條的憲法財產
權概念與民法所稱之財產權為廣、狹義之分，憲法為人權的行使；民法則著重物權。 
6封建時代（不平等地權）瓦解後，世界各國的土地所有權制度總括分為三種：(1)土地私有制：強
調保障個人財產；(2)土地公有制：國家對土地具絕對支配權，不承認個人所有權；(3)土地均權制：
國家擁有整體土地管理及處分等支配權能，稱之為「上級所有權」，私人擁有個別土地之使用及
收益等經濟權能，乃為「下級所有權」。（黃萬翔、林元興，2000：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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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規範人對土地資源的支配行為，確保經濟活動在人與人之間合理的

受益與補償，維持交易秩序避免壟斷暴利。土地的權利經由制度界定

財產權的公、私範疇，確認資產價值在法律上的保障與限制。 

（2）土地財產權的社會意涵 

土地財產權的社會意涵，係以「社會化」為基準，土地私有制應

以創造社會福址、公共利益為前提。土地財產權之賦予應導入公平合

理的觀念，定性於土地財產權與制度變遷之間公平合理的關係。 
a.「公平」 

「公平」指相對的價值判斷，其建立判定的基準難有定論，多

與「正義」、「對等」、「自由」等互相爰用。7政治、法律學者對

「公平」本質的分析著重「分配性」的公平課題。從歷史脈絡中，

封建制度的公平由最有權利者裁決；威權制度上位者為「完成大

我」，可以要求人民「犧牲小我」；民主時代的制度是「多數決」，

基於多數人的福址所作的決定，即處理了分配的公平性；惟公平的

說法不一，例如：Rawls（1972：8）在《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

一書開宗明義提到：「正義不能允許為了大多數人的利益而犧牲少

數。」其所主張的正義是公民享有的權利，具有平等性與不可侵犯

性。此說明「人」的財產權利所涉及的平等性是在社會架構下所規

範，負有「社會拘束義務」，但言及私權領域的保障，實際運作則

不能違反「過當禁止」的原則。因此，判斷權利的保障與剝奪是否

符合正義，首要以法制定義「人」在社會中應享有的權利。惟公平

並不全然具有「平等」概念，公平亦是一種比例分配，含有「對等」

意涵，凡「相同狀況者應受同等對待（people in equal positions should 
be treated equally）」；凡「不同狀況者應受不同對待（people in unequal 
positions should be treated unequally）」，前者為「水平公平」（horizontal 
equity）；後者為「垂直公平」（vertical equity）。（轉引自Musgrave，
1959：160）基此，公平合理之概念是建構社會每一成員擁有「對等」

的權利，以達到「分配式的相對公平」。 
b.「公共利益」 

財產權的制度變遷已由「絕對論」漸為「相對論」所取代，私

有財產受到法律保障，其權利亦有為「公共利益」而犧牲者，揭櫫

於憲法「國家可為公共利益而限制人民行使該基本權利」。8其意涵

並非指國家地位優於人民，而是肯定人民私有財產權利的存在。但

是人民行使此項權利時若產生侵害「公益」衝突時，則賦予政府有

制定法律干預的權利並謀求公共利益，以使土地財產權私有制度符

                                                 
7Rawls（1972）的「正義論」（A Theory of Justice ）：「正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
其後多以其觀念形成公平的學說。 
8參閱憲法第二十三條。 

 64



第參章 理論基礎與應用 

合正當性與合理性的民主精神。因此，「公共利益」是個一抽象的

概念，無法制定放諸四海皆準的衡量模式，致憲法以「條列」方式

列舉其基本概念，而制度的規範則應藉由立法得以成立。 
c.土地財產權的經濟意涵 

邊泰明認為（1997：64）：在完全私有財產制度下，所有權人

對其所擁有資產之運用，會達到最高使用價值（highest-valued use）
的效率境界。9此一概念是指土地所有權的行使在「完全私有財產制

度」、「資訊流通」及「所有權人有充分能力經營」前提下，會使

財產權達到最大使用「效用」。10惟「土地所有權社會化」趨勢將使

土地無法達到完全私有制度；土地交易市場資訊不完全的特性亦使

交易成本增加，降低土地利用效益；土地所有權人也未必有適妥之

人力、資金、技術等支援，其經營未必有充分的能力使資訊流通。

前二者為支配權能，後二者為經濟權能。土地除了所有權外，尚有

地上權、地役權等，當所有權含括在一起時，即代表一集束權利，

此一集束權利的強度及完整度決定了地產的交換價值。例如，當土

地使用受到計畫管制時，一部分土地被限制使用，一部分土地允許

開發使用，此時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其財產權受到不利影響；被允

許開發的土地則因稀少性而使地價上升。 

（3）財產權制度 

人們習慣將土地視為財產，當購買一宗土地可視為購買其可產生

效益的權利，而購買價格是其過去到現在的累積價值及其未來效益地

租的折現值，可由當時的市場價格反映出來。財產權界定之目的，是

為了保護土地此一稀少性資源，除法令制度外並由經濟面的制約，合

理評價土地價值，透過市場競爭和財產權的自由轉讓實現資源的合理

分配。新制度經濟學者認為：財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利，是

一種稀少資源的社會關係，任何社會皆會發生爭奪資源的競爭，若無

規則會形成社會脫序現象，造成過多資源投注於競爭而消散了社會資

源，降低了競爭的效益。所以，土地財產權的「支配權能」及「經濟

權能」須建立制度予以規範與執行。產權經濟學者認為此是產權制度

及政府的起源。（張軍，1994：35~44）North（1981：17~18）認為：

「假如有一個中立的政府存在，那麼在資源稀少與競爭的世界中，在

既有技術、訊息成本和不確定性的限制下，作為最小成本解決方法的

財產權形式將是有效率的」（轉引自張婉宜，2001：14）；「離開財

產權，人們很難對政府行為做出有效的分析」。（North，1981：17~18；
轉引自羅必良，曹正漢，1999：137）。 

                                                 
9效率通常是指資源配置的福利極大化。 
10前述「分配式相對公平」的概念需先界定「狀況」，但應以何種指標衡量所謂狀況的異同？立足
點之資本、消費、財富的要素？可以「效用」（Utility）衡量每個人偏好函數作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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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財產權保障之經濟效用，Posner（1986：32）指出：「財產權

在法律上的保障能創造促使資源有效率利用之誘因。」蓋因沒有保障

之財產權，人們沒有理由確信他們可以獲得成本投入後所得之利益，

故缺乏投資誘因，無法促進資源之有效利用。因此，在私有財產制度

下，「財產權」為個人肯定自我、實現未來的憑藉，亦是社會妥善分

配經濟資源以創造利益的依歸。（轉引自王文宇，2000：3）由以上論

點，明確界定與保障財產權，在良好運作的市場機制下，以引導土地

資源的合理配置。一個有效率的財產權制度，應具備下列四個條件：

1.普遍性（ universality）指財產權的公、私界限已界定明確；2.排他性

（exclusivity）係指財產權擁有者能得到該項資產所有的效益，並負擔

所有的成本；3.可移轉性（transferability）指在自願交換情況下，財產

權全部可自由、完全交易；4.可執行性（enforceability）指財產權能免

於他人的過失性奪取（involuntary seizure）和侵犯而獲得保障。（轉引

自楊松齡，1996：3-12；胡海豐，2001：94）所以，可引用此作為檢視

制度對於資源配置效率的指標。 

二、外部性理論 

（一）土地開發與外部性 

土地開發行為對外部環境帶來的效益，可能是正面的，如聚集經濟、

地價增值等；亦可能是負面的，如公共設施需求的增加，導致政府公共

財政支出增加、社會的擁擠成本提高等。從經濟學角度看土地開發的環

境問題，本質上是因外部性的發生導致市場失靈現象：11外部性製造者（土

地開發者）作決策時只考慮自身效用或生產函數關係，常忽略了外部承

受者（周遭地主、或社會大眾）的負面影響，使私經濟部門的產出所衍

生的社會淨效益無法達到均衡或外部不經濟。解決之道，須先界定其社

會成本及私人成本，以圖3-2 表示：當土地開發時，圖中之MPC 代表開

發者於開發時所負擔的私人邊際成本；MSC 代表開發的社會邊際成本。

通常開發者在開發時未將所可能造成的擁擠成本計入，因此，社會邊際

成本往往高於私人邊際成本。透過上述成本，可分別求出開發者利潤最

大的開發量Q，及社會負擔成本的開發量Q*。由此可知，當開發者於開

發時若未考量開發所造成的負面外部性，將會造成過度開發，並使社會

產生如面積△ABC 的福利損失。 
 
 
 

                                                 
11所謂外部性（Externalities），是指人們的經濟行為有一部分的經濟利益，不能歸自己享受，此部
分的利益稱為外部經濟（external economies）或外部利益；或是有部分成本不必自行負擔，則此部
分稱為外部不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es）或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賴宗裕，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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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賴宗裕,1998:8 

圖3-2 土地開發外部性示意圖 

（二）外部性矯正方式 

學者賴宗裕（1998：8）對外部性進行矯正提出三個方法：1.外部成本

內部化；2.財產權界定；3.政府干預。 

1.外部成本內部化—皮古(Pigou) 的解決方式 

Adam Smith（1776）發表「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主張：

經由市場的價格機能（一隻看不見的手）促使經濟活動的運作，可使經

濟整體達到最大利益，政府不應干預民間追求自利。惟因皮古（1920）
發表「福利經濟學」（Economics of Welfare）提出外部性與社會成本的

觀念認為：當某些經濟行為產生負外部性時，政府就應該介入，以課稅

的方式矯正負外部性及市場失靈所造成的市場條件與柏拉圖(Pareto)最適

效率配置條件間之差異。制度的設計提供了幾種不同的管理方式，12多以

價格政策為解決問題之主流，對於產生外部成本行為者課徵稅費，使其

負擔外部成本，此即將外部成本內部化(internalization)。如圖3-2 對開發

者課以T的稅費（一般稱為pigouvian tax），以達最適管理政策。 

2.財產權的界定—寇斯(Coase) 的解決方式 

寇斯(Coase) 之前的經濟學者討論生產、交易與分配時，著重於物質

的資源配置，忽略交易過程中人與人之間權利義務的關係。他對於課稅

                                                 
12如：(1).價格政策；(2).補貼；(3).數量政策；(4).直接行政管制及財產權制度（邊泰明，2003：13）。
各種管理制度各有其優缺點與適用範圍，例如：建立「可交易排放許可證」（Marketable Emission 
Permits）制度係以經濟手段作為環境污染源實施總量管制的工具，乃屬數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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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矯正負外部性並不認同，並說明當負外部性發生時，受影響雙方可

自行協商解決問題，政府不一定要介入。誠如Stigler 對外部性所下的定

義：「外部性是一個沒有市場的東西」（An externality is a thing for which 
there is not yet a market）（Friedland，1993：782）因無交易的管道供製

造者與承受者進行自願性之條件交換，政府所應扮演的角色則是提供此

一交易管道。此乃Stigler命名的寇斯定理，13可以由以下幾個角度解釋： 
a.個體經濟學強調市場機能，認為市場自由交易促使資源與財貨作價

值最高的運用，亦即資源配置達到Pareto效率。除了經濟學上實體

的資源與財貨，法律上創造了許多非實體的資源與財貨，如土地

的財產權、環境權等，寇斯理論的法定權利（legal entitlement），

即是運用個體經濟理論於法定權利之上。若從此一角度言之，寇

斯定理可被解釋為毋論最初法定權利如何配置，只要法定權利能

夠自由交易，則交易結果必能使資源達到效率配置。此處所謂的

自由交易即為寇斯所主張的協商（bargaining），寇斯認為協商會

使彼此走向合作的結果。 
b.當交易牽涉的人數較多，於範圍較廣時，可能需要花較多的時間與

資源來達成交易，我們統稱這些時間與資源為「交易成本」

（transaction cost）。通常參與交易者如果彼此間願意合作，則隱

含交易成本較低。由於交易成本的高低（亦或是否願意彼此合作）

影響著自由交易是否能達成，為追求資源配置效率的考量之一。

若從此一角度來看，寇斯定理可解釋為：「毋論最初法定權利如

何配置，只要交易成本為零，則必能使資源達到效率配置」。 
c.獨占或其它不完全競爭市場狀態亦會阻礙自由交易的發生，若從此

角度來看，則寇斯定理可被解釋為無論最初法定權利如何配置，

只要法定權利的市場為完全競爭，則必能使資源達到效率配置。 
綜合上述三種解釋可定義寇斯定理為：「當交易成本為零（亦或

彼此願意合作）且市場為完全競爭，則毋論最初法定權利如何配置，

透過受影響雙方的協商，則必能使資源達到效率配置」。 

 3.皮古與寇斯理論之比較 

當土地開發行為造成外部性問題時，皮古主張政府應透過租稅方式

進行干預，寇斯則認為私部門可透過協商方式解決，政府干預愈少愈好。

在皮古的課稅制度下，政府介入的程度較大，從稅基、稅率的選擇到稅

收的分配都需要政府出面運作，連帶使得課稅制度的資訊要求與執行成

本提高；在寇斯的財產權制度下政府必須做的是財產權的設定與保護，

其它則交由建立「財產權市場」自行運作，強調市場與價格機能。 
兩者在制度理論上的差異再進一步引申課稅制度和財產權制度立足

                                                 
13學者Stigler 後來為之命名。寇斯定理：「即在完全競爭情況下，私人成本等於社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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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不同：在課稅制度下，毋論是否應對受損者補償，對於負外部性製

造者必須課稅考量的是公平原則；在財產權制度下，不同的當事人在財

產權界定下，由負外部性製造者（generator）付費而受損者（victim or 
receiver）獲得補（賠）償，二者的資源重分配因補（賠）償方式不同而

有所差異，外部性若為可移轉性，14經過「競局」的過程，理論上二者皆

能達到Pareto效率解。15所以相較於課稅制度，寇斯理論似乎追求的是效

率原則。 
寇斯定理的運作是建立在幾個強力條件下，成為最為人質疑之處：

寇斯認為自由交易是透過協商方式達成彼此合作的協議，但是，土地為

不完全競爭的市場，此挑戰了完全競爭的假設，使得市場與價格機能無

法運作，且在人數眾多的情形很難解決交易成本問題。另外Cooter（1987）
的觀點認為阻礙協商的真正因素並非交易成本而是參與者非競爭市場的

策略行為，當協商者選擇的策略是堅持（holdout）時，而沒有一套制度

規範利益的分配，則寇斯所期待的結果無法實現。因此，寇斯定理強調

市場機能及權利，卻難以實踐於實體的交易，亦是現實社會政策執行上

多採行課稅政策的原因。因皮古與寇斯二者解決外部性的策略截然不

同，Dahlman（1979：153）認為：若能透過制度規範，可化解二者分歧

的觀點，顯示課徵與協商可藉由制度運作外部性解決政策之歧異。 

4.政府干預 

實施市場經濟體制強調的是「自發性秩序」（Spontaneous Order），

Parkin（1993：519）歸納政府需要市場干預的時機包括：基於公平考量，

對人民的利益進行重分配；市場失靈時，基於效率考量，而「自發性秩

序」的社會分工體系必須建立一套制度來界定，以保護私有財產權。 

三、交易成本、制度與政府干預 

寇斯定理並不是論證「沒有交易成本」的世界是否存在，而是引申其重

要的觀念：假設沒有交易成本的情況存在，資源的利用可以達到最有效率的

程度，其結論將是社會整體所追求的目標；16在交易成本為正的真實世界中，

制度的設計應設法降低交易成本，確保財產權市場的自由交易與完全競爭，

使資源的配置趨於效率。惟真實世界畢竟不是寇斯(1960：40-44)所提「交易

成本為零」的世界。上述觀點與寇斯的論述一起討論時，理論體系呈現的意

涵更能解釋說明經濟組織、制度的意義與內涵：在交易成本大於零的現實世

                                                 
14Baumol and Oates（1975）對於外部性的特質區分為「可耗竭」（Depletable）與「不可耗竭」（Depletable）
二類，關鍵在於可耗竭外部性有「可移轉」（Transferable or Shiftable）與「不可移轉」（Unshiftable）
二種情況。外部性可移轉是指受損者可將本身承受的外部性經移轉行為（Transferring Activities）
移轉給他人，而減少本身所承受的外部性；或採防衛行為以承受外部性（不移轉）。討論負外部
性最適管理政策：應對製造者課稅，對受損者補償與否則視受損者移轉或不移轉行為而論。 
15即在資源不管再如何重新配置使用，都無法使某個經濟體獲致更高的利益，而同時不會損及其他
經濟個體的利益。(張清溪,許嘉棟,劉鶯釧,吳聰敏,1991:207) 
16相同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機能理論，強調個人福利極大化總合，即構成社會福利極大化。（張
效通，2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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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裡，有限理性且自利的經濟主體為了追求、提升自身的福祉與利益，會設

