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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宜蘭的埠川興築契約﹒

交易成本的分析
于學平、蕭丁倖*

摘要

從合作興築埠圳所要進行的活動為出發點，我們以五個可被直屬鹽)J及分析
者共問觀察的客觀因素來討論興單方式的選擇，並得出影響翼約選擇的五個假說
。實置的結果顯示，在影響眾農台盟與請埠圳主輿揖兩種型約選擇的因素中，較

顯著的是灌i前面積和水桶。灌溉面積影響埠圳組織的運作成本和水租的收集成本
:水揖則影響興華埠圳的資金華集成本。不論是無限長期的請圳主翼約聽垂直整
合眾農合囂，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在清朝宜蘭的埠圳興草裡，主觀交易成本理論

不僅可以解釋其中的聾的選擇，盡可提供一個台灣早期經濟得以順利費厲的解釋
。

壹、緒

τ3

從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束，除7 原住民、荷蘭人外，台灣地區大致上可以說
是閩、早早等外來移民的活動聾台。這些移民必讀衝破明清之酷的海禁與黑水搏鬥

車于'*平為國立清華大學組濟系副教授:蕭丁倖則在同系碩士推畢業，蹺，任職於
主主手表股份有限公司。本文的稍早版本曾經提交台灣大學主辦的第一屆台灣經濟
史研討令中發表。作者感謝參與研討者，尤其詐松根教授的批評與建議。作者

十二萬分感謝中央研究院王世慶、張先志教授，師大附中黃文娟老師的歷史與
地理資料協助，並感謝莊慧玲教授、魏尚;主同學在Ll MDEP軟體應用上的指點。
沒有他們的熱也指正，這個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不過，文中的錯誤是作者
無可親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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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到達「美麗之島」矗立軍圈。在這樣子的條件下，

í 新世界」裡的先民們

並不能藉由政府的戚迫)J量， f畫佔原住民所控制的竹自然資源以聽廣經濟建設。
關於這一段期間的台灣歷史，立獻呈現出兩事重要的體展。一者，這些先民竟然

能鞠結合起來而非陷於「霍布斯體林 J

0 二者，他們並控有像美國軒民期間大規

模地以武對屠殺原住民。由此角度來看，台灣的濟開發史是特別有意義的。

從庇古 (Pigou) 與賽擇生( Samue 1son )以來，輝濟學界一直以「外部世」
「公共財」厲由來合理化政府平預與社會計劃。雖然迄今影響有限，寇斯 (C一

口 ase ，

1988) 曾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與証據。在《輝濟學中的燈塔》一文中，

他詳細的追雕英國燈塔的企共建設歷史。與一般學者所詛麗的夫相連崖，他發現

早期的燈塔都是民聞自力完成，而極才運漸爵iT{;(府所取代。民間如何能夠克服「

外部世」、「公共財」等經濟學家所誤認的問題，而完成燈塔的興革與扭營呢?
這必讀在單斯較早發表的論文裡才能找到答案。在《廠商的本實》一文中，他指

出不論廠商或市場裡都牽涉笠島，因此不竟發生交易fflG本。在《社會成本的問題

》中，他更進一步晴示可沒有所謂的「社會成本 J

'以至於與其相關的「社會成

本」。只要直屬成本鞠小，人與人之間自然能拘完成財產權的直裊，而無讀藉由
政府的強制訂。由寇斯理論的角度來看，政府的出現表示人興人之間找著了「政
府」此一組騙來械低貢品成本。只有在此理論架構下，我們才能認清「政府組攝
」是搞人民服甜的。當政府不過是一種降低吏昂丘克本的組攝時，我們並無法排除

無政府狀態下的社會可能存在一些其它潤滑人典人之間開f系的制度，並使主島活
動得J;_)順利展開。換言之，在霍布斯叢林與公共財南理論外，本文提取盧斯的主
事成本理論來揖討社會經濟壘展過程中的水利問題。