計各種型式的組織或制度來降低交易成本，使資源盡可能流向最有效率的使

用途徑上。換言之，制度(或組織)是自利的經濟主體，所作的一種「工具性」

安排，其目的是為了增進本身福祉。(Mercuro & Ryan，1984：17-22；North，
1990：34)  

（一）交易成本 

交易成本（Transaction Cost）即指市場經濟中，為了達成交易所需支付

的成本。例如當事人為了達成交易，須進出市場詢價，尋找交易對象議價

簽約，履約執行，其所費的時間、勞力、費用即為交易成本。Dahlman（1979：
148）將交易成本分為三種類型：（轉引自張婉宜，2001：16） 

1.搜尋與資訊成本（Search and Information Costs）； 
2.議價與決策成本（Bargain and Decision）； 
3.管制與執行成本（Policing and Enforcement）。 
而Williamson（1975：93）對形成交易成本的二組要素歸納為： 

1.交易要素：關於產品市場環境所具的特點，即市場的不確定性和潛在交

易對手的數量。 
2.人性要素：人不具有完全的計算能力的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和人的投機取巧（opportunism）。 

（二）制度的性質 

「制度」（institutions）乃是一個社會的遊戲規則，它是人為制定的限

制，用來約束人類互動的行為。（尚瑞國，1998：75）因此，財產權的界

定需藉由制度的制定以限制個人選擇範圍。廣義而言，制度包括人類制定

來規範人際互動的限制之任何形式，其可區分為正式制度（ formal 
institutions）與非正式制度（informal institutions）兩種形式，前者如法律，

後者如約定成俗的慣例或禮儀。（North，1990；劉瑞華譯，1994：7-8）制

度建立後必須加以執行（enforcement），否則制度本身就不具有任何意義。

制度所含有的兩項特質如次： 

1. 制度的「累積性」 

就制度的建立與發展而言具有「累積性」，制度一旦建立且發揮功

用時，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其他制度的成本將會下降，其基礎建立

愈紮實、愈精緻，則成本下降幅度愈大。因制度與制度之間存在此種「相

互依存」特性，所以可引伸出一個分析概念：某種制度的實施必須有其

他相關制度的良好配合才能發揮作用，若無其他制度的支持之下，建立

實施某種制度，其必定會遭遇相當大的運作困難。（尚瑞國，1998：75） 

2.「公共財」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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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度執行的角度而言具有「公共財」（ public goods）特性。制度

執行中必須耗費相當的資源（成本），而且具有少數人來承擔成本，卻

能使其他人受益的「公共財」性質。（North，1990；劉瑞華譯，1995：
57-58）因此，當制度的發展愈繁複精緻，所施用的範圍愈廣泛，執行成

本也愈高時，就需要有專人或經常性的組織來負責維持制度的執行與運

作，這種經常性的組織就是所謂的「政府」。（Nozick，1974：11-25） 

（三）政府干預與財產權保障 

當市場失靈時，基於公平考量，政府會對市場經濟體制進行干預。例

如：政府透過規劃管制手段，處理土地使用問題。17基於公平考量對人民的

權益進行重分配時，制度執行涉及財產權保障。從制度執行具有公共財的

特性，制度執行成本可能高過自身效益，18財產權保障所採用的法則，以往

論者認為係以「交易成本」的高低來衡量，但「財產法則」與「義務法則」

主要差異是「自願交換」與否，Posner（1986：32）強調有效率的財產權制

度可移轉性指標是在自願交換情況下，財產權全部可採自由、完全交易方

式；故「交易成本大小」不一定等同於「效率」，應視交易是否在自願交

換情況下進行，否則集權專制所實施的政策都是有效率的。 

1.財產權保障採「義務法則」 

當外部成本過大，財產權保障若採義務法則否決開發計畫，並不失

社會的公平與效率，惟對地主而言，將造成財產權的限制，本文認為此

應回歸財產權的法律意涵，19視政府干預矯正外部性及取代市場價格機能

的合理性與正當性。 

2.財產權保障採「財產法則」 

財產權的財產法則採自願交換的精神，它涉及外部效果偏好程度。

不可忽略寇斯提示的「交互性質」（reciprocal nature）概念，為了避免B
（負外部性當事人）受損害，而對A採取的措施（課徵或限制），亦會對

A造成損害。因土地開發行為勢必衍生外部性，外部效果的範圍不易界

定，資訊蒐集的交易成本過大，外部成本的衡量指標除量化或貨幣化外，

其質化與外部性當事人的忍受程度有關，如住宅區與商業區的居民對交

通擁擠和噪音的忍受程度不同；又如農地變更開發為工商綜合區，勢必

造成外部環境的衝擊，即使外部成本無法內部化，周遭地主可能因獲得

                                                 
17Davidoff 及Reiner 在（1962：103-115）《Choice of Planning》文中指出規劃的目的有三：(1).提
升效率；(2).解決市場失靈；(3).擴大選擇。 
18例如對於土地使用限制的損失補償（財產權保障）問題：公共設施保留地、既成道路徵收、或將
來國土計畫法實施後限制發展區的補償問題。 
19當部分土地負有「公共財」的性質而使土地所有權人「特別犧牲」，究竟該土地屬具有「補償義
務」的「財產權保障」，或是毋須補償的「社會約束」，（例如「水源保護區」與「古蹟保存區」
採不同的機制策略），其具體制訂標準不易建立且常有爭議（涉及人民權利義務，立法者研擬法
令時須權衡財產權公益與私利的內涵）。有關土地限制的財產權損失補償，不在本文研究範圍，
可參閱陳明燦（2001：58-62）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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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增值而願意容忍。當外部負效果的忍受程度衡量指標不一時，如

寇斯引用William L. Prosser 論侵權行為（tort）之引述：「一個人在使用

自己的財產…，縱使因此造成鄰居受到侵犯，也是被允許的。....在他的

行為以其所產生的效用與所造成的傷害觀之，顯然不太合理時，這種行

為才是一種妨害行為（muisance）。…誠如某人在某一案子所言，他們所

稱的效用，使得他們所造成的噪音是可以被原諒的」（轉引自邊泰明，

2003：85-91）。 
綜上所述，政府干預匡正外部性採行不同的手段會有不同的財產權利

配置結果；課徵手段的困難在於「公平」與「效率」，屬相對性的價值判斷，

使外部（社會）成本數額的決定方式不易衡量計算。協商乃透過自願交換

與市場競爭可以得到資源分配的效率，但因當事人眾多且範圍不易界定，

難以解決交易成本及當事人堅持的策略行為，財產權界定與保障由政府代

理與執行，制度設計效率的差異與政府所提供交易機會及降低交易成本程

度有關。在土地私有體制下政府介入的時機與規則，關係人民的財產權保

障，致使制度的設計顯得重要。制度的理想型建構，政府的動機基於「大

公無私」，對財產權加以界定，使土地資源稀少與獨佔特性的獲益者將利

得歸公，使負外部性受損者獲得等額補償，復將原屬於社會大眾的收益差

額平均分給每一個人。 
政府的能力是「大有為」，能找出得利與受損者，並以公平、效率原

則來衡量利得與受損者的程度。在現實社會裡交易成本的形成主要原因為

資訊的不對稱等不確定與複雜性，及交易過程中參與者的有限理性。政府

介入的動機是為了設法降低交易成本，制度倚賴政府執行。土地變更開發

外部性或外部經濟有正面與負面，正面的外部效果或效用對社會的貢獻是

「恆常性」的，課徵或是與開發者協商負擔開發義務，對政府財政或負外

部性當事人則屬「臨時性」的補償，要求政府干預達到零外部成本以保障

財產權，對政策功能的期望則顯得太高；當開發者所需負擔外部成本過高

而阻卻開發時，可能造成土地供給的閉鎖。因此，外部性問題的處理，不

應該單方面限制外部性產生者的行為。應建立一套適宜之審議機制，以降

低協商成本，提高交易效率，亦可實現資源的合理分配。 

貳、回饋思維 

「回饋」係指扣除開發負擔外，針對剩餘之變更利得，基於「漲價歸公」

理念，提供該部分之「利得」至變更地區或其他地區，作為其他都市建設或社

會福利之用。故「回饋」與彌補變更行為所造成之變更地區或周邊損失不同，

土地變更申請人除了彌補應盡的社會責任和開發義務之外，應相對提供一部分

未來開發經營之「利得」與特定或不特定之對象分享。「開發負擔」係基於「外

部成本內部化」、「受益者付費」理念，（賴宗裕，2000：2-3）開發者應提供

變更範圍內或外的必要性公共設施、環境衝擊改善設施，或為了避免其他因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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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行為後之開發，而引起的負外部性影響，應負擔改善之義務。投資者提供回

饋方式，包括：a.直接建設；b.捐代金；c.捐地等三種。其中，直接建設雖然

減輕了政府建設經費之負擔，卻涉及後續維護管理課題；捐代金包括建設費用

是否足夠及是否包括後續之維護管理等費用；捐地指政府僅免除取得土地之成

本，仍需負擔建設及維護管理費用。惟任何一種回饋方式，皆須在具備社會公

平原則下執行方屬合理。 

一、開發回饋思維 

土地透過變更使用分區手段改變用途帶來之人口成長與產業活動，將造

成既有公共設施負擔及生活品質之負面影響。國外為解決土地使用變更及開

發行為所造成的公共設施不足問題，已發展出課徵回饋制度期能公平地將土

地開發所造成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國內有關課徵土地使用變更回饋的法令，

所規範的回饋理念、項目及比例的標準不一，其課徵精神包含「開發負擔」

與「受益回饋」二種觀念。對於土地所有權人因為土地變更所獲取的利益是

否能真正反應，令人產生公平性的質疑。因此，在英、美等國之重要城市已

透過對土地變更申請者或地主要求提供金錢或課捐方式，來反應其開發行為

所帶來設施之營建成本。此回饋課捐費用是開發者為取得政府同意其開發計

畫之開發許可所應支付之開發義務或捐獻。(Dresch and Sheffrin ,1997)例如：

美國在1960 年以前僅有約百分之十的地方政府向開發者課徵費用，1980年代

中期已有百分之九十地方政府採取類似作法，約有百分之六十地方政府以現

金課徵為主。（ Altshuler and Gomez-Ibanez，1993；Brueckner，1997：384） 
因商業區通盤檢討屬於都市計畫法令位階，所以，都市計畫變更回饋之

課徵理念，係基於外部成本內部化之概念，透過土地所有權人或開發業者繳

納回饋金的方式，解決因土地變更所產生之公共設施需求問題及外部環境之

負面影響，詳閱表3-1。根據上述對於土地變更回饋所作的詮釋，茲將回饋之

主要目的分述如次： 
1.回饋以外部成本內部化方式，由開發者或變更使用申請人透過繳納費用

或提供實務方式（土地、停車位或樓地板面積），內部化因變更開發

活動所產生之社會成本，以避免公共設施之營建成本由社會大眾不公

平地負擔，同時減緩地方政府興闢公共設施之財政壓力。 
        2.透過開發許可審查機制，有效地要求開發業者或土地權利關係人，以繳

費、興建公共設施或捐地等方式，配合開發時程提供開發地區周遭居

民所需之公共設施，以確保毗鄰地區免受變更開發活動之外部性影響

及破壞生活環境品質。   
3.土地變更開發規模大小與區位將對開發地區之居住、生活環境品質產生

不同程度的影響，透過回饋課徵，促使開發者慎選開發地區與市場時

機，作好開發投資計畫，有效提升公私部門之資源的使用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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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1  回饋思維緣起背景表 

 項目 
 
種類  

土所 
有權 
制度 

外國制度 
之緣起 

基本 
觀念 

 
目 的 

課徵 
對象 

課徵 
方式 

 
附註 

 
 
 
開發

負擔 

 美國： 
土地細分

管制計畫

與開發影

響費； 

以規劃管

制干預 

 
 
 
成本 

1.環境衝擊改善，外部成

本內部化：開發行為帶

來之外部性環境衝擊，

為外部成本內部化(開發

者出錢或以其他方式改

善環境衝擊)之結果 

2.使用者負擔內部成本：

開發者有義務提供開發區

內應有之公共設施 

1.衝擊者

2.使用者

1.金錢 
2.實物 
3.其他 

類似新社

區由土地

所有權人

自行負擔

社區內公

共設施、

公用設備

 
 
 
受益

回饋 

 
 
 
土地 
公有制 

英國： 
受益稅

制；以稅

務干預 

 
 
 
利益 

1.開發不勞所得回饋社

會：開發預期實質收入

＞預期成本的情形存在

明顯之開發利得，且該

部分之利得為社會創造

之利益，應合理回饋社

會所共享 

2.維持地價安定，抑制土

地投機炒作 

1.受益之

地主 
2.開發者

1.稅金 
2.金錢 
3.實物 
4.其他 

類似台灣

地區平均

地權的漲

價歸公理

念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張效通，2000：41。  

 
4.土地變更開發地區將不因開發活動之引進，而影響當地設施水準、

環境品質與生活之便利性，並可因都市計畫變更回饋之課徵改善

開發者與地方居民之關係，減少民怨與抗爭活動。土地變更回饋

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即是改善公共設施不足問題。因公共設施具

有『公共財』性質，公共財的性質具有『無排他性』、『無敵對

性』。所以，公共設施之提供對於附近地區會產生正面效益，眾

人皆可受益。因此，建立一套機制要求造成負面外部性之行為者

付費。此一外部成本內部化的機制亦應本於取之地方，用之地方

原則，將收自開發業者或地主之回饋費用，反應到其所申請變更

開發之地區做為專款專用，以達到成長付費精神。1999年11月營

建署在『建立土地開發義務制度方案』中，指出：土地開發回饋

可分為內部性、外部性及其他義務部份，由開發業者或土地權利

關係人負擔，其中並建議外部性負擔係導因於開發或變更使用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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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開發區外部環境之衝擊，應以『開發影響費』方式課徵，以改

善地方環境及增進地方公共建設。此一方案之建議內容，明確指

出土地開發或變更使用所產生之外部負擔的責任歸屬，不再是傳

統上的政府責任，應由造成外部成本之行為者負擔合理的費用。

它可使開發業者或土地權利關係人更有成本觀念，促使社會資源

有效利用。並在繳納費用的規範下，使得土地變更開發地區能適

時補充公共財，以維持地方生活與環境品質。 

二、回饋相關理念 

（一）回饋與地方財政關係 

隨著各種公共事務的日趨繁雜，在考量施政的一致性、機動性與彈性，

中央與地方政府採取分權式的行政方式已成為世界各國之趨勢，各級政府

皆有其司職之責，並應有充足財源以執行各項事務之所需。然若財政經費

太少，將可能產生許多行政事務因分配不到足夠財源而無法順利執行之困

境；但若財源太多，則可能因為沒有那麼多的行政事務需執行而亂編名目

以消耗預算，造成資源浪費，故財政與行政二者之間，實有一較佳的供需

關係存在。因此，土地開發將對地方政府產生許多新增的行政事務負擔，

亦造成財政上的衝擊影響。財政衝擊分析最主要目的，即在了解各種開發

與成長所產生的稅收，是否足夠支付衍生之公共服務所需成本。透過財政

分析，可以提供市政首長及公共部門主管對有關私人開發、重分區

(rezoning)、行政區合併(annexation)或不同的土地使用計畫方案所需之公共

支出，預測這些開發或成長將增加多少人口數或服務範圍的擴大，據以推

估政府各部門需配合增加之組織成員及所需提供的公共設施，並預測此項

土地開發完成後將帶給地方多少收益。 
由於財政衝擊主要在評估土地開發對於財政的影響，通常會運用簡單

直接的程序，來估計與土地開發有關的公共支出與公共收益。同時對於當

地的公共設施現況是否足夠以及因私人的開發、重分區、行政區合併所造

成對公共設施需求衝擊的影響，地方政府是否需增加某些特定的公共服務

供給量，如警寮、消防等。另外對於土地開發所可能產生之收益，亦是評

估的重點。因此，財政衝擊分析是提供地方政府官員、計畫人員、市政管

理、商務行政以及私人計畫顧問者，因應土地開發計畫而擬定未來預算以

及預期可能收益時之參考。(Robert W. Burchell& David Listokin，1978)若以

成本／生產函數理論而言，可以更深入了解土地開發對地方財政衝擊之影

響。其生產函數為S=F(X,N)，其中S：行政服務水準；X：地方政府的投入

支出；N：地區特性，如人口數量或土地使用型式。上述函數表示地方政府

之行政服務水準乃由地方政府的投入支出與地區特性所組成的函數模式，

亦即如固定地區特性，當地方政府的投入與支出在一定的水準之下，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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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最大服務水準。 
在圖3-3中，N0 到n=N1 表示因都市發展所造成地區特性改變的狀況，

當固定地方政府投入支出為x0，則不同地區特性N0 與N1 之間的行政服務水

準差距為△S。亦即原來地方政府的投入產支出為X0，地區特性為N0 時，

地方政府的行政服務水準為S0，由於地區特性可能因土地開發或人口增加，

造成地區特性變為N1，當地方政府的投入支出仍為X0 時，地方政府的行政

服務水準將改變為S1，若仍要維持S0 的行政服務水準，則必須提高地方政

府投入支出到X1。而X1 至X0 間有著△X 的差距，若是地方政府的財源收入

沒有增加，就無法補足△X 的差距，也就是行政服務水準將降為S1，故地方

政府若欲保持一貫的行政服務水準，則地方政府的投入支出也必須有相對

應的行政服務水準才行。 
  

S1

S0

S 

X1X0

X 

S0=F(X,N0) 

S1=f(X,N1) 

X 

S 

資料來源：Heikkila E.J. & W. Davis, 1997：205. 