寇斯 (Coase ，

1992 )曾為文呼籲:直屬成本鱷酒巴輝到 7 要多做實聾的地步

，特別要從實地去研究翼約與廠商活動著手。事實上，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

組濟學者引用實際的畏的資料，來聽誼史島成本經濟學的一些體說。本主的目的
即在應用交易成本理論來分析清代台灣先民在蘭暢平原上興華埠圳時所遺留下來

保存主的水利翼約。

1 位連這些聖約中我們可i以知道宜蘭先民揖取了不的埠圳興

軍方式。不同 15式的埠均 11興華聲用當然會有所不同;但是，這些冀的與其它文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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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能充分提供坤圳興軍費用的相關資料。扭量，我們並不能直接地催生產成本

的傳統分析方法來揖討快定先民興華埠圳方式置擇的因素。另外，埠圳的興聶並

非一人即可完成的，它必然地牽涉到多人的合作。因此，我們從交易nlG本理論的
應用來探討興建埠圳時的型的選擇是特別有意聶的。

本文選擇水利翼約作為研究的對象乃基於j以下兩個理由:算

，農業生產中

，勞力、土地與水利是最重的三種投入困難。有關組古持動與土地這兩種投入因

擇的興約選擇研究日租出現不少文獻，但是對水利壇明投入因素卻很少有系統性
的研究。

可口呆在揖討農業生產中組合投入因素的興約時能將水利這耳因素也納

入考慮，則可能使原來的分析更為完整。

3 第二個主要的理由是，即使清朝政府

在台灣建廳設省後，蘭陽平原上的水手Jj設施開發也並沒有自而受到很多的政府助

益。由扭當時畫灣尚未形成現代式的產權查記制度，加上逃稅的曙回又多，地主

必讀保留大量的上手製J;)誼明其產權，因此留下大量聞發時期的聾的文件可供參
考。

4 綜合而言，我們的動機乃在藉由對珍貴里的史料的運用，凸顯出直且成

本經濟學在水利建設問題方面所可能提供的一些貢獻。 5

位保存下來的清代主蘭水利翼約中，我們體現全部的水利興草都利用無限畏
期的車約或垂直整合的方式完成。這些不間的翼約型體可能都與特殊資產(

clfic

Spe-

Asset) 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實際的寞的料並不足以讓我們清代主蘭平

原上埠圳的特殊資產性質加以量化，而從事扭頡似 j 口 skow
選擇研究。

( 1987 , 1988 )的單約

5 除了特殊資產性質的可能差異外，影響到冀的選擇的盡包括其它主頁

的交易成本。因此，開墾宜蘭的先民主日何選擇合作興聾水利設施的翼約究成攝一
個待解害的有趣問題。基於此動機，本文揖取 Kan

( 1993)

體厲的主觀主且成本

理論以深入探討、決定蘭鷗平原水翼約利的主要因素。在分析埠圳的興單方式時，
本文將首先比較各種埠圳的興建方式各要進行那些活動才能完成。然而，有些活
動是不管採用那一種興軍方式都必讀要進行的 D 這些活動並不會影響興建方式的
選擇而可以忽略;其餘活動則會影響興單方式的選擇。接下來，我們找出那些會

影響到主易血本的可觀察因素，並分析其對型的選擇的影響。最後，我們以實際
的畏的資料來檢定這些因素是否具有決定水利里的的能力。我們的實誼結果顯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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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宜蘭的埠均|慎車型的:主昂丘克本的分析

，分別代表埠圳資金募集丘克本與祖織運作戚本的水輝與灌溉面積對水手 u 里約選擇
的影響符合理論的推瀾。

本主的大綱如下。第貳節?里，我們扼要地介紹宜蘭水利開發的時空背景。第
參節捏，我們說明史昂成本的性質，並詳細交代主觀交易成本分析的理論基髓。
第肆節裡'我們應用上述的理論詳細探討影響埠圳興建嬰約的各種因索，並華展