圖3-3 行政服務水準與地方政府投入支出函數圖 

從都市人口規模與公共設施服務成本之關係來看，圖3-4中AR為都市平

均收益曲線平行於橫軸，表示都市總收益(如稅收)雖會隨人口規模的增加而

增加，但平均每人所提供給都市的收益維持不變；AC為提供公共設施服務

之平均成本，隨著都市人口規模的增加而遞減，至某一規模水準後，隨著

人口規模的增加而遞增；MC表示公共設施服務的邊際成本。公共設施服務

平均成本曲線和邊際成本曲線表示維持環境品質Q水準下所需的服務支出

情形。最適都市人口規模界定在N1，表示公共設施服務平均成本最低，即

為AC曲線的最低點。若將地租因素考慮進去，隨著人口規模的擴張，都市

土地開發利益亦隨之增加，例如：人口規模定在N2 時，都市土地開發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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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ABCD面積的規模。在開發利益最大情況下，人口規模會設定在N3，也

就是人口規模在N3 時，維持都市環境品質Q水準與土地開發平均收益曲線

(AR)及公共設施服務邊際成本相等，沒有超額利益現像發生。(陳福進，1995)  
 

AR C 

D 

ACMC

B

A

N1  N2 N3 N4

公共設施服務成本 

人口規模 

   

料來源：Heikkila E.J. & W. Davis, 1997：207. 

 

若人口規模增加至 4

本，

（二）土地開發之回饋目的 

土地

資

圖3-4 人口規模與設施服務成本關係圖

N 時，則都市平均收益等於公共設施服務之平均成

即政府收支均衡點；若人口規模超過N4，政府的收入將無法滿足為維

持環境品質Q時所需支出。當土地開發造成地方人口規模超過N4時，由於政

府的平均收入無法滿足環境品質Q時所需支出，必需以降低平均服務水準或

從其他方式取得足夠之財源以維持環境品質Q。然政府因承受民眾選票之壓

力，往往以採取其他方式取得足夠財源來維持環境品質Q，以確保往後繼續

執政的機會。現行許多土地開發所提供的利益中，不再僅侷限於課稅，尚

包括各種回饋措施，倘若地方政府能從這些回饋措施取得相當比例的援助

以增加其平均收益，對於維持環境品質Q之水準將有極大助益。由此可見，

回饋措施對於地方政府在平衡市政支出有相當大的助益。 

土地開發所衍生新增行政服務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係中，公部門採行

開發回饋措施之目的，係在彌補所衍生之行政服務所需經費，行政服

務包含：行政人員軟體上的協助與基磐設施的硬體建設。例如：美國的「開

發衝擊費」係就新的基磐設施所需資金成本從公部門移轉到私部門，特別

是確認新的開發案會負擔他們自己的公共設施需求，以減少對現有居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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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擔。因此，政府施行回饋措施之目的，如同英國之規劃義務費及美國

的開發衝擊費。本研究將土地開發回饋相關文獻歸納整理分類為以下觀點： 

1.社會福利制度的觀點 

人們

2.政府財政限制的觀點 

指出：當一個城市的人口持續成長且居民希

望維

多年來大多維持不變，例如所得稅是採

用累

社會福利經常被解釋為各種制度與服務，其主要目的是維持並提高

的生理、社會、智慧或感情福祉，(林顯宗、陳明男，1985)如公園的

興闢，可提供人們休閒遊憩之處；健保實施，可使民眾遇有重大疾病時，

減免醫藥費的憂慮；其他如失業補助、殘障照顧等，都是屬於社會福利

的一部份。當土地開發引進新增人口時，原先所能提供的社會福利，將

因總服務人口的增加而使每人的平均所能獲得之社會福利相對減少。例

如：原公園面積有一最適服務的量，在總人口增加後，將造成公園內的

擁擠或設施使用頻率增加而提高其毀損率；又如道路將因車流量增加顯

得更為擁塞，並降低車流速度。這些社會福利措施，有些項目雖具公共

財特性，即「無敵對性」 (Non-rival Consumption)與「無排他性」

(Non-excludability) ， (John Cullis & Philip Jones，1998)但在服務水準上

會相對降低。在維修管理方面，亦增加成本負擔。因此，為維持每人的

社會福利能達到某一固定水準，必需增加總社會福利的提供數量。政府

必需藉由開發商提供回饋措施來建設新設施，以增加社會福利的總數量

達到既有之平均服務水準，將是最有效與最快速又直接的方式。 

Brueckner (1997：390) 
持一定的公共服務水準時，基磐設施必須隨著成長趨勢持續增加。

傳統上，政府是基磐設施的最主要提供單位，特別是在資金方面。然而

隨著建築結構成本的快速上揚；經濟條件改變如歲入的減少，特別是1980 
年之後的經濟衰退；城市的財政衰退；稅及開支的限制；政府員工的增

加等，這些因素使得中央補助及政府花費在都市基磐設施的金額相對減

少。Grasewicz & Ernst (1989)指出：美國城市由於法令(資產稅限制法案)
或政治(選民的反對)等原因，無法額外再課徵資產稅的歲入，而且聯邦補

助金對於地方基盤設施建設的補助亦不再充裕，因而當前許多國家都採

取不同方式企圖解決此項問題，其中的一個方法即是使用者付費系統，

例如：美國及加拿大最近幾年使用影響費來改變對於新開發地區所衍生

基磐設施需求費用的負擔。美國近年來，無論是政府稅收歲入或是聯邦

補助金，都已有轉向其他用途之趨勢，地方基盤建設所需之成本支出，

多以開發衝擊費的方式取得。 
台灣地區各項稅目之稅率，

進稅率6%、13%、21%、…、40%，營利事業所得稅率為25%，其他

稅目之稅率也都有相當長的時間不曾調整。然而，在免稅額的額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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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逐年提高，顯示台灣地區對於基本稅基上仍是有所限制的，嚴格來講

有逐年下降趨勢。由於政府希望不要提高相關稅目之稅率以免增加人民

稅賦的負擔，同時亦希望課稅的歲入能儘量運用於高科技的技術研發；

區域交通運輸的建設，如高鐵、快速道路；社會福利，如全民健保；國

防戰備等與全民福祉有直接關聯的事務，在財政收入有所限制且其支出

儘量朝向國家社會整體性之需求為主的前提下，對於地方性之基盤設施

建設勢必無法從稅收中來滿足。然而政府在財政有所限制情況下，地方

建設公共設施在供需之間往往無法立即得到滿足，故要求開發商對於因

本身土地開發所衍生之衝擊項目需予負擔，即是解決財政困境下能取得

固定施政服務水準的一個較佳辦法。 

3.使用者需付費的觀點 

這些

務水準也有不同的成本及利益。經濟規模以及城市大小與

基磐

公園、道路.等公共設施大都是由政府編列預算來興闢的。事實上，

公共設施雖未直接向民眾收取費用以建設，但為了滿足興建成本之

所需，仍是由政府透過稅收方式來支應，民眾在感覺上公共設施的提供

似乎是不收費的，實際是採間接收費的方式，成本負擔仍在民眾身上。

由於公共設施實際使用者與納稅人並不一定完全一致，譬如居住於甲

地，但政府所課稅額經統籌分配後，可能所繳的稅金運用於乙地之公共

建設，即使是運用於甲地的建設經費上，仍有距離遠近以及使用頻率等

公平性的問題。因此，採取間接收費常造成納稅人在受益與負擔產生不

均衡的情況，若能在負擔方式訂得合理，則直接收費將比較能做到依使

用量或受益程度來收費，較能符合公平原則，這是許多國家陸續採用開

發影響費的重要原因之一。使用者付費的內涵可從不同的原則有不同的

觀點來解釋，這些原則包括它的效用及公平性。在效用方面，都市土地

開發計畫經常運用於不同的條件，同時亦隨地域的大小而有不同；區位

條件及實質條件所涉及層面亦相當廣泛。因此，在成本分析上也呈現不

同結果。   
不同的服

設施提供的成本，二者間具有關連性。(Azizi, Mohammad Mehdi，2000)
因此，欲窺探使用者付費的效用，必須透過開發個案的大小程度與所提

供的回饋措施的比較方能獲得答案。公平性的問題比較複雜且被要求就

不同的情境做不同的定義，例如：有人提議每個人應該獲得相同的收入，

但也有人認為努力的結果在分配的過程中，應是最重要的。因為無法在

實際上就人與人之間作比較，也不能說一個地區的分配程度是否比其他

地區好。Mansfield建議應該有三個公平的原則：個體的權利、功過及需

求性。然而反對者則說，這些原則彼此間的衝突是不對稱的，並且其判

斷的原則是相當主觀的。Bailey 則建議索取費用以公平的角度來推薦，

可能具有較大的潛力。(Azizi, Mohammad Mehdi，2000)即使使用者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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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在效用及公平性的定義與計算上仍有許多爭議，但不可否認的，對實

際使用公共設施及服務的人課徵使用費用，相較於未採取使用者付費而

言，對民眾仍是一個較公平的方式，土地開發的回饋措施即是使用者付

費之一種方式。因此，回饋措施之於公共設施與服務，仍是較具有效用

及公平性的方式。 

4.外部成本內部化觀點 

人是

（1）新增公共設施設備成本 

如：

（2）環境污染的外部承受者 

垃圾  

（3）精神壓力的外部性成本 

產生

觀念，開發行為應是外部效

益大

外部性即是超乎個體本身之外涉及他人或事物的成本或利益。由於

一種經濟動物，喜好增加利益並在可能範圍內逃避支付任何代價。

而在土地開發過程中，難免會產生許多外部利益，例如：帶動鄰近地區

之繁榮，提高周邊地區之地價等；將會衍生許多外部性的成本，包括：

聯外道路、污水排放、空氣、噪音.等之污染等。就社會正義而言，投資

商因開發造成地區環境品質的降低，若是由納稅人共同出資來改善，則

對社會大眾有失公平性。土地開發的外部性成本，主要可分成三大類： 

私部門的土地開發行為大多涉及與人基本上有關的營利行為，

住宅、商業、工業甚或交通建設等。由於人潮的引進，就必須有

相對應的公共設施及設備，含公園、道路、學校、停車場、給排水…
等。若是新開發計畫，則原先既然沒有這些設施設備，當然必需新增

建設；若屬舊社區引入新進人口，則原先設定之服務量恐將無法負荷

新增人口之所需，故亦需擴增必要之公共設施設備。這些新增或擴增

的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常被轉嫁為社會其他成員所承擔。 

土地開發往往亦會產生許多環境污染項目，包括：空氣、噪音、

、污水等，這些環境污染的承受者，通常也都是鄰近地區的居民。

土地開發過程中，包括興建期及營運期。在興建期可能因施工而

機具噪音及振動，或是施工車輛出入頻繁，造成居民身體及心靈

的安全憂慮。於營運期亦可能因人潮擁擠或建物的壓迫感，造成人們

精神上的不安，這些都是屬於比較無法量化的精神壓力外部性成本。

雖然，土地開發會產生這些外部性的衝擊，但相對的，開發行為仍會

創造一些外部性效益。例如：帶動鄰近地區的繁榮發展、提高周邊地

區的地價上漲、增加地區就業機會等。 
站在社會整體利益最大與社會公平的

於外部成本才具有開發價值，其創造的外部效益對於公共用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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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較低的，但轉嫁給社會負擔的成本卻很多，這些外部性成本應該

由開發商來承擔方符合公平原則。但從反面的觀點來看，開發商在開

發過程中亦有其利潤之限制，若政府所要求之回饋若超出其所能獲得

利潤之範圍，將無開發商願意進行土地開發行為。因此，當所欲開發

之地區若遭遇較高要求之回饋措施時，投資商將慎重考慮是否投資。

如Kosmont, Larry(2002)表示：政府對開發商課徵回饋措施時，應就其

所獲得合理利潤的情況下所造成之外部性成本進行回饋負擔，當是較

為公平合理之土地開發行為。 

第二節 政策制定與評估理念 

。政策制定有助於確定計畫範圍，

並為

壹、政策制定理念 

一、公共政策意涵 

學者從不同的角度給予不同的定義。

包爾

 

合法

「政策」指實現計畫目標之具體方案或策略

計畫的實施提供適切的指引，作為決策的適當依據。政策計畫是規劃程序的

重要過程，它包含目標的研擬、替選方案的設計及影響效果的評議。所以，公共

政策計畫的制定應結合分析（analysis）、評估（evaluation）與協商（consultation）
等技巧做有系統地整合，以表現於計畫方案中。「公共政策制定」指政府對公私部

門和一般人民行動所採取的指導原則與規範。公共政策制定的特色在於「參與者

重，牽涉者廣」。「參與者眾」指民主社會的政治參與，由過去政府的決策者等少

數人擴大到民間團體、一般民眾等多數人；「牽涉者廣」則是因公共政策的制定，

事實上牽涉到文化、制度、經濟、政治、甚至國際社會議題等的連動關係。本研

究透過政策制定理念，探討在制定宗教用地政策時，經由「制定政策過程」及「政

策分析」的基本要求，再以「政策評估方法」，選擇政策方案或評估政策之優越程

度，提供研究過程選擇政策方案及其決策之參考。 

公共政策的定義相當分歧，國內外

（Pal，1992：2）認為：「公共政策是公權威當局所選擇的行動綱領或不

行動，以分析闡明某既定的一個問題或一組相互關連性的問題。」國內學者

吳定（1994：5）說：「公共政策是指政府機關為解決某項公共問題或滿足某

項公眾需求，決定作為或不作為以及如何作為的相關活動」。學者丘昌泰

（1999：8-10）解析包爾界定的概念揭示數項要點如下： 

（一）公共政策是公權威當局所進行的活動

公權威當局指對於國民的個人行為或私部門的集體行為具有強制權或

權的機關，因公共政策以政府部門為核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都是

制定公共政策的公權威當局；社會上的非營利團體，如環保團體、人本教

育基金會等，雖不具權威性，但其所強調公共目標、公共利益與公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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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行產生重要影響，亦屬廣義的公共權威當局。 

（二）公共政策的選擇行動是一種意圖行為 

題，

（三）公共政策公權威的行動或不行動行為 

社會

（四）公共政策是處理問題導向的關聯問題 

如台

 

了解

二、公共政策制定程序 

念的定義，依據學者拉斯維爾和坎普

蘭（

政府機關所選擇的公共政策必然希望能夠改變社會現狀，解決社會問

政府官員會將他表現在「政策目標」的設定上，以政策聲明方式表達，

其意圖必然是目標導向的，例如：環保署制定空氣污染防治費的目標是「清

潔空氣品質，改善國民健康」，即是環保署希望達成的政策意圖。 

很多人認為公共政策必然是指政府機關積極採取某項行動綱領，俾對

活動產生干預的現象。政府機關是社會的統治者，雖不採取任何行動，

也將對社會活動產生干預作用。 

公共政策主要目的在解決社會問題，所處理的問題可能是單一問題，

北市政府為了解決殘障同胞行的問題舖設導盲磚；亦可能是一系列相

互關聯問題，如為解決盲胞生計、教育與福利問題採行的殘障福利計畫等。

綜合上述學者對「公共政策」的論點，應是政府施政面臨某種問題，為

決此問題所採取的對策。所以公共政策是問題導向的，也是目標導向的，

政府選擇作為或不作為都是公共政策，對不同問題有不同的對策。政策擬定

規劃之過程，應包含完整程序性規劃之步驟。政策計畫是規劃程序的重要過

程，它包含目標研擬、替選方案設計及影響效果評議等。政策計畫的制定應

結合分析、評估及協商的技巧做有系統的整合。政策計畫具規模指導的功能、

控制系統改變的功能及評議計畫的功能。規劃事務主要在處理活動及資源的

變動，此種變動與環境系統的改變極為密切。因此，政策計畫必須了解人類

活動、資源及環境的變遷歷程。 

政治學者對公共政策及其相關的概

Lasswell and Kaplan，1970：71）1950 年合著之《權力與社會》（Power and 
Society）指出：「政策係為某項目標、價值與實踐而設計之計畫。政策過程包