出老美軍聾的選擇的假說。第伍節中，我們先簡介實囂的翼約賣料再進行對宜蘭水
利翼納選擇假說的槍吏。最後，我們在第陸節做一摘要與結論。

貳、宜蘭水利開發的時空背景
由扭本主要分析的乃清代蘭睡平原的水利聖約，且翼約的形 E竟是當事人考慮
其周遭理壇與其他因素值所作的選擇;因此對里約當時的時空背景有些基本認識

可以有於對翼約選擇的瞭解。本前簡介清朝時期的水利閱讀技衛，蘭歸平原的地

理環揖，以及其開墾的歷史。

一、水利工程技術
畫禪清朝時期的灌概系統向來都是以埠圳稱之，但「埠」興「均 ilJ 實際上各

有其意義。「埠」指的是蓄水池，
有

r 埠必有圳，圳不必有埠 J

0

r 圳」則指人工草成的導水溝?血。混水廳志載
7 這意思就是圳置可以從不同的水頓引水，而

埠指是其中一種;其它的可能水輝還包括酒泉輿揖水。以當時的用語來說，一道

埠圳的結構主要可分成以下五唱:均iI頭、睦門、均 11區、水仲、與禍水溝。
圳頭又稱埠頭，即水圳的起端。單項結構士要是用在攔河取水的情視，故立

稱攔河壩或是握握， J;).下統一以堪提稱之。但攔河亨|水並不一定要有堪捏，堪握
的主要固地是要控制水位，譯河水的水位上升，以價值旁聞圳道引水。若河水的

水位本來就高，則採用自然引水即可:不過，此時必讀建佳門以控制流量。所以、
'攔呵取水並不一定要有攔河墉，但←定要有徒門。堪握的施設相當困難。現代

的捏捏大多操用溫提土為原料，白種直岩盤集起:但是，清代的工程控術則主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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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木材或蛇種製成的堪堪。本材製盾的堪捏通常都用樟木為材料，橫斷揖攏，

使水位升高。蛇龍主要是以竹材編成，直極大的五尺，裝滿石頭後再聯結固定於
揖直，使水位升高。蛇寵製成的堪糧則是在圓柱體的蛇值中裝滿石頭。這種堪握
的建造成本相當高，而且常會因哄水而受揖草草沖毀，所以引水口的位置選擇非常
重要 0 日

陡門又名開門或厝陡檔門，即水門，設社;f;_Jl[頭噴水圳主要地點以調節水量，
前面提到過，攔河取水一定要有佳門，但是佳門並不一定只能用在攔河取水上。
徒門的功能主要是調節水量，所以水輝如果是埠(或稱埠措)

門。淡水廳志曰.
自以軟名 J

，也可能讀用到徒

r 有日軟埠，以埠之祖水腫 tJ 木鬧攔水，過棋揖則開間疏之，

'即稱以木閑攔水，調節水量的設施為軟埠。隨門的建造費用也相當

高。可 Il mE、埠底、埠鞋、或圳岸等語都指埠圳的實體，只不過略有上述埠、均l[
之細概區分。通常，埠岸和均 I[ 岸都會栽種樹林間其崩潰，有些甚至將兩岸砌右，

使其更加堅固。水沖即用以分水的設施，大;<:0挂門，小者只用凹型木版插λ水圳
中間巴、 j字寬即架在告中的木製水路，設扭圳路主叉點或揖盤。酒立稱木椅，暗
涵即地中的水均1[
用較高。

0

~字寬輿暗酒主要用酷地形較裡雜的區城;因此，它們的興建費

'0禍水溝又稱瞳溝，用於排祖多餘的水:睡不直接用於灌1餌，但它亦可

成為下游水圳的均 I[頭。
以上所述埠圳的主要五種措構中，費用支出最大的就是堪提和陡門，戶斤喔喔
所需-的主出高扭徒門。不過，是否使用這兩種結構，必讀祖埠圳所引的水酒而定