括了各種認同、需求和期望之規劃、頒布及執行」。兩位學者強調政策必須是

目標取向的，政策過程應包括：規劃、頒布和執行。然而瑞普里和法蘭克林

（Ripley and Franklin，1984：88）認為：政策就是「政府對被認知的問題所

做的聲明及所採取的對策」，此定義構成政策的兩個要素，一是「問題」，另

一是「對策」。從問題到對策，中間牽涉到一個相當複雜的過程。國內學者丘

昌泰指出：（1999：63）所謂「公共政策過程包括很廣，從問題出現、問題界

定、議程設定、政策建議、政策採納、政策執行到政策評估的所有階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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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涵蓋面甚廣，故整個公共政策理論皆為其研究範圍。學者朱志宏指出：

（1991：130-132）所謂「政策過程」，是從「問題」產生到政府提出「對策」

的過程，此政策過程是由幾個階段所構成，包括：政策問題的形成、政策規

劃及合法化、政策執行、政策評估。公共政策流程(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在一般政治制度裏包括以下部分：(Dye, 1987，羅清俊、陳志瑋譯：224)  

1.確定問題：對於政府之施政透過大眾需求確立政策問題點。 
2.形成政策：經由政策規劃單位、利益團體、政府部門、總統或國會所初擬

3.政策立法：透過政黨、利益團體、總統及國會的政治活動進行立法。 

。 

完全

料來源：吳定,1996:18 

圖 3-5   公共政策制定過程模型 

三、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之特性 

或發展出的政策方案。 

4.政策執行：政策經過政府部門、公共支出、專責執行單位加以執行。 
5.政策評估：透過政府部門、外界顧問、報紙及民眾反彈評估政策之優劣

雖然環境、政治系統及公共政策在理論上可將其觀念予以結合，仍無法

透視政治系統所謂的黑盒子，而將政治系統內不同的活動聯結成上述程

序模式。由圖 3-5 可知，政策過程的第一階段是：設定議程，在這個階段社

會產生某一個特定問題，如：失業問題、環保問題或能源問題，這個問題經

由不同的管道，獲得政府的注意，政府也認為必須予以正視以謀求對策。其

第二階段是：政策規劃及合法化，政府會提出解決問題的各種方案，並且選

擇一種作為政府的政策，在政策規劃的過程中會出現極端不同的觀點，故有

必要溝通、談判與協商。政策方案被選定之後，就要決定由那個機關或那個

人負責執行，於是進入政策過程的第三階段：政策執行，執行政策機關必須

要有資源且要能解釋法律、制定行政命令、訓練人員提供服務，以實現立法

目的。其第四階段是：政策評估，在一項政策付諸執行以後，將會對社會產

生某種程度的影響。政策評估的結果可能導致政策執行的改變，也可能導致

新的政策規劃在大多數情況下的評估結果，僅導致政策小幅度的改變。 

 

環境系絡 
 
 
 

 

政策執行 政策評估 政策問題形成 政策規劃 政策合法化

 
回饋  

資

國外學者瓊斯（Jones，1984）曾經提出一系列命題，精確說明美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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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不同的時間往往會做不同的解釋。 

同。 
動。 

題並未能為政府所解決。 

不完善的溝通情況下進行。 

為自己的問題加以界定。 

 

 
是漸進的（incremental）。 

國內學者丘昌泰（1999：106）認為政策制定過程有下列幾種特性： 

1.公共性 

「公部門」形成政策的過程，公部門如政府機關、

國營

2.動態性 

動態

3.互動性 

的行

過程的特徵，茲敘述如次： 
1. 對於社會事件，不同的人在

2. 同樣的事件會產生許多問題。 
3. 人們參與政策過程的程度各不相

4. 並非對所有的公共問題政府都會採取行

5. 對許多私人的問題，政府反而會採取行動。 
6. 政府常把私人問題當作公共問題來解決。 
7. 雖然政府對許多問題採取行動，但大多數問

8. 政策制定者並非面對一個特定問題。 
9. 大多數政策制定都是在有限的資訊以及

10.政策通常反映的是共識（consensus）而非信念（conviction ）。 
11.在政策過程中，問題常被界定或重新界定。 
12.政策制定者常為他人界定問題，這些人卻不能

13.許多政策是在問題尚未被清楚界定的情況下，就進行規劃並付諸實行。 
14.大多數人對他人的問題不感興趣。 
15.大多數人不贊成大幅度的改變。 
16.大多數人不能指認一項公共政策。

17.所有政策制度都有偏差。 
18.理想的政策制度並不存在。

19.大多數的政策制定在本質上都

 

政策制定過程是指

事業機關、公立學校乃至於許多被稱為是準公共部門（quasi-public 
sector）的非營利團體皆屬之。政策制定過程所處理的問題為公共問題，

私人問題必須顯現充分的公共性，才能列入政策議程加以處理。 

政策過程既然是一種過程就不是終止的靜態現象，問題發生固然是

的，問題解決不表示停止不動的；政策過程是動態的，環境因素與

政策參與者的運作都可能使解決方案發展成為另一個新的政策過程。 

政策制定過程中有許多的政策參與者，不論是政府內部或政府以外

動者，不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甚至國外的參與者，他們都在政策

領域中彼此進行綿密的互動，形成一個交互縱橫的政策網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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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彈性 

無例

5.流動性 

種地

是政治與社會過程，

所以

四、公共政策制定影響因素 

包括：1.政治文化：政治體系中的成員，對於

政治

 貳、政策評估理念 

一、公共政策分析 

alysis)係探討政治裏「誰得到什麼」，「為什麼」，「有

何不

政策制定過程雖有各種不同步驟，並不表示每一步驟都必須經過而

外。事實上，每一項政策都有自己的流程，其中某些步驟對某些政

策來說可能沒有必要，但對另外某些政策而言則卻是不能缺少的。 

政策過程本身是流動性的，沒有任何政策參與者可以長久的固守某

點或職位。如利益團體表達意見後，很可能就此消失蹤影，承辦某

項政策的領導者，很可能放棄他所作成的政策。 
由以上可知政策過程不僅是技術理性的過程，而且

我們觀察、分析與解決政策形成過程的知識，除了工具知識（instrumental 
knowledge ）以外，更需要概念知識（conceptual knowledge）。本研究探討的

宗教用地審議規範建置問題，主要研究宗教用地審議政策之修訂。依據政策

制訂程序分為：1.確定問題；2.形成政策及 3.政策評估(主要是事前評估，非事

後評估)，此為本研究確立建立宗教用地審議規範的重要理念基礎。 

影響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

所持之個人態度、取向所構成的模式；2.公共輿論：當問題影響到民眾權

益時，他們往往會透過各種方式去影響政策的制定，其使用的方式通常有：

支持某民意代表、加入某利益團體、參加示威抗議活動等；3.政黨：競選獲勝

的政黨通過國會的政策制定，執行向選民承諾的政策支票；4.利益團體：利益

團體的活動與政黨活動成反比關係，在政黨薄弱的環境中，利益團體對政策

制定可發揮很大的影響力，反之則需透過政黨才能影響政策制定；5.民意代

表：可透過質詢、通過法案、控制行政部門預算、行使人事同意權等方法，

直接或間接影響公共政策；6.行政人員：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主要參與者，因其

具有的價值觀念、偏好、對問題之認知程度等皆可能影響決策。 

政策分析(policy an
同」的內容。在政治學領域的政策分析是研究政府在推動「什麼」政策，

「為什麼」政府在推動此政策以及此政策之結果是「什麼」。公共政策依據學

者們定義分別為，1.Thomas R. Dye（1987：3）的定義：「所有政府選擇去做

或不做的事務」；2.政治學學者 David Easton（1953:129）定義為：「政府運用

權力對全體社會進行價值的分配」；3.學者 Harold Lasswell & Abraham Ka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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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71）定義為：「一包含目標、價值及執行的專案計畫」。「公共政策」

可分解成各種成份，政治學學者 Charles O. Jones（1984：4）將其區分為四部

分：提議(proposals)(說明達成目標之方法)、計畫(programs)(賦予達成目標的

權力)、決策(decisions)(執行計畫的必要方案)、效果(effects)(對計畫可衡量的

衝擊)。故決策、計畫、目標及效果是連結在一起的，然而既有的公共政策在

政府之決定，常常與計畫或目標無關聯。因此，政治學學者 Heinz Eulau & 
Kenneth Prewitt（1973：465）對於「優越決策的政策」認為是制定與遵守兩

方具有行為的一致性與重覆性。(Dye, 1987：3；羅清俊、陳志瑋譯：22) 
公共政策之目的包括：科學面、專業面及政治目的面。「科學面」

可瞭

 

     

      

         
Dye, TR, 1987：6 

政策系統之影響因果 

解政策決策對社會影響的因果；「專業面」是瞭解公共政策容許應

用社會科學知識去解決實際問題的因果；「政治目的面」可供確定政府

部門採用正確的政策去達成正確的目標。政治系統包括社會、政治系

統及公共政策。其影響方向如 1,2,3 聯結，4,5,6 為回饋關係。公共政

策可以定位如圖 3-6 所示，用來描述：1.政府之政策；2.政府採取政策

的原因（如圖 3-6 之箭頭 2）；3.施政結果，對政府之制度及程序影響

如何（如圖 3-6 之箭頭 6），對於社會及經濟狀況之影響如何 (如圖 3-6
之箭頭 4)，這些影響是相互關聯的。圖 3-6 的 1 表示環境及狀況對政

府制度、程序及行為的影響；圖 3-6 的 2 表示政府制度、程序及行為

對公共政策之影響；圖 3-6 的 3 表示環境及狀況對公共政策之影響。

其餘 4,5,6 表示回饋。「政策分析」應該包括三方面：1.著重在解釋而

非描述─政策的介紹可以兼顧解釋與描述，然而欲瞭解政策，必須事

先透過徹底的分析而非修詞與爭論；2.對公共政策進行嚴密探討─需

透過科學驗證加以推論，隨機定性分析技術對因果之推論可能有幫

助，然而並非必要；3.對公共政策擬定與測試因果之命題，並累積相

關之研究成果。  
 

 
 
  

   
   

 
 

資料來源：

圖 3-6 
 

社會 政治系統 公共政策 

制度、程序、行為

社會經濟狀況 公共政策 

1 2

5 6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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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評估 

（一）政策評估的意義 

政策評估雖然是近五十年來公共政策研究的新領域，然其根源可溯自

1930年代的一些社會學、心理學和管理學的研究。（丘昌泰，1994：116-130）
關於政策評估的定義，學者們有不同的見解：唐恩（Dunn, William N.，1994：
126）認為：「評估乃是一種政策的分析程序，藉以產生有關在滿足其問題

需要、價值或機會之績效的資訊」。奈密斯（（Nachmias, David，1979：
12-23）認為：「政策評估是指以客觀、系統與經驗的方式檢視現行的公共

政策與計畫。」威斯（Weiss, Carol H.，1972：105-116）認為：「評估是一

個彈性的字眼，任何一種判斷都屬於評估，而透過特殊的研究方法，衡量

某計畫所達成的後果提供決策者，使其判斷程序更為精準與客觀，使其決

策更為理性以達成最佳決策」。瓊斯（Jones, Charles O.，1984：96-113）則

認為：「評估是一項活動的設計，透過評估可對政策的發展與執行，提供

較深入的了解與改進的貢獻」。 
國內學者潘文章從目標管理之觀點認為：「評估就是衡量實際成果與

目標或計畫所訂定之標準與兩者間之差異情形。」李長晏界定評估為：「在

衡量一項進行中的計畫造成其目標之結果，並根據研究設計原則，區別計

畫效力及其他環境力量的差異，對進行決策時，透過執行上的修正達成計

畫的改良」。（湯詢章，1993：335-366）在眾多說法中，以羅斯和佛瑞門

（Peter H. Rossi and Howard E. Freeman，1982：68-79）的定義最具廣博性。

（轉引自柯三吉，1991：124）依羅斯及佛瑞門的說法：所謂評估（或評估

研究），指有系統的運用社會科學的研究程序，來檢視社會干預方案的概

念與規畫、執行及效用或結果。即指應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來檢視並改

進各項政策的設計、監測、效率與效能，亦是一種政治與管理的活動。 
從上述的定義可看出評估研究之目的在於幫助政策制定者應用評估結果，

制定公共政策並改善政府的執行績效。換言之，政策評估就是在協助政策方案

之制定與執行，評估方案執行的可行程度，節省資源以達最大的效能；同時藉

由評估之採行，迅速達到預期的目標，並進一步以評估結果作為修定方案、監

測執行人員的參考。政策評估指有系統的運用社會研究程序，以評量社會干預

計畫的概念化、設計及效用。評估一個政策或計畫，首先面臨的問題即在於要

評估計畫的那個面向或那個階段。學者依據不同的分類標準有不同的分類方式

（詳見表 3-2）。對於政策評估的種類，學者們的主張並不相同，從政策運作階

段及所強調的重點加以分類，可將政策評估分成三類：（吳定，1994：590-594）
預評估（pre-evaluation）、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及結果評估（outcomes 
evaluation）。其中，預評估是指對於政策方案在規劃階段時進行可行性評估、優

缺點評估、優先順序評估。過程評估是指對政策問題認定的整個過程，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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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規劃過程，與政策方案的執行過程進行評估的意思。結果評估是指對於政

策方案的執行結果加以評估的意思。 

表3-2 政策評估種類 

Suchman(1967:61) 投入努力評估、績效評估、績效充分性評估、效率評

估、過程評估 
Poland(1974) 效能評估、效率評估、折衷評估 

Poister(1978:16) 形成評估、總結評估 
Chelimsky(1985:36-38) 前置結束分析、可評估性評鑑、過程評估、影響評估、

計畫追蹤、評估匯合 
Chen(1990:52-56) 處遇評估、執行環境評估、產出評估、影響評估、處

遇機制評估、通則化評估 
Dunn(1994:406-408) 虛擬評估、正式評估、決策理論評估 

Rossi(1999:63) 需求評估、計畫理論評估、過程評估、影響評估、效

率評估 

資料來源;李允傑,丘昌泰,1999:239-241。 

 
此處所謂結果評估包括兩方面，一為產出評估（output evaluation），它涉及

執行機關對標的人口從事多少次的服務，給予多少數額的金錢補助，及生產多

少物品等。另一為影響評估（impact evaluation），它指當政策執行以後，對於標

的人口產生何種有形或無形的、預期或非預期的影響。例如：提高聲望、增加

安全感、提高生活水準等。影響評估：指研究某一政策方案造成標的人口或標

的事務向期望方向改變的程度如何，包括：對目標作操作性的界定，對政策成

功的標準予以確定，並對達成目標的情況予以衡量等，影響涉及有形的與無形

的、預期的與非預期的實際改變情況。 
政策評估(policy evaluation)是評定國家計畫之整體效益(overall effectiveness)

達成目標的程度，或評定二或以上計畫的相對效益達成共同目標的程度。政策

評估係用在評定公共政策之衝擊，或在瞭解公共政策之結果。政策或計畫的目

標主要強調公共政策應研究其結果或衝擊，包括：1.對主要團體或情況之影響；

2.其他波及效果；3.未來及立即情況；4.直接成本或直接投入資源；5.間接成本，

包括機會喪失等。政策衝擊包括象徵衝擊(symbolic impact)與可見衝擊(tangible 
impact)。可見衝擊是可以量化之利益及成本，包括：主要團體或情況之現在利

益(target groups present benefits, 簡稱 tgpb)、主要團體或情況未來利益、(target 
groups future benefits, 簡稱 tgfb)、主要團體或情況現在成本(tgpc)、主要團體或

情況未來成本 (tgfc)、非主要團體或情況之現在利益(ngfb)、非主要團體或情況

之未來利益(ngfb)、非主要團體或情況之現在成本(ngpc)、非主要團體或情況之

未來成本(ngfc)。政策評估的淨政策衝擊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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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policy impact= tgpb+tgfb-tgpc-tgfc+ngfb+ngfb-ngpc-ngfc。 
政策衝擊中之象徵衝擊成本及利益因難以幣值化或量化，故淨衝擊量之幣