。在堪捏芳面，如果埠圳是從河川的上游引水，則因河川主梅河幅較窄、地轉較

高，較可自然亨|水，即使需提堪堪，其費用也較低。但抽取水口與灌概區的距離
較長，則建圳道的支出會很高。相反的，由日埠圳是從河川的中下游引水，則園地
普較低，較需草堪堤，且因河幅較貴，河川流心不定，軍堪握的費用會很高。若
所可[7.k輯是河川，則陡門的建造是必要的。君所引的水源是埠水，則陡門的建造
與否，需視埠塘的大小而吏，並非絕對。若所引的水輝是揖泉，且酒泉所在位置
的地害者夠高，則並不需要建陡門。庄之，如 1勇皇地暫不捕高而形成自然埠塘，或

超由人工將其草成埠措、提高水位以利權概，這時有可能擴建睦門。另外，第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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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四項埠圳構造的建軍費用主要會置到地形與土貴的影響。通常地形越捏雜，

就越需要撞撞浮宜興暗、高;於是，工程費用亦臨之增加。清代並無機械化抽水設
備，輸水系統係利用重力引水，自取水口到灌溉流壩沿著等高線順流而下，因此
，坡度大、流連急、衝刷力強的圳道所攜帶的祖加會嚴重破壞圳置。不過，均 [1道

坡度平提時，說禮物、雜草等因素也會使圳道的功能隨之而慨。均iI道的士質亦會
影響圳道的輸水晶能。一位而言，砂土地質滲漏損失嚴重，會降低圳道水位而無

法正常供水:粘質土壤因實地細密，艦長期的潤渾，會水豐富，滲漏損失極少，
不至影響正常的輸水。由於圳道與圳厲的施工會受到極盧興土質的影響，故開發

水利時必讀依圳道的土質，考慮其控度、流謹，以的止圳撞的加積及沖刷，降低
建造輿推倍費用。 Jl

由以上討論可以看出，影響水利工程建華支出的最重要因素是水曠的形態，

其次則是圳道的土質、其所處地區的坡度興地形的裡雜程度。不過，如前所述，
我們並沒有關於宜酷建華贊用的資料。

二、宜藺的地理環搗
蘭陽平原位於畫灣島的東北端，東臨太平洋，其他三面晶雪山山腫與中央山

脈所理撓，依山憑海，形蟄隔絕。以頭、蘇值、三星為頂點，略星等邊三角形，

每邊約長三十公里，面積約三百六十平方公旦。由加蘭關注棋賈平庫中部，自來
將闌陽種(舊稱宜蘭濁水揖)以北之平原區稱爵濯北地區(又稱百多書)
平原區稱揖謹南地區(又稱東蟄)

0

，以南之

12蘭隔平原係以闡揖種為主的河流沖積而成

，蘭臨種音奎、源於南韓鄉大元山，自山地流出盛行切割，在山麓形成沖積盾，屬面

的河流星放射狀單調狀流路，其流水的一部分潛入地下成揖潛流，聞控降流至扇
端，而在扇踹常眉受壓而會由日泉水故地唱出。

13這種噴出的水棋就是前面提到過

的湧泉。山圖以東即為平原地區，鰻鱷東傾至囂。沿著海岸線，北起頭城，南至

蘇主塾，盡為抄丘，也〉丘寬度約兩百至七百公尺，高度的十至二十主持尺。

J'海岸砂

丘的串成主要係河流搬運、海浪及盛行風共同作用而產生。近來，許多研究聞聞

平原的主獻將藺醋平原依地形分成四個區壩，即山麓?中祖眉、高平高原、低平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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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這樣的分輯方式對於本主的探討有很大的便利，本文對地形

的簡介就直接引用這些文獻的分輯方法。
由日圖 2 '藺腸平原的西都是一連串的沖積聶，自北至南分別是，頭圖沖積盾

、礁溪?中祖盾、大礁溫和小礁種聯告i 中積盾、宜蘭濁水草草沖積盾、番社耽沖積肩
、及各山河沖積扇、內城沖積扇和武莘抗沖積扇辱。山麓 i中積眉雖然水暉豐富，

但是本區在地質上除扇端因與平原相聾，扭扭比個增加外，自圓頂主眉央，多碟
石或 i少、碟 i且台層。這種的地質並不適合稻作的主壘，故除河谷地帶外，多闢成

早圈。

lô本區所興建的埠圳，通唔，現模都不大，原因是河{谷地帶的可耕之地有限

，而埠圳所引的水輝只有揖水與埠塘兩種。此區的揖水困晶位於河川的上游，地
害苦較高，較屬自然引水，不大捕-要算堪提引水。但是此區的土質含砂量較高，均"
水 i少 j屑會較嚴重，這會使圳道的建造輿維修費用增加。