值即無法求得。象徵衝擊是民眾對政府政策認知(perception)與態度(attitudes)，
民眾、團體或整個社會判斷政府的公共政策，往往由其意向好壞，而不是政策

達到多少可見的目標。過去政治被描述為「誰得到什麼、何時、如何」，今天則

是「誰感覺什麼、何時、如何」。近年來，多目標評估法技術已趨於成熟，一系

列的評估方法被發展出來，可納入量化資訊與非量化資訊予以評估和比較。亦

可以考慮評估準則之相依性與獨立性，已知之離散型評估方案，可以進行公共

政策評估。政策評估之第 1 層：總目標是「獲得最佳社會效益」；第 2 層：評估

準則，包括：社會公平面(全體民眾、鄰近居民)、經濟面(社會效益、地區發展、

產業發展)、環境影響面(空氣噪音水之污染、景觀、交通)、政治面(政治生態、

地方政治)、財務面(成本、公共投資)；第 3 層：待評估方案(如現有宗教土地管

理制度、建議之宗教土地管理制度)。本研究針對提出相關審議機制在政策規劃

後採行可行評估再接續進行修正後評估，同時採用政策評估主要是指事前評估

(預評估)，事後評估則留待政策執行後之比較（before and after study）。 

 

預評估 

結果評估 

過程評估 

規劃評估 

可評估性評估

修正方案評估

形成性評估 

執行(過程)評估

規劃(過程)評估

問題評估 

產出評估 

影響評估 
總結性評估 

正式評估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圖3-7 政策評估圖 

（二）政策評估的功能 

政策評估需透過方法，針對一些客體進行評定政策受到政策執行者付諸

執行的程度。然而政策評估扮演功能可由下列幾方面來說明：（李允傑，丘

昌泰，1999：224-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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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定責任的歸屬 

政策成敗的原因並非單純，政策本身、執行情形、執行面對的外界

環境均可能是因素之一。所以，政策評估為澄清責任歸屬的重要依據，

亦是確認責任政治不可或缺的良方。 

2.提昇政府的公信力 

若白紙黑字的政策是一套，實際執行的政策又是一套，則政府公信

力之建立相當困難，公權力亦難伸張或提振。反之，兩者之間若無差距

存在，表示政策的執行度很高，無形中政府公權力的公信力也就增強了。

因此，政策評估可定出一些指標，用以指出公信力及公權力的幅度。 

3.提供前瞻性的資訊 

雖然許多學者認為政策設計及執行通常並不相關連，而且同意威廉

（W. L. Williams）的看法：政策的核心焦點應在於執行，而不在於立法

及行政部門所作的重大決定。（Walter L. Williams，1971：178）不過，

羅伯森（J. Robertson）反對這種傳統性的看法，認為此二者是無法脫離

關係的，其評估所得的資訊乃是政策再設計的主要依據，它提供了前瞻

性的資訊，以為政策終止、更新、增刪及維持的依據。 

4.提供管理性的資訊 

政策執行係由許多機關及標的團體的互動為之，再加上一項政策往

往涉及多樣性的措施及活動，於是形成聯合行動的複雜性。這種現象較

易形成執行的難題，通常執行過程不會很平順，尤其是涉及利益分配、

義務分擔或權力分享的政策執行更是如此，每每有運作上的難題或障礙

存在。不過，對執行的評估可以提供管理上導正的資訊，以免政策在執

行過程上的脫軌，增加不必要的成本負擔，並減低執行遲延的可能性。

（Pressman, Jeffrey L. and Wildavsky, Aron B.，1973：156） 

5.可提供政策的移植 

當今世界各國針對所面臨的問題往往採用同質政策的趨向。（A. M. 
Rose，1967：47）即指從國外移植政策的現象乃是政策設計時設計者極

為自然的取向。被列為移植對象所考慮的因素之一，乃是對該項政策的

評估，因政策的移植不是用來製造問題的。 
因此，政策評估提供多方面的資訊，足以確認政策成敗責任的歸屬，

不致再將責任隨意往執行上推諉，畢竟政策本身及外界環境的演變，均是可

能且合理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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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政策與管制概念 

1960 年代初期有關經濟管制的理論中所強調的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和其他社

會成員的行為是如何受到這些管制約束的影響，因而產生許多理論嘗試去解釋管

制政策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以及管制政策實際運作的形式。(Needham,1983：11)由於

土地屬於有限性資源，因此，在本節中首先解釋管制性政策的意涵，其次說明土

地管制的原因，最後對土地分區管制政策進行解說。台灣地區的土地使用管制體

系架構雖已呈現隨著都市計畫、區域計畫，非都市土使用管制計畫的實施，而指

定各種允許與不允許使用之項目。惟因台灣地區地理環境特殊及特有之政治、經

濟與制度條件等影響，實質上之成效並未如當初計畫所預期的效果，形成都市土

地與區域發展上的問題。限制了土地發展的彈性，束縛了地區潛在的發展特性。

由於管制方式的僵化，無彈性，因而在現行土地使用管制體系下，造成土地無秩

序的開發、資源無效率的使用及環境品質惡質化等情事，顯露出目前土地使用分

區體制的僵化與相關規範不合於市場需求的問題。 

壹、管制政策概念 

一、管制的概念與原因 

學者在管制的概念上有相當多元的看法。依照不同的特性而區分，在管

制對象方面：有學者認為管制是國家對公民、組織或政府的行為或活動所做

的規範限制，大部分適用於民間，亦有適用於官方；在管制法規方面：有學

者表示管制性法規為國會、各州議會及行政機關所制定的準則，以規範企業

之責任與業務；在市場機能方面：一般認為管制是執行社會選擇的一種機制，

亦即若社會選擇市場自由競爭為其目的，則管制決定會防止獨占的成長。吳

英明（1991：44-45）20對管制定義為：管制就是行政單位在實際執行管制政

策時，經過法定程序之授權，針對特定或一般性對象的事務或活動，制訂出

一套具有約束性效果的規則，管制機關在其權責範圍內，依據該項規則來控

制被管制者有關活動的進行。(吳英明, 1991:45)政府管制之原因主要在於：  

（一）市場失靈與交易失靈 

傳統的經濟分析認為管制存在的理由基於「市場失靈」（market failure）
之故。導致市場失靈原因分為數種，其中一種是市場中生產者的壟斷。在

某些情況下，市場壟斷會降低自然資源配置與交易的效率。另一種則發生

於生產者與消費者交易時因「外部性」影響產生的，如環境污染。

(Greer,1987:11)在經濟學文獻中曾採用市場交易( market transaction)的概

                                                 
20關於管制的概念，吳英明教授認為政府在管制的過程中至少包含 5 個要素：1.政府公權力介入的
活動、2.需針對某一特定之標的團體或行為，而此標的團體或行為的活動便受到政府的指導或干
預、3.必有一管制者負責執行管制任務、4.管制的活動皆具備預防以及矯治的特定功能，並試圖去
改變標的團體或行為的行動方向，以達到管制積極預防的目標、5 需採取某些規範具體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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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包括在市場財貨交易的行為、政治交易的概念：如金錢、選票和其他

資源承諾上的交易、在社會面向中的個體間交易概念，諸如獲得公平教育

的權利、工作權、居住權等。這些類型的交易，仍可能會出現交易失靈，

如同市場失靈的現象一般，管制就是為了要修正交易失靈。(Greer，1987：
12)但管制並非唯一修正市場與交易失靈的手段。現在我們所面臨的問題並

非需不需要管制，而應關注何種程度與方法的管制才是適當的。 

（二）管制之利益團體理論 

1960 年代初期，管制所以存在是由於利益團體理論（Interest-Group 
Theories）。亦即政府有責任去反應並調整社會中個體與團體的不公平或無效

率，而政府管制的首要目的應是要保護並使社會上的大多數人受益。管制為

政府有責任去反應某些特定利益團體或社會上某一部份人的管理需求。

Stigler 理論中所強調須考慮到的一個相當重要因素，即是須考慮各個不同利

益團體之間的政治力量。(Greer，1987：12)管制存在的形式猶如一種妥協，

用以平衡各個利益團體之間管制需求的競爭，這個概念也可適用於利益團體

理論，並可用來解釋管制存在的理由。管制類型將決定於個體與利益團體的

需求、目標以及個體與利益團體所面臨的限制。利益團體也會透過遊說、選

舉捐贈以及其他方式來對立法者及管制者施壓。至於如何決定管制措施的強

度，立法者和管制者常須考量到幾個因素，例如：利益團體的規模、財力、

時間以及其他資源等。(Greer，1987：13)  

二、管制性政策的意涵 

在公共政策的分類中,學者Lowi將公共政策的型態區分成分配性政策

(distributive policy)、管制性政策(regulatory policy)、重分配政策(redistribute 
policy)。21Robert Salisbury在 1972 年的「公共政策分析」 (The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一文中，除介紹上述三種公共政策的類型外，再加上自我管制政策

(self-regulatory policies)成為四種類型的政策分類。(轉引自曹俊漢，1997：86；
吳定，1996：15)由上述分類得知，管制性政策為公共政策中的重要一環。不

論是分配性政策，重分配性政策或管制性政策，不同類型的公共政策其政策

目標、標的對象、規範範圍與政策特徵亦各不相同，其所展現的政策亦各具

特性，各個特性對於執行過程也有不同面向的影響，而決定執行成效的變數

更是迥然其趣。（柯三吉，1991：157）無論何種說法，政策學者似乎皆肯定

「管制性政策」為當代政府所制定的最重要公共政策。(丘昌泰，1999：3)  

（一）管制性政策的意義 

                                                 
21分配性政策：乃是指政府機關將利益、服務成本、義務分配給不同之標的人口享受或承擔的政策。
重分配政策指政府機關將某一標的團體人口的利益或成本移轉給另一標的團體人口享受或承擔的
政策。管制性政策指政府機關設立某些特殊的原則或規範，以指導政府機關及標的人口從事某些
活動，或處理各種不同利益的政策。自我管制性政策係指政府機關對於某一標的人口的活動僅給
予原則性的規範，而由標的人口自行決定活動方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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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俊漢及吳定對管制性政策的定義，認為：政府建立某種一般普遍性

原則或規範來指導政府及要求標的團體(target group)從事活動、或是處理各

種不同團體的利益所必須遵守的政策型態。(曹俊漢，1997：87；吳定，1996；
15)甚至進一步指出：由於在管制性政策執行時，對涉及的利益範圍並不具

體與明確，常會使一方獲利而另一方失去利益。所以認為此類政策屬於「零

和賽局」(Zero-Sum Game)。依據 Ripley & Franklin（1984：38）的意見：

管制政策執行者的工作是去強制執行禁令及要求，因為此類政策深具強制

性及威脅性，是故本質上乃屬於一種干涉「獲取」(hands-on)的活動，致受

制者會抵抗來自管制者的管制行動，故管制性政策在執行時，常遭受到巨

大的抗拒而產生爭執，容易引起管制者及受制者間的緊張關係。政府必須

投注大量的資源在管制性政策的發展上。綜上所述，可以從三個面向來瞭

解管制性政策：  
1.在管制的主體方面，管制者為政府機關。 
2.在管制的對象方面，可以是公部門也可以是私人企業或一般公民。 
3.在管制的法規及執行單位方面，這些規範或標準透過立法機關的合法化 
程序後，交由獨立的機構來付諸實行。 

由於管制性政策屬於一種零和賽局的政策，時常引起管制者與被管制者之

間的爭執。所以，有許多爭議都是發生在管制性政策之中。即在管制者與被管

制者之間有著複雜的互動關係，為了減少這種對立情況，除了傳統命令式的管

制方式外，亦逐漸開始強調以市場機能的做法來取代傳統的強制性手段。 

（二）管制性政策之目的 

管制性政策因涉及不同利害關條人之間利益的增加或損失，它受到各方利

害關係人的關注。隨著公共事務的日趨複雜，政府往往需要採取更多的管制活

動來達到治理之目的。Cooiman (2003：74)認為：管制政策的最終目的是要達到

服從(compliance)的目標，在管制的過程中被管制者的順服受到管制者的監控。

若被管制對象未達到順服，就會受到管制者的懲罰。(Weimer & Vining，l992：
171)欲獲得管制服從必須考慮三要素：1.能力：被管制者是否有能力改進績效以

服從管制者；2.動機：被管制者是否有動機接受管制；3.可行：管制政策是否可

行。(丘昌泰，1995：7)管制政策欲達到順服的效果，應包含表 3-3 所列之因素。

鑑於管制行動所涉及的因素甚多，管制政策須考慮管制者與被管制者間的共生

關係與被管制者的能力及動機，以利於管制政策的執行。所以，管制管理不能

一昧地強調政府公權力的介入而忽略了管制的市場機能。過度或過寬鬆的管制

對社會都會產生負面的影響。例如：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管制不僅要達到對管制

標的團體的控制,也要誘導被管制者遵守及改善行為，使管制者與被管制者建立

共生的夥伴關條(working partnership) 。 (鄭美賢，1998：11) 

三、管制政策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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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管制發生效果因素面 

管制發生效果因素 

一、 立法機關方面 
1. 政治領導：行政部門或國會的堅定領導。 
2. 清晰的國會命令：國會所制定的管制法令必須清楚明確。 
3. 政治責任的維持：管制的政治責任必須清楚明確。 
4. 管制修正：管制命令必須與國會保持聯繫，隨時修正不合時宜的管制目

標、政策與方法。 
二、執行機關方面 

5. 政策整合：管制計畫與其他政策之間必須密切的配合。 
6. 有能力的行政方向：須顯示管制機構是有能力的、堅定的、有方向感的。 
7. 有效的組織管理：管制機構本身的組織健全、管理有效。 
8. 行政裁決必須公平與公正：必須有中立的行政裁決制定與程序。 
9. 服從與強制執行：管制機構必須運用所有資源，以獲取服從，如不服從

則依法強制執行。 
三、民眾支持方面 

10. 群眾支持：民眾必須全力支持管制機構的行動。 
11. 具有管制的政策合法性：私部門須認為管制機構的管制行動具正當性。 
12. 提供服從誘因：對於自願服從者給予税賦減免的誘因 
13. 強制的經濟性：儘量減少強制所造成的經濟負擔。  

資料來源：丘昌泰,1995:8。 

 

在管制政策類型上，目前政策學者比較認同的分類方式是將管制性政策劃分為

二大類：一類為經濟管制，另一類為社會管制。茲分別說明如次： 

（一）經濟管制(economic regulation) 

根據 Williamson （1975：116）的看法：經濟管制是指政府對於工業生產

活動所進行的控制與限制。經濟管制的最初意涵是對某一工業活動的控制與

限制，在理論上這些工業活動如果在未經管制的自由市場情況下，透過市場

的機能作用，消費者就能享受到高品質、低價格的產品；而事實並非如此，

當市場失靈的情況發生時，由於工業活動中發生壟斷的情形，導致破壞市場

自由競爭的條件對於消費者造成不利，致無法再藉由市場競爭來達到平衡，

於是政府必須介入特定營業行為或活動的管制。(丘昌泰，1995：30)  

（二）社會管制(social regulation) 

美國的社會管制約興起於 1960 與 1970 年代，主要是社會關切議題與社

會價值的改變，政府與民眾認為以特定營業行為當作管制對象的範園太過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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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為了回應社會價值與社會關切而新興起的管制型態，政府希望提昇民眾

的生活品質，必須將管制範圍擴大到足以影響社會發展的不當行為，因而促

成了社會管制的興起。社會管制包括：1.勞工管理關係的管制；2.環境管制；

3.消費者保護的管制；4.食品藥物的管制等。(丘昌泰，1995：28-29)  
由於土地開發使用牽涉了市場交易問題，同時亦牽涉了環境開發、社區

發展等問題。因此，土地管制是綜合經濟與社會的管制。本研究接續針對土

地管制進行解析。 

貳、土地管制概念 

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的初步構想一如美國最高法院對於 Euclid 鎮之判

決，認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是一種為維護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公共道德

與公共福利所適當擴大政府權力的立法，也是基於一種為維護、保護及提升社

區發展的綜合計畫而實施的法令。蘇毓德(1985：15-16)認為：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是依據公共利益的觀念來制定的。公共利益包含：健康、安全、便利、效率、

寧適等五個因素，有些規劃考慮道德，但居於較不重要的角色。此外，林承權

(1990：12)指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制定，是為了克服居住及經濟活動的空間