高平原(等高線五到二十公尺間的平原區)位於眉端之東，剛好位於揖泉區
之下，水源充措而穩定，且土質屬於粘質土壤，非常適合稻作生長，本區是蘭陽
平原農耕的精華區。本區雖位抬價泉區之下，但並非每個地方皆有酒泉，所以本
區所革埠圳的水源，除 j勇泉外，還包括溪水。此區的溫水已超屬於溪流的中游 7
，所以攔 j可取水通常需革堪;哩，且由於河幅較大，流心不定，堪撞的建造RX;本更
高。不過本區的土質是粘質土壤，均"水吵漏的問題較小。

1l\:平原區(等高棉五公尺以下的地區)雨量墮富，且區內河道甚多，故區內
水量不乏，水稻厲本區主要農作。由扭地勢值平，本區常在颱風、暴雨來聾萬海
水倒謹、山揖暴體時，因河水渲極不及而造展積水的現象;此外，也由於積水地

區廣大，較難大規模開罷。本區的埠圳所引*~原主要是揖水、埠唔，其次是它圳
餘水典禮泉。由於此區已鱷距湧泉區較遠，不易費現酒泉。另外，本區由於地轉
較恤，可以承擇其上游埠圳的館水(讀稱回歸水)。此區的揖流已位扭下蟬，所
以攔溪引水也較需要建提堪。埠圳的水源若是揖流，建造成本會很高。最佳，沿

海沙丘區，西安制扭沙質土壤及強風等不利保件，以早作為主，水利設施極少。
在氣價方面，宜蘭的雨量全畫聞名，俗謂竹風蘭雨，可見一位。由於蘭腸平

原位扭臺 i向島的東北部，各半年完全在東北季風的範圍內，加上其地形開口型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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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1

藺臨平原地形圖

資料來源:黃聾捐( 1990) , <清代蘭暢平原的水利開發與現落發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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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季風斜吏，故揮歪東北事風影響，品產生豪南軍立哩雨。而夏季則困地面氣溫增

高，對流甫旺盛，降雨伯多。因此，蘭暢平原經年有雨，一年降雨目數的二百二

十日，年平均雨量高達二千七百公直以上。又本區(音位扭颱風行置路蟬，每年七
、八、九月颱風季節常遭暴風、豪雨{畫醋。加上河川多發揮於山地，控徒流急，
i可口地形又低崖，排水不昂，故洪水為患。《噶瑪蘭廳志》記載，從嘉廣十四年
到道光二十九年，因風昆、水災造成河流己生道、回國積水，達十九次之多。

17這

種氣偎對於水利聞發的影響極大，往往棋水一來，就使堪握、陡門或圳道受損，
甚至完全被沖走。

三、宜蘭的開發與產權劃分
雖然早在康熙二十年(西元 1683 )台灣即被清朝政府所統治，但剛開始統治
的範圖僅限於今畫南附近，之後才漸漸聞聲其它地方，並設廳官裡。直到嘉庫十

五年(西元 1810)

，噶瑪蘭才被清朝政府J&入眼圈，並扭嘉慶十七年 (1812) 正

式設廳管理。所以，在喜慶十五年之前，宜蘭地區事實上是處酷無政府狀態的。

蘭陽平原在喜慶元年(

1796 )埠州人吳吵入皇之前，原住有原山脹的泰雅雄人，

以及平埔脹的噶瑪蘭雄人。喜慶元年，吳砂車頓郵勇二百直令人，善番語者二十三

人，及招辜的?章泉粵三籍移民千齡人，入星蘭陽平原，建立頭圖(~于頭域)
定 7 聞丑聞腸平原的第一個攝點。

，確

站在喜慶十五年( 1 日 10 )似前，萬人移民直接乎

已前進、開墾到整個單北地區。]白

水利開發除 7 至自然環揖與技術的影響外，也會受到當時的人文理撞的影響
。人文理禮中，影響水利開發最重要的因聶應該是財產權制度。在無政府狀睡下
的漢人移民如何設置與保謹財產權的呢?丈獻對此的記載並不十分清楚。不過，