外部性而實行的，其主要概念是將經濟行為轉化為有形而侷限在一定地域內，

並限制各地域的土地使用密度及人類行為的類型。理想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應

將可能產生的外部性不經濟之使用予以排除，使每宗土地對其鄰近地區可能產

生的外部不經濟性、使用之不確定性降低，甚至在預期中完全排除。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施行的法源基礎是建立在警察權的行使上。美國聯邦法

院認為分區管制是「公眾生活妨害法理的合理擴張」而認定其合憲性。然此項

法令雖然因其正當目的而受到憲法保護，但也會因刻意用在排除少數族群或利

用來作為消極禁止的工具。台灣地區都市計畫法第 32 條中明白指出：都市計畫

得劃定住宅、商業、工業等使用分區，並得視實際情況，劃定其他使用區或特

定專用區。各使用分區得視實際需要再予劃分，分別予以不同程度之使用管制。

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可視為都市計畫的工具之一，計畫須藉由有效的管制手段

方能實現其目標。民主國家宜採彈性立法，正面列舉規定限制人民權利遠多於

反面概括規定，此與彈性立法趨勢不合且於適用時必遇很大困難。紀俊臣(1986)
研究台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的制定過程發現：由於地方單行法規的制定

過程多元而繁雜，地方行政系統往往主導了地方單行法規的制定過程，而政治

力活動在地方單行法規制定過程中的角色扮演並不明顯。於是，對於制訂分區

管制規則時是否給予在地居民直接參與的機會，將會影響管制規則執行時能否

達成目的之考驗。 

一、土地使用分區之意義 

土地使用分區係就國土境內土地依據土地使用計畫(land use plan)劃分各

種土地之使用範圍與若干種類之分區，每一分區分別規定其土地使用性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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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度，限制各土地所有權人就其擁有土地用途之使用，並規定建築物之容積

率、高度與建蔽率等，使區域範圍成為良好的居住、工作、休憩及其他種類

活動之場所，以達成土地使用計畫的理想與目標，謀求土地及建築物之合理

發展；土地使用分區是為了控制土地使用及指導各區域有秩序發展之準則，

避免不相容使用侵入或干擾私人與公共利益間之衝突，提供公共設施之適當

服務，並使市民享有更佳之居住環境。在都市或非都市土地內，座落於不同

的縣市、鄉鎮、地段之土地，會因地理、經濟、社會等因素，釐定各種不同

的使用分區管制, 22此種使用準則係由國家將土地劃分成各種使用分區，規定

每一種使用分區所允許或不允許存在的活動項目，為了管理土地使用而行使

之行政公權力。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劃分方法可分為下列三種: 
1.按空間活動之類別而分區：將同類、同性質或需要性之土地利用，劃為

同一分區。例如：商業區、工業區、鄉村區等。 
2.保護或消極性的使用分區：限制某些區段範圍僅可供作某種特定目的使

用，但不得作為他種用途之土地利用。例如：綠帶、農業區、山坡地

保育區、保護區、生態保育區、古蹟保存區等均屬應限制使用的分區。 
3.許可或鼓勵性的使用分區：指規定在某一適當區段範圍，積極鼓勵作為

某種目的之使用。例如：工業區、工商綜合專用區等。有計畫地開闢

此區域內之土地，並於一定期間內對投資開發者予以積極鼓勵而劃定

之土地使用分區，需以文字說明及用地圖來表示，劃定各種使用分區

之界限，標明每區之使用類別及使用程度。(蘇志超 1999：370-371)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沿革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是發揚於美國的土地使用管制手段 。(吳國聖，1996：
4)美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是都市行政之重要法規，1916 年美國首部土地

綜合(comprehensive)分區管制規則於紐約市立法通過後，由於迅速的推廣及聯

邦政府的支持，1921 年美國商業部長 Herbert Hoover 成立分區管制顧問委員

會，該委員會草提“標準州分區管制授權法案＂，於 1924 年通過後至 1931
年計有 37 州採用本法案。（Clinger Mayer James， 1993：728-729）台灣地區

都市計畫法頒佈後對於 Zoning 一詞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代表其要義，此

後即沿用此名。(鄭國英，1989：26)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三章第 32 條至第 41 條，

對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做了基本的規定並以此為母法，就管制內容而言，台

灣地區的規定與美國大同小異且與美國有很深的淵源。 
台灣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是由上而下(up-down)屬於計畫型的管制方式，

內容包括：性質管制、用途管制和利用集約度管制，直接賦予私人土地開發

權力或禁止、限制土地利用之權力；其管制意旨是讓有限的土地資源能合理

有效運用，使資源配置達到最適利用。實施土地使用管制政策是保護土地資

                                                 
22所謂分區管制：乃是將計畫範圍內的土地，依使用目的、所能供使用之性質與實際需要的不同，
劃定各種不同的使用分區，而各使用分區再視計畫上的需要，將使用強度再細分為若干等級，並
限制不相容的使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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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所採取的一種政府的限制手段，它與整體性國家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有

密不可分的關係，需兼顧質與量並重原則。它將土地依都市土地與非都市土

地劃定各種不同的分區用途，排除有害各分區主要用途之其他使用，維護自

然環境與土地資源的運用。台灣地區土地法與平均地權條例, 23為謀求全國土

地之經濟、合理使用，避免土地資源之誤用與浪費，政府依區域計畫及都市

計畫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及編定各種使用地的規定，期能促使各區之土地利

用合理化，以達適地適用與區域之有計畫且均衡發展。 
台灣地區由於自然地理環境的限制，可供利用之土地面積極為有限，在

天然資源貧乏與經濟發展及社會變遷迅速的環境中，土地問題之複雜性及多

樣性日趨嚴重，不只因為經濟活動本身的多變性及未來需求難以掌控，且土

地無法藉由完全開放市場機制予以運作，容易形成市場失靈。24因此，土地資

源之開發利用與管制益顯重要。台灣地區土地使用規劃制度，源於土地法第

81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得就管轄區內之土地，依國家經濟政策、

地方需要情形及土地所能供使用之性質，分別商同有關機關，編為各種使用

地。」土地法係規範土地政策之基本法，為促進國家領域內土地為最經濟、

最合理之使用，防止國土資源低用、濫用或過度使用，均由政府對於全國土

地加以規劃與管制，以保障社會大眾之長期利益，達到平均地權「地盡其利」

及「地利共享」的宗旨。 
台灣地區的土地使用肇始於土地法(Land Law)，它是規範土地分配、利用

關係之法律。台灣光復初期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度是延續日據時期之土

地管制模式。1949 年政府遷台後的土地使用管制約可區分為三個時期。茲將

此三個時期之內容分述如次： 

1.第一階段：延用日據時期的管制架構 

            政府遷台後，鑒於 1939 年 6 月 8 日國民政府於中國大陸公佈施行的

都市計畫法之條文過於簡要，遂延用日據時期（1936 年 8 月 27 日）所頒

行的「台灣都市計畫相關法令」及同年 12 月 30 日公佈的「台灣都市計

畫令施行細則」，用以管制台灣都市土地的利用與列出各分區不相容的使

用項目，並延續使用至台灣光復後。(吳國聖，1996：9-10)  

       2.第二階段：都市土地分區與強度管制 

        台灣光復以後的社經結構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社會，人口向都市集

中，致使都市地價不斷高漲。1949 至 1953 年間政府實施一連串土地改革

與經濟建設發展計畫措施以加速經濟成長，鼓勵工業發展。1960 年公佈

獎勵投資條列，使佔用農地所設置之工廠就地合法化，導致日後大量優

                                                 
23土地法第 81 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得就直轄區土地，依國家經濟政策、地方需要情
形以及土地所能供使用之性質，分別商同有關機關，編為各種使用地」。平均地權條例第 52 條亦
規定：「為促進土地合理使用，並謀經濟均衡發展，主管機關應依國家經濟政策、地方需要情形、
土地所能提供使用之性質與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規定，全面編定各種土地用途」。 
24造成市場失靈的因素有：公共財、資訊不對稱、自然壟斷與外部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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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農地被變更為非農地使用。又因工商業迅速成長，造成人口大量集中

於都市，使都市土地之使用日趨多樣與複雜化產生外部負效益，造成環

境擁擠以及各類土地使用間不良的干擾。政府為提昇民眾生活環境品

質，促使市、鎮、鄉、街有計畫之均衡發展，依 1964 年 9 月 1 日總統令

修正公佈都市計畫法，將土地區分為住宅區、工業區、商業區等不同使

用區及土地使用性質與強度加以管制，如土地最小基地規模之限制、建

築物最高容積之限制、及建築物建蔽率最大之限制等。 

3.第三階段：非都市土地用地編定管制 

由於工商業繁榮使人口集中於都市，造成公共設施不敷使用，使得

居住環境品質惡化。適逢世界性糧食危機，政府為確保糧源，於 1973 年

10 月特頒「限制建地擴張執行辦法」，嚴格限制優良農田的變更使用。同

年 12 月頒布「實施都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理辦法」限制都市計畫以外

地區的土地非經許可不得擅自建築使用。1974 年頒佈區域計畫法，對非

都市土地進行分區使用管制及用地編定。1986 年底全省十八個縣市的非

都市土地完成土地使用之分區編定。至此，台灣地區轉變為積極性促進

土地使用之經濟效益，提昇環境品質與加強資源保育等管制策略。 
政府實施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原是為了抑制都市無規劃發展的重要手段，

另將較具彈性的「開發許可」作為輔助的管制方式，25開發許可的土地發展權

由政府掌握，待土地開發需求者將開發計畫完整提出，且經開發審查認可後

才賦予土地發展權，（何東波，1997）如工商綜合區審議規範的公布即是其例。
26政府站在土地開發「監督者」的角色對於土地開發需求者所提的整體開發計

畫加以審查，並對其開發內容予以要求與規定。因此，「開發許可制」改變了

台灣地區原來由上而下僵硬的土地使用管制方式，形成一種由下而上的開發

機制，引導私部門參與都市建設的管道，由民間主導提出的整體開發計畫可

減少政府與民間不對稱資訊產生的交易成本。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分析 

實施土地使用管制政策是保護土地資源所採取的一種法律限制手段，

它與整體性國家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Samuels 
(1982：206)主張政府的管制(regulation)本身具有雙重性質(dual nature)，亦即

政府的管制兼具控制（control）與保護（protect）的性質，因此，管制應屬

一種相對的(relative)而非絕對(absolute)的概念。 

                                                 
25台北市依其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的規定，於都市發展局底下設置「台北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
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土地使用開發許可的案件，是銜接都市計畫委員會與建築管理
處的橋樑，都市計畫委員會對於特殊案例會要求送交此委員會審議，此類特殊案例必須於開發許
可審議委員會通過之後才可以交由建管單位核發建照。 
26台灣地區中央政府制訂的法規或政策中，農地釋出方案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是最先將開發
許可引入的制度，之後在工業區檢討、農業區變更使用、工商綜合專用區、媒體事業專用區等都
市計畫審議規範中也都採用開發許可的制度，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也明訂「發展許可制」乃未來國
土經營管理的主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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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效果 

自由經濟體制有時會導致市場失靈，故市政改革者支持公務員以法規

來執行全體社區之利益,爰有 zoning 之管制，茲分述其經濟效果如次： 

1.分區管制與外部性 

經濟學上的外部性係指某一個人的生產或消費會影響到他人的生產

或消費，但此人卻無法將這種對別人的影響在他的生產或消費過程中加

以考慮，一般稱之為鄰里效果(neighborhood effect)或騷擾效果(nuisance 
effect)，此為負的外部性。分區管制之目的即在避免不同使用土地之間所

產生的負外部性，期使土地使用更具有效率，而其效果可反映在不動產

的價格上。故一般認為 zoning 的理論基礎是為了降低負外部效果的。 

2. 管制人口規模工具 

分區管制能促使公共財的提供符合效率的原則，因分區管制可控制

社區人口達到最佳規模，使得公共財的提供能適合居民的偏好，如 Teague
（1996）對於地方財政支出所做的研究，他假設在都會區中有為數極多

的地方政府，居民為選擇其偏好的公共服務，可以在各個地方隨意遷徙。

在以上的假設下，地方公共財的支出可反映出居民的偏好，解決了一般

公共財的支出水準無法透過市場來決定的困擾，同時又可達到最適的人

口規模，此一假設揭示分區管制恰可用來做為管制人口規模之工具。 

3.分區管制與獨占力 

公共選擇理論學者認為政府部門為官僚體系所組成，官僚政治有時

受到特定利益團體影響或主觀性想法而不能達成最大效益。地方政府可

能欲藉著分區管制來獲取獨占力(monopoly power)，以促成轄區內土地價

格的上漲來討好區內選民，分區管制的實施有助於獨占力的取得，獨占

力可分為兩類：一類是某一地主在某一特定地區內對其所提供的服務擁

有獨占力；另一類是地方政府可藉分區管制，控制轄區的土地供給享有

獨占地位。(Buchanan, J. M.，1985：49-55)  

4.財富重分配的工具 

分區管制是一種財富重分配（wealth redistribution）的工具，應視其

為一種過程來分析，而不應將其視為一種狀況來處理。因分區管制為一

行政管理契約，藉著修改分區管制規則或審查個人所提出的變更案件，

逐案地影響到受益與受害的對象，故其過程放在重分配而非在效率，因

分區管制有助於提高受到管制者之財富，故應歸為保護生產者，而非用

來保護消費者。（Michael L. Goetz and Larry E. Wofford，19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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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優缺點 

自由經濟市場體制常因外部性、自然獨占性、公共財之提供及資訊

不對稱等原因導致市場失靈，故以政府公權力及法規做為全體國民之公

眾利益來執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其優缺點如次： (許應信，1997：22-23) 

1.優點 

（1）降低土地使用外部不經濟效果：分區管制之目的即在避免不同使

用之間所產生的負外部性，期使土地使用更具有效率。 
（2）提供經濟效率最佳之公共財：分區管制可使得公共設施的提供能

適合居民的偏好，解決了一般公共財支出的水準無法透過市場來決

定的困擾。 
（3）減少公共服務成本：政府可藉著警察權來施行分區管制措施，促

成轄區內各項公共服務設施能均衡供給，並控制轄區土地供給與發

展，以減少成本支出。 
（4）預防土地之不當使用：分區管制是一種財富重分配的工具，它是

一種過程，所影響到的是受益者，因分區管制有助穩定及提高未被

限制使用者之財富，亦即那些擁有高密度、高強度開發土地者，分

區管制保護其開發權益，使其於法令允許範圍內能充分發揮其土地

效能。 

2.缺點 

（1）管制內容過於制度化缺乏彈性，未能因地制宜：對土地使用管制

制度無法適應社會的需要，是以土地使用違規情況頻傳。 
（2）制度屬於消極性之管制，不為積極性指導地區發展的指標，它對

於新開發、待開發地區或需更新地區難作指導性、策略性之引導。 
（3）只重名目管制缺乏區域性考量與指導原則，影響整體成效。 
（4）政府通盤檢討作業未能適時進行，使得土地變更無法順利進行。 
（5）缺乏誘導性獎勵措施，缺乏由下而上的機能。 
（6）私權衡平未予納入考慮：分區管制對被限制者之私人權益造成所

得懸殊、不公平未有補償措施，加大貧富差距暴利與剝削的機率。 
就上述台灣地區土地使用管制制度的三個時期觀之，土地使用管制是

政府公權力執行之強制行為，基於公共福祉、區域整體均衡發展以及土地資

源保育，限制了土地私有權人的使用權益；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為實施土地使

用計畫的必要手段，其目的不僅在促進土地之有效利用，積極地提昇環境的

品質，更要兼顧社會公平性。台灣地區長期以來的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制度完

全由政府主導，無法適合市場機能之自動調節。土地使用計畫體系架構雖已

呈現隨著都市計畫、區域計畫，非都市土使用管制計畫的實施，而指定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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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與不允許使用之項目類型，管制結果雖略見改善。惟因台灣地區地理環