大致上可以看出在嘉塵七年(

1802 )且前，吳i少家脹已率眾聞單到四圈。這個時

期開墾組織的頡導者是吳沙家脹，他們出資雇蟬勇抵單原住民，沿山設寮十館所

，更定期派鄉勇姐草草行扭，闢道路。每一開盟者墾地五甲，則需轍餅食二十元資
助鄉勇費;聞單哇並需檻租輯結具甘家膜。

2日所以，吳吵基本上很像台灣西部開

發時的大租戶。喜慶七年，入墾蘭陽平原之人輯來越多，原有墾地不敷 o ~輩人吳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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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等匕人與泉人劉鐘、粵人李先聯結為道，號稱「九屆首 J

'共率眾一千八百一

十六人，進攻五圍。事佳每人分地五分六釐，並且劃分各籍對力範間?避免紛爭
。

2 這種土地使用的劃分方式並非租個關係，可見這個時期土地的分配方式和之

前吳砂家攘的分配方式已大不相同。儘管這兩個時期的土地分配方式不間，但都

將潭、泉、粵三籍墾民的墾地分開以避免紛爭。

另外，在開墾組織方面，

，-圍」是最大的開墾租織。間以下設緝，一結大的

由三十至五十個個人所組成，其負責人為小結首，再由蠣個小結首中推出←個大
拍首，幾個大結首中推出離個總結首。結首是結內的倡導人物，在拓墾之初，率
頡移民佔地，而平時則主要有四個任務;負貴結內的治安，並揖禦原住民:代表
組內個人謹署闢係全結利益的合約，抽水圳的聞單;充任箱內個人買單土地及重

大事件的公證人;負責公共事務的處理。至於結內個人與精首之間的權利義務關
f系，尚未最現文獻記載。

E雖然處酷無政府狀態，由此仍可得知土地財產權的界

定實際上具有近乎完整私有財產權的特質，即具有收益權、排他權、轉賣權，也

有維持、保障財產權典里約的執行組織。儘管如此，嘉盟四年興+一年伯分別發

生粵人攻擊泉人的械鬥事件，以及泉、粵、番人古攻i章人的械門事件。雖然其原
因都不外乎是露了爭奪土地:不過，這與清代台灣西部的械鬥事件相比，並不算
特別，而不能完fflG歸因於無政府狀態所致。

23 由前面的這一段關墾史看來，結是

一個組織單位，在維持組織內部的秩序上，有其功能。若是結內的個人正昂土地
或合開水圳，則在盟約的執行上問題不大。但是，在括對外的艷的上，卻並沒有

一個維持、保障畏的致力的政府。在土情形下，不僅結與結之間可能發生衝聾，
外來的資本竄也可能會顧忌水干 IJ 投賀沒有保障而不敢前來。不過，這並不至於排

除括與結間在有力人士出面下，以質押方式完成興華埠圳的合作。
喜慶十五年，清廷將噶瑪蘭收入版圖。在此之前，清朝政府一直將噶瑪蘭視
為界外之地，無意將其收入版圖。直到嘉廈十一年，海盜蔡牽進1巴烏石港，清朝
政府唯恐噶瑪蘭 i侖入盜賊之手，才計劃將噶瑪蘭收入版圖。制噶瑪蘭收入版圖後
，官方實行招墾制，將三籍人民隔離開墊，並限期間遇。且這與之前民間的聞單

方式大不相同，而且限期開遁的限制對扭水利的開鞋也有影響。因揖水利投資有

(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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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適投資時點的考慮，如果水利投資的最適時點是限期間撞期限以外，則限期開
遠的政策當 11使水利投資提早進行。《宜蘭廳鐘內埠圳調查書》拉姆之盟的中，
長廈源均 11 、金黃安圳、林寶春圳、金同春圳的聾的書中都記載頡(以「奉軍墾闢.