境特殊及特有之政治、經濟與制度條件等影響，實質上之成效並未如當初計

畫所預期的效果，造成土地無秩序的開發、資源無效率的使用及環境品質惡

質化等情事。例如：宗教用地於現有土地分區制度下出現若干問題，政府並

無依宗教特性做宗教用地分類或對於用地之相關規則是否適用於宗教區位

的選擇以及宗教用地規模之決定等相關問題做考量，顯露出目前土地分區管

制計畫規範不合於市場需求以及體制僵化之問題。 

第四節 民眾參與及永續觀念 

四百年前台灣因為擁有美麗的山川風貌，被世人稱為「福爾摩沙－美麗之

島」。台灣在過去五十餘年的社會發展歷程中，創造了國民所得超過一萬四千美

元的經濟成長奇蹟，在政治上也建立了全民參與的政治民主奇蹟。民眾參與政策

以民主政治多數原則為基礎，影響政府對政策方案之主張與做法，可使民主理念

之平等與政治自由具體化，藉以降低決策衝突，提高決策可行性。政策規劃適度

納入民眾意見達到民眾參與的政策規劃，儼然成為現代化與民主化國家發展之必

然趨勢。惟就整體面觀之，國內參與方式大多不是民眾主動參與。台灣過去以菁

英統治為主之政治形態已有轉變，如在土地規劃使用政策上，民眾參與之聲音越

來越高漲。因此，本研究將民眾參與觀念納入規劃目標之一探討。過去五十餘年

來台灣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導致公害污染嚴重、生態物

種減少、森林及水資源日益匱乏，人們對土地倫理的認知和實踐能力尚嫌不足。

台灣地區的永續發展必須建構在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三大基

礎上，融入資源再生、重新建構土地倫理、.確保環境成本內部化等觀念的落實。 

壹、民眾參與觀念 

隨著社經結構與政治環境的快速變遷與發展及公共事務的日趨龐雜，政府

規模不斷地擴張，卻也造成預算赤字的增加及政府部門績效不彰的「政府失靈」

現象。公共選擇理論學派的學者大聲疾呼，在可能的範圍內，政府應將其職能

交由私部門承擔，並儘可能減少政府的干預。1980 年代初期，各國紛紛相繼推

動政府的再造與革新，在公共選擇等理論的影響下，政府組織及員額的裁減已

成為各國革新運動中的重點項目，企圖建立一個「小而美，小而能」的政府。

從各國政府再造的經驗中，可以看到確實收到了成效但仍不夠明顯，甚至人民

不滿的聲音仍未消退。綜觀其原因，各國在政府再造的範疇中，大多強調縮減

行政組織、民營化、改善行政績效。在各國政府規模普遍縮減而公共事務不斷

增加的情況下，為因應不斷變遷的內、外部環境與提昇政府效能，政府必須與

其他非政府部門結盟。即在治理上，政府已不再具有獨佔的地位，大有為之萬

能政府並非最佳之政府型態，而必須摻入「民眾參與」（public participation）的

要素，建立一個更具「回應性」（responsiveness）的公民性政府。 

一、民眾參與之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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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基本精神是人民參與「公共事務的管理」，藉由各種途徑來

表達他們的意見。民主政治既然是以民意為依歸，以參與為手段，如何增進

人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便成為民主國家致力追求的目標之一。（張潤書，

2000：489）爰此，在現今的民主社會中，政府為獲得民眾對決策的回應及公

共服務的支持，必須尋找有效的民眾涉入政府事務方式，致當代的公共行政

運作已被認定為具有增加民眾涉入的特色。（陳金貴，1992：96）「參與」

意指對於某種行動的分享（take a part or share with），（許文傑，2000：68）
因此，簡言之，「民眾參與」即指一個社群之中的民眾得以共同分享決策的

行動。它涉及一種權力的再分配，使那些原本被排除在政治、經濟與決策過

程之外的民眾，也能對決策產生影響力。（Arnstein，1969：216） 

二、民眾參與的時機與目的 

從計畫或政策的開端、設計、規劃至推行，凡影響民眾權利的階段均可

為民眾參與的時機。民眾參與的項目含政策的計畫、設計、規劃、付諸實行，

凡影響民眾權利的項目均可為民眾參與的項目。（Arnstin，1969：218）Wang
（2001：323）指出：民眾涉入政府決策，並得以成為決策者有許多原因，主

要可分為政府內部管理制度的需求以及外部團體的壓力兩層。民眾參與可分

為政府開放民眾參與和民眾主動參與兩部分，其參與之目的分述如次：  

（一）開放民眾參與之目的 

1.促進政策的接受度與可行性 

Wang（2001）指出政府政策可能照顧到某一群體，但也可能對另一

族群造成損害，透過民眾參與和各個利益團體、民眾間的互動，有助於

公眾與公眾間、公眾與政府間的瞭解，提升政策的接受度。 

2.提升政府的權威與整體形象 

Rowe and Frewer（2000）指出政府可透過民眾參與，提升民眾對政

府的信任，強化政府施政的權威性與整體形象。 

（二）民眾主動參與之目的 

1.自身權益的保障 

公共事務政策的施行直接影響到民眾權益，民眾可透過參與方式，

表達本身的意見與感受，並藉以影響決策保障的自身權益。 

2.減少疏離感與自身的學習成長 

Creighton（1981）指出民眾參與公共事務源自懼於疏離感的產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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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操控官僚機制，而Webler and Tuler（2000）進一步指出在參與過程

中，透過個人與個人間、個人與團體間的接觸與互動，將產生建設性的

互動影響（constructive interaction），個人在參與過程中將學習瞭解他人

的需求與處境，以尋求一個能改善與增進公共利益的最終決策，並從中

獲得自身的人格成長。 
茲將上述民眾參與的目標歸納為下列三點： 

1.提供權益保障的機會 

不論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民眾參與過程，受害者與受益者於先

天或後天條件上未必立足於平等原則，但提供了可爭取自身權益的機會。 

2.健全規劃之資訊提供及交流 

政府與民眾對於同一政策常有不同的價值判斷與需求取向，而各個民

眾間彼此也存在著偏好差異，藉由民眾參與可促進各方觀點、資訊的提供

與傳播，彌補單一規劃者可能產生的武斷決策，健全切合實際的規劃策略。 

3.強化計畫執行的力量 

藉由不同參與者的意見、協商及談判等參與行為，使政策、策略具有

「大部分人認同」或「對多數人有利」的基礎，可強化計畫的執行力量。 

三、民眾參與之方式 

民眾參與的方式很多，Arnstein（1969：216-224）根據參與影響力程度將

民眾參與的形式分為八個階段，Arnstein 的「民眾參與階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如同階梯一般，越上面的階段代表參與程度越高，可以成為檢

視民眾參與程度的標準參考架構：Arnstein另於1977 年將其民眾參與階梯從

原本八階修正為六階，且有較為清楚說明如次：（陳金貴，1993：20-21） 

1.政府權力（government power）： 

政府運用權力而缺乏與民眾溝通之管道，包括使用調查、合法及強

制性的行動。 

2.告知（information）： 

有如政策宣導般，政府說、人民聽，所使用的方式有公聽會、提供

新聞和其他資訊策略。 

3.諮詢1（consultation 1）： 

政府要求民眾有限度的投入且不情願聽取意見。所採用的方式為公

聽會、形式上的會議和諮詢委員會，並對正式提案非參與階段的要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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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反應。 

4.諮詢2（consultation 2）： 

政府要求民眾提供有意義的投入且願意聽取意見。方式有公民顧問

委員會、公聽會、非正式會議及持續的對話。 

5.權力分享（power sharing）： 

由民眾和政府共同解決問題。此時通常民眾參與的方式有建立公民

團體基金以雇用技術顧問和執行方案、政府和民眾團體共同召開會議以

及民眾之監督與糾察。 

6.公民權力（citizen power）： 

民眾擁有完全之自主權。例如民間所成立之義勇消防隊、民眾調查

以及公民發展和方案的執行。 

表3-4 民眾參與階梯 

民眾參與階梯 民眾參與的內容程度 民眾參與的方法 

 
公民權立 

 
不需要政府溝通的公民行動

1.義勇消防隊 
2.民眾調查 
3.民眾發展和方案執行 

權力分享 民眾和政府共同解決問題 

1.建立公民團體基金以雇用技術顧問

或執行方案 
2.民眾監督及糾察政府與公民團體共

同召開會議 

諮詢1 
政府要求民眾提供有意義的

投入且願聽取意見 

1.公民顧問委員會 
2.非正式會議 
3.持續的對話 
4.公聽會 

 
諮詢2 

政府要求民眾有限的

投入且不情願聽取意見 

1.公聽會 
2.對民眾正式提案的要求有所反應 
3.形式上的會議及諮詢委員會 

告知 政府說，民眾聽 
1.公聽會 
2.提供新聞或其他諮詢策略如：信函

等 

政府權力 不需要民眾溝通的政府行動
1.政府調查 
2.合法和強迫行動 

資料來源：謝慶達,198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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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年Fagence 針對Arnstein 建立的民眾參與階梯提出參與方式的分類法： 

1.普通的方式： 

此模式屬於較被動的參與模式，民眾參與程度不高。參與行動對政

府單位規劃過程及決策結果並無影響力，參與方法如展覽、公聽會、資

訊文件的出版、問卷調查、文獻報導及公民投票等。 

2.創新的模式： 

此方式屬於較專業的參與技術，因專業性高，對參與之事項瞭解程

度亦較高，因此也較能影響決策過程。其方法包括德爾菲法、記名團體

法、遊戲模擬及情境敘述等。 

3.自助的方式： 

由相關人員為某特定議題採特定的參與方式，如製作自助手冊、規

劃參與、社區發展組織、專案小組、鄰里促進協會工作小組等。 

4.改善的方式： 

重點在於增進溝通效果，其參與方式著重在傳播技術的溝通改進。 
以上主要為國外民眾參與方式類型的區分與介紹，相對於國外參與方式

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國內由於引入民眾參與公共事務之觀念較晚，歸納

台灣地區較普遍運用的民眾參與方式如下：（柯三吉，1991） 

1.公聽會： 

指以公開說明或辯論方式，針對政策或方案的目標、內容及效果等

各方面進行言詞辯論為主的意見陳述，藉以溝通看法、求取事實。此外，

由於場地、主辦單位等不同限制與考慮，公聽會的形式又可分為開放式

與封閉式兩種：開放式的公聽會對各方民眾皆可與會討論或列席旁聽，

封閉式的公聽會僅邀請與政策有關之個人和團體參加，惟公聽會大多是

在政策已達初步協議但未正式定案前舉行，民眾所能發揮的影響力相對

較少。 

2.說明會： 

係由決策者就其負責之政策內容在職權範圍內，向與會民眾公開解

釋決策的意涵，或對民眾質疑部份提出言詞辯護或說明，以取得民眾的

認同與瞭解。說明會主要在表現決策者之觀點與立場，或澄清政策內容

模糊不清部分。因此，性質頗類似決策者為其政策或計畫進行辯護與內

容的宣示。 

3.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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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辦單位、專業者與民眾直接進行意見諮詢與溝通，但與會者可

能為事先已被主辦單位選定，且受邀參與座談會民眾有人數上的限制，

故其立場往往有時受到質疑。 

4.展示會： 

透過影帶、圖片等視聽傳播效果，將政策的內容及規劃過程呈現在

參與者面前，由於展示內容及展示方式簡單、明瞭、生動的特性，使民

眾在參觀的交流過程能獲得相當程度的瞭解。 

5.資訊或刊物的出版： 

由政府或主辦單位定期、不定期的將有關政策的內容、訊息，以刊

物、報紙的方式傳達予民眾。 

6.問卷或民意調查： 

此為探詢廣大民眾意見的普遍方式，受訪民眾可擴展到各層級，但

問卷與民意調查也有其技術面的課題，如果要準確的藉由此方式獲得正

確的民意，事前的問卷設計、抽樣選取與事後分析工作皆非常重要。 

7.協商談判： 

Harter（1983）指出公眾參與亦可透過居民代表與公共政策權責單位

之談判制訂決策。依美國環保署或其他美國機關之運作實務，此談判機

制應具有如下三種特徵：（Fiorino,1990） 
a.談判作法是傳統上「告知－意見徵詢的規劃過程」（notice-comment 

rule making process）之互補作法，並不是捨棄傳統作法（如公聽會

等）而一味的只用談判。 
b.參與談判的主管機關只要不違背其法定執掌，也可將談判委員會之共

識視為具文規則（proposed rule）。 
c.談判委員會依法具有運作整體談判之實質權力，委員會可自主建立運

作規範、談判議題等。 

8.投票方式： 

通常為社區性、鄰里性公共事務有多項替選方案進行選擇時所採用

的方式，每個人均有平等影響最終決策的機會。惟由於國內現階段並無

所謂的公民投票法，投票方式通常用於地方性且爭議性不大的決策，投

票的結果也無法定的強制力，投票的結果若與現行相關法律有所抵觸而

不被允許執行。 

9.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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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政府施政事務的性質，邀請具有代表性和關切該項施政的民

眾，組織諮詢委員會，扮演建議與諮詢的角色，並協助做成政策，惟諮

詢委員會委員係由政府官員選定，大部分的情況下是從相關的團體會員

中選出，並不是由民眾選出。因此，在委員的代表性不足且意見往往不

具批判性的情況下，諮詢委員會的功能常受到外界質疑。 

10.民眾自組性委員會組織： 

委員會由一般民眾所發起、組織，成員除地方居民、受邀的專家學

者外，也可包括感興趣的其他地區民眾、熱心協助的專業者與政府單位

出席代表，運作方式大多先進行委員會內部的討論，於有一定共識或共

同訴求後再與政府接觸並要求相當程度的回應，就參與程度而言，此方

式展現的民眾權力的高度參與，但委員會內需有嚴謹的運作規章，否則

易為某特定團體操控而成為其競逐私利的工具。 

11.共同生產方式（co-production）： 

這種民眾參與方式其方法的運作可分為：a.談判式：指隨時隨地由政

府與民眾面對面的解決問題，當然政府官員需有相當高的談判能力；b.
契約式：即政府與民間團體訂定契約，由民間或民眾負責資政過程的某

些部分，以分擔政策責任；c.互補式：請民間團體或民眾直接參與政策規

劃或執行過程，以減少意見衝突。 

12.自力救濟方式： 

包括示威、遊行、靜坐抗議等手段的方式為常見的民眾參與途徑。

通常民眾於正式管道無法表現本身訴求或影響決策時，自力救濟常是最

後被迫使用的手段，藉此產生對決策者的壓力與影響決策者的決策方向

和速度，亦可被視為一種「有效」的參與方式。 
綜合上述民眾參與方式的歸納整理，顯示台灣地區民眾參與的方式並無國

外的多樣性。若從個別參與方式觀之，以Arnstein（1969）的民眾參與階梯為評

斷基準，除投票、民眾自組委員會方式外，國內民眾參與方式最常見的方式如

公聽會、說明會、電訪民意調查方式是屬於較下階層的參與階梯。其中自力救

濟方式可視為民眾對現階段政府開放民眾參與方式不滿而採取的體制外途徑。

本研究在隨後欲做與宗教事務相關的深度訪談之民眾或團體，將其意見反應於

本研究設計之審議模型中，期能收集多方的意見使本研究提出之模型更甄完整。 

貳、永續發展觀念 

環境是一種空間資源的統稱，亦是一切事物存在的場所，它是一個非常複

雜的體系，具有主體與客體相互影響的關係。環境一詞可謂對主體而言，凡影

響主體或被主體所影響的內外部空間、物質、能量、與生物（包括人）等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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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條件及因素的客體。環境基本上存在著兩個以上的對象，而將環境存在的

多種對象以共生、再生行為來維繫其間互為存在的關係，則是環境存在的特質。

人類為求生存、生活與生產的需要，在自然的生態環境中所營構人為的生存、

生活與生產環境綜合而成的四種環境簡稱四生環境：即生態環境（ecological 
environmet）、生存環境（survival environment）、生活環境（living environment）、
生產環境（production environment），亦稱為 E.S.L.P. Environment。它是人類經

過長時間對自然環境的觀察、適應、學習、利用與開發活動行為的智慧表現。

（陳錦賜，1998: B1-1-16~B1-1-19。）四生環境中的生態環境與生存環境是人類

成長動力之泉，具有生命力價值；生活環境與生產環境是人類發展動力之源，

具有競爭力價值。 

一、永續性之實質意涵 

在 1980 年的兩項公共討論會議中(Lester Brown’s Building a Sustainable 
Society, INCN, UNEP, WWF’s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將永續發展引導為

廣泛的使用，而後在 1987 年於奧斯陸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提出的《我

們共同的未來》一書中，提出永續發展的真諦是促進當代的發展，但不得損

害後代子孫生存發展的權利。27本研究將永續發展兩個重要概念分述如次： 

（一）需要的概念 

尤其是世界貧困人民的基本需要(needs)應放在特別優先位置考量。 

（二）限制的概念 

係指技術狀況和社會組織對環境滿足眼前和未來需要能力所施加的

限制(limitations)。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所提之報告，其目標在導引銀