回敵睦科在即，若無圳水，何以維課 J

,

1"奉憲墨闢. ，..現在國課迫輸」的無奈

'

。可見官府阻期間置的政策的確會影響水利聞君之時點選擇。此外，在清朝政府
將噶瑪蘭投入版圖之聾，主獻上主少記載了三伴有關埠圳主與個人間因水利盟約
紛爭的控訴案。

26男外，官府雖未硬性現定埠圳的興華揖向官府稟請，但仍有許

多圳戶為期開圳能順利進行，及開圳佳保謹其埠圳之權益，會稟請官府出示曉諭
，發皓圳照、:1;1 11 戶、股長等戳記。

27可見官府的存在，使囂的興財產權執行的方

式多 7 一個選擇，而且它也的確被選擇了:這顯示政府的可以降低型的與財產權
的執行成本。不過，政府的出現是否會進一步影響到不同契約的選擇就是男一個
值得探討的問題。

土地的租個關係興水利開發也有宙切的關係，有必要加以討論。在討論之前

，必讀先就畫灣清朝的地主與個人間的租個關係作一描述，才能清楚它們之間的
關係 o 畫潛在清朝時期除宜蘭外，土地的聞單多揖墾首制，由單首向官府申請墾

照，再招個開墊，收取地租:這個地租後來被稱揖大租。攝了開墾撞利，取得盟
照後墾道與個人間會立冀的以約定雙方關 f系。其中最重要的條款為地租額及其收
取方式、租期(通常露無限期，故又稱永{田權)等;此外，大部份盟會的定埠圳

輿軍費用之分攤 11式。在埠圳興華費用的分攤方面，通常提取三種辦法，即由個

人自理，

1lX

1"莊倒」業三個七或業四個六罪分暉，由單主負責水圳的興華等三種

。站其後，有些原向噩戶承租土地的個人再將土地分租出去，這些個人就被稱揖
小租戶。於是，土地的祖個關係就形成 7 一田間主的周面。目
歪扭宜蘭的聞發，在噶瑪蘭設廳惶惶南地區揖召墾制。然而，種北地區在設

蠣前幾已噩噩，並已有田園兩仟四 E館申費生大租與小租的關係。別不過，這種
土地租的的內害是否如台灣西部股地問時預先約定將來埠圳興華費用的分攤法並

不清楚。值管設廳後大租戶曾向官府申請承認其私的，准予收租完糧。 但是，這

項請求並未被探納，而大租權反被官府收歸。所以，宜蘭扭設廳f量就沒有大租戶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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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向車主承墾土地的個人，現在只要直接鱷輯結官府即可，不必再轍租

穀桔原來大租戶。與台灣西部比較，官府組每一現主閣的可耕土地所課的晚宴高

出許多。畫灣西部每甲田每年的稅額大約是一石七斗五升，每甲園的稅額大約是
一石 b 斗一升，而宜蘭的稅額則是每甲田六石，每甲圍四石。不過，闊地稅額的

差額被用來充做宜闡的地方公贅。

32從另一方面來看，畫濟西部的大租租額與宜

蘭每甲田每年的稅額大致相當。例如，下凹的大祖額晶四石，加上稅佳則租與稅
的和較宜蘭少三斗王升。

33揖言之，雖然畫灣西部的稅額較宜~揖忌，但卻還必

須[~數史地租。由此看來，其實闊地每甲田、闊的租稅總負搪差別並不明顯。從這
個觀點來看，這兩種土地租稅制度對耕作者的勞動誘因影響可能並沒有什麼不同
。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以台灣西部的觀點來看，大祖祖載種而只讀直接擻稅拍

官府的宜蘭耕作者應該稱為地主。宜