行家、開發商、經濟學者、生物學者從不同角度來共同討論。環境學者

認為要了解森林、河流和地球及美好的未來，犧牲及困苦是必須的。 
一般而言，永續發展至少包括以下三個觀念： 

（一）資源再生系統 

觀念永續性系統是資源再生比率等於或大於消費比率，例如：花園

的再生資源系統，土壤的營養份是在植物的成長與腐朽系統中永續；而

不可再生系統(non-renewable system)，如石油和煤礦需要千萬年才能形

成，但卻快速的被使用且供給日漸減少，由於使用這些不可再生資源系

統的資源，更造成空氣及水的污染。 

（二）環境倫理觀念 

                                                 
27（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 be defined a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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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性成長不是一直線系統的思考，在真實世界中，很少呈直線的

系統能達到永續。而資源再生系統卻能讓我們達到永續，因而資源再生

系統給我們一個環狀循環觀念及再利用的想法，迫使我們每次在製造或

使用時考慮到資源存量。另一方面，環境倫理觀念也是資源再生循環系

統的重要環節，可幫助我們創造永續的文化系統，並透過精神面及教育

面的教導，傳達資源永續利用的觀念。 

（三）團體（組織）力量的觀念 

健康有活力的社會乃依賴有智慧的組織與團體集結，以創造團體榮

譽與責任感的力量，並避免與狹窄世界觀的人造成衝突。1990 年〈多倫

多宣言－世界城市及其環境〉(The Toronto Declaration on World Cities and 
Their Environment)將永續發展觀念由過去政府中央的施政方案，落實到

地方性組織及人民。在 1992 年於巴西里約熱內盧之地球高峰會議中，《21
世紀議程》促請各國研擬永續發展的具體政策與計畫。1996 年於土耳其

伊斯坦堡召開之城市高峰會議，針對全球都市危機謀求可行之行動與對

策，以促使全球達到健康、安全、平等及永續四大目標。自此之後，永

續發展的研究與履行不但成為全球各國在發展上優先研究的對象，更是

制定發展計畫時優先考慮的基本原則之一。 

二、永續土地經營理念 

1987 年聯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所揭示的「永續發展」意涵，即「滿足當代的需

要，而不損及後代滿足其需要的發展機會」的精神。1922年頒佈的「二十一

世紀議程」與「里約宣言」，讓永續的理念成為世界各國環境政策的終極目

標。台灣長期以來一直以追求經濟成長作為衡量政府施政績效的指標，國土

利用的整體規劃綱要計畫－『國土綜合開發計畫』，乃希望透過生活環境的

改善，生產環境的建設及生態環境的維護，落實永續發展的理念。台灣環境

議題中有一個相當關鍵的面向，即土地資源的濫用與掠奪。隨著1980年代高

度依賴金融資本的新國際分工之形成，台灣在調整其經濟發展策略的同時，

城鄉移民的腳步也更加快速，並集中在以提供金融服務為主的幾個都市，造

成都市迅速擴張；同時，由於威權體制的鬆動，一方面必須釋放更多經濟利

益來攏絡資本家以維繫政權的穩定，另一方面在台灣邁向國際化的過程中，

自由市場機制加速了利潤再生產的效率，從而給予財團充分運用經濟發展的

契機投入土地炒作。失去控制的都市擴張與土地炒作，不僅造成都市生活品

質的急速惡化，更使得土地資源迅速耗竭，原有的都市土地已無法滿足各類

需求，土地炒作的腳步即以鯨吞蠶食的方式，向都市邊緣地帶擴張，其開發

形態除了彌補都市住宅用地的不足之外，還包括墓地、高爾夫球場以及休閒

娛樂用地如遊樂區等，結果造成台灣都市邊緣的山坡地遭到不當的濫墾、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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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濫建、濫伐等破壞。 
辛晚教（1982：28）提出廣義的「土地使用」包括居住、經濟活動、公

共設施及交通運輸設施。它與都市計畫所含括之範疇相同，在都市計畫法第3
條中明文指示：「係指在一定地區內有關都市生活之經濟、衛生、保安、國

防、文教、康樂等重要設施，作有計畫之發展，並對土地使用作合理之規劃

而言」。這樣的制訂土地使用計畫，積極面是促進土地資源之合理且有效分

配各種活動使用，消極面是防止土地資源之不用、低度使用、誤用或濫用。

如此一昧的以人類生活需求為導向的土地使用規劃，近年來已對環境生態造

成了嚴重的破壞。土地問題不僅以都市擴張為核心意識出現，在地少人稠的

台灣，土地資源的爭奪，不僅發生在都市邊緣地區，非都市地區邊緣地帶，

也相繼淪為工業用地、新市鎮覬覦的對象，特別是在台灣西部沿岸，海岸溼

地、低地、海埔新生地紛紛被大型工業區取代，六輕所在地的雲林縣麥寮、

彰濱工業區、濱南工業區等皆是為滿足工業發展所需而形成的；甚至在陡峭

的山坡地上，亦難逃遭到開發破壞的命運，如新竹關西機械工業區即企圖在

此大興土木。這些遠離都市及人群的工業區對環境造成的衝擊，雖然不再直

接以「公害」的面貌出現威脅人類，但卻更徹底地對生態體系的平衡造成傷

害，這類挑戰生態系列平衡的環境議題在台灣益發嚴重。 
時常聽到這樣的對白:「在農地上挖漁塭、在山坡地上蓋房子有何不好」？

基本上，持這種看法的人對於土地的過去與未來根本都視而不見，他們僅在

乎眼前的利益。所以，他們對於土地倫理的認知和實踐，根本缺乏基本能力

的養成，這也是現今台灣人面對土地經營管理的盲點，「瞭解土地的歷史和傳

承」是突破這個盲點的不二法門。我們從環境災害與人文活動的時空特性來

看，其實二者是相互重疊的。對於土地使用來說，天災是強烈的自然環境變

化，對於生活將產生嚴重的衝擊。而災害如果是週期性的發生，在求助無門

的情況下，土地使用的空間結構將有可能自我毀滅。因此，有不少學者紛紛

從不同的角度來探討如何衡量土地使用與環境發展之間的關係，而最為人所

倡導的即是「容受力」分析。生態學家 Odum(1983)以生態管理系統的觀點將

容受力定義為「生態環境所能支持生物品種的最大量」；李永展（1996）則

建構在永續發展的理念下將其定義為：「在為永久減損某個集居地人口為生

態系統生產力下，該集居地所能永久支持的最大人口數」。傳統土地使用對

於環境災害的容受力，已到達瀕臨瓦解的臨界值。因此，永續的土地利用將

為改善生活環境的一個契機，以重新塑造與永續發展相容的生活環境。 
倫理學的擴展是生態演化的一個過程，就生態而言，倫理規範是對生存

奮鬥中的行動自由加以限制，也就是必須有「共生」的合作模式；Leopold 將

土地的倫理規範擴展到包括土地、水、動物和植物，或者可以統稱為「土地」。

Leopold, 1949：吳美真譯 1998）簡言之，土地倫理將人類的角色從「土地征

服者」轉化成「使用土地的一員」，這也暗示著人對於「生命共同體」內的其

他成員，以及對這個社區的尊重。人類事實上只是生物群的一員，但截至目

 110



第參章 理論基礎與應用 

前為止，我們只以人類的進取精神來解讀許多歷史事件。然而，這些事件其

實是人和土地間一種生物性的互動。由這個角度來看，地球生命體系是人類

與其他生命體、自然(實質)因素及力量，共生共存所凝聚不可分的整體。其生

命力與所有組成體之存在與完整，有著既不可或缺又必須互相依存的關係，

沒有一種物種對地球環境有絕對役用權。人類所有的決策及其實行，均須基

於「所有生命(包括人類自身)的存續，只有在確保生命共同體的完整與褔利下

才能實現」的前提。因此，為了重建土地倫理，至少應該有以下幾個原則是

我們必須共同遵守的。 

（一）建立新環境典範 

土地倫理的重建需要全面性的典範移轉，也就是必須以「新環境典範」

取代「主流社會典範」。(李永展，1999：12)土地倫理的願景取決於社會對

新環境典範的廣泛認識，這個觀念的提倡需要大大地改變人們對知識的認

知及應用，也需要克服社會大眾的幻覺：「簡化論」及「斷章取義」可以提

供所有挑戰的通用答案。因此，人們不應僅侷限於知識的取得，更重要的

是學習如何去發問及實踐。當我們思考人類的現況及其對未來的影響，會

讓我們探討以下的問題，引導我們作決策的模式是否和土地倫理相容？目

前的決定究竟是創造資產或負債？那些生活品質的改善危害了土地倫理的

完整性？如何使個人的「成功」和土地倫理相容？ 
地球是人類共同的居所，我們應致力於平等共享地球環境之利益，且

共同承擔因使用環境資源所造成的後果。各個國家、各種民族及人類的每

個世代均應享有地球環境之社會及經濟效用。透過新的環境倫理觀，我們

被迫必須承認，所有人類擁有均等的權利去追求個人快樂及榮華與保護我

們的生存環境。尊重此項權利的關鍵性在於每個人追求生活品質及個人福

祉之際，將間接貢獻於全生命體系的延續及福利。甚至，因為環境惡化是

長期累積所致，為了維讓未來世代的權益，我們尤須貫徹執行事先預防環

境惡化之政策。(World Environment Day, 1997)  

（二）共構綠化科學與預警原則 

科學是人類認識環境的基礎，評價環境服務及環境政策的中心問題即

在於生態過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 IISD，

1994)，然其影響及應用，往往嚴重威脅生態系統和人類社會的穩定。因此，

我們應當重新審思在科學掛帥下，社會應有的期望與責任。指導科技發展

與應用的原則應考慮大自然的容受力以及全生命體系極其複雜的互相關

聯，鼓勵發展對環境友善的科技及環境資訊的累積。此外，科技應用事前

與事後均應受嚴格的影響評估，以免造成不可逆轉的傷害。全球應廣泛交

流上述之努力結果，促進更進一步的合作，以延續更永績的未來。(World 
Environment Day, 1997)而預警原則是一種環境保險理念，也是一種規避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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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略，其意義在於預期潛在自然環境損害時便事先採取若干防止措施，

而不是等到損害確定後才採取行動。 

（三）確保環境成本內部化 

依據三面向(環境、社會、經濟)定義的永續發展，可以引伸經濟面的定

義為「生產效率」及「分配效率」。（李永展，1996：106-113）其中效率即

指利用最少資源達到既定之產出或者以既定資源達到最大產出，而環境成

本的內部化即為達到效率的手段之一。提高生產效率可以降低資源的浪費

及限制環境容受力的需求，這是因為避免環境損害及最小化生產過程中的

浪費通常比進行補救及修復更有效率，使有效率的環境保護政策可以降低

環境成本。資源使用效率需要以對生產者投入訂價以及由消費者對最終財

貨及服務反應產品的成本作為條件，事實上，長久以來對環境價值無法定

義其財產權及訂價。因此，生產者在生產過程中並未將環境價值列為成本，

且對其生產時產生的外部性亦未列入考量，導致資源使用的扭曲和配置無

效率。土地資源的永續利用應包含「公平」與「效率」兩部分。根據 Van Liern 
（1994：136）土地永續使用的規劃層面分述如次： 

1.對於土地使用之型態，訂定相符之使用類別，以避免對環境造成負面之

影響。 
2.土地使用及使用行為的改變：對於地區環境之土地使用進行改善環境品

質之相關規範與計畫。 
土地使用及規劃作業不是固定的，它會隨著一區域社經變遷而改變。

（黃書禮，2000）因此，所謂適宜性土地使用，必須為一地區可永續使用

的類別，永續土地利用可定義為在追求社經永續性以滿足當代人類需求

下，由長期觀點制訂及執行土地使用政策的工具，使各種土地使用能有適

宜的區位，改善空間及實質環境，以達最適土地使用以及自然資源保護的

環境永續性。（Van Liern ，1994）基此，關於土地利用之議題，由人文生

態之系統關係得知，人類對於自然資源之使用行為（即土地使用活動），

實應透過人類本身力量之控制，此控制力量包括兩方面，其一為政府制度

的公共力量，如政策、法令、體系等；其二為當地居民之個人意願，如居

民對環境之展望、認知與利用。藉由兩方面力量控制管理人為土地的使用

活動，以達資源合理有效利用與環境保育之目的。（轉引自黃書禮，2000：
29）許多文獻對於台灣地區國土規劃與管理提出新的發展方向，如：李永

展（1994）的「生態國家之國土規劃觀念初探」；蔡勳雄（1995）的「台

灣地區國土規劃利用之新架構」；陳子淳（1998）的「土地開發與環境資

源之管理與對策：整合生態與基礎之土地使用規劃」；劉玉山（1999）的

「國土規劃的發展趨勢」等研究，皆在討論國土規劃的相關課題，提出生

態土地使用規劃的觀點，使國土利用得以永續發展。所以，調整台灣地區

的國土規劃與利用管理體制是必需而且是環境管理的基本工作，應使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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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國土規劃與管理納入生態觀以及永續發展等相關理念，妥善使用適

宜的環境管理工具和手段，確實執行管制，以達成永續國土之目的。 
 

 
制訂土地使用規範 

空間及實質條件改善

決定土地使用

類別及規劃 

目的： 
--環境永續性

--社經永續性

 
 

 
 

永續性土地

使用規劃 

 
 
 
 
 

 

資料來源：黃書禮,2000，32。 

圖 3-8  Van Lier 土地永續利用意涵圖 

三、永續性的環境發展 

人類依賴環境而延續生命，因此，人類與環境間存在著互賴共生的關係。

自然生態環境是萬物賴以維生的泉源。1960 年代對都市環境有識之士及政府有關

部門掀起環境改造運動，企圖透過「生態文化」、「科技文明」與「環境再生」思

想來提昇都市的環境發展，進而建構出環境再生理論體系。在都市發展中，宗教

用地及其設施並不隨著都市更新而改變其用途，更需藉由永續都市之概念與目

標，作為宗教用地及其設施永續經營的發展原則。台灣地區的永續發展必須建構

在能兼顧海島「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正義」三大基礎上。當人們以單獨的

個體無法對等因應社會環境的衝擊時，人們群體的力量需要加集在一起，整合總

體發展的觀念。因國土永續終究必須源自一個開放、參與、民主的程序，而市民

與團體就在此過程中針對社區未來的願景共同思考、計畫、落實。永續經營的最

高目標應在於精神富足的生活環境，它與宗教對於信眾精神富足之關照同出一

轍，都是在追求永續的精神文明。 
宗教建築除提供宗教活動與精神寄託及修持之外，信仰場所之空間與其

環境如何在此精神文明之追求上加以滿足，成為宗教建築空間營造之重要課

題。此外，由於各宗教團體對於本身宗教之特色與需求分別對於座落位置有

不同之偏好。因此，在宗教用地的使用與開發上應秉持著永續發展理念，納

入資源環境再生等觀念，在維持自然資本存量下進行土地資源之開發與管

理，其應注意的議題有：改善都市管理、鼓勵地區發展；倡導人們永續性的

土地使用規劃與管理。利用土地登記制度發展國家土地登錄及分類系統、建

立有效率及群眾可參與的土地買賣市場、鼓勵公私的合作以管理土地資源、

建立土地所有權的適當型式、發展財政與土地使用規劃方案以促進更合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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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優良環境品質的土地資源利用、鼓勵窮人擁有或利用土地、採行綜合性

土地使用政策、鼓勵群眾參與自發性檢視未規劃的環境敏感地區之問題所

在；倡導在災害敏感區內的居住地之規劃與管理。加強安全文化、擬定災後

重建及復甦計畫。以土地使用需具永續性規劃的手法，從上位擬定土地使用

政策，以作為土地利用之基石。  

台灣地區的宗教設施亦應逐步邁向永續利用的方向與發展，以符合宗教

對生命、對環境的尊重。關於宗教設施可永續利用應包含的項目為： 

1.敷地的永續計畫 

宗教設施之地點選址考量、配置、座向、與鄰棟建物之設計應對；

敷地的生態循環：對基地內陽光、水、土之珍惜、宗教設施外部建立共

生的水循環系統、符合綠建築與綠化建築評估指標、利用植物根系與微

生物作用，將污水淨化的生態污水系統。 

2.宗教設施之永續 

建材使用的回收設計與再製成建材運用、採用不耗電力之硬體設備

系統、盡量利用自然導光設計、使用低沖水量衛生系統、雨水保存與分

層分級再利用等思維，應可落實於宗教設施的興建之中，此乃值得鼓勵

與推展的永續發展方向。本研究認為政府在治理宗教用地變更審議亦應

秉持「三生原則」，以符合人類為求生存、生活與生產的需要， (John M. 
De Grove, 1996)用以去蕪存菁，輔導能合乎條件的宗教團體之用地與設施

早日得以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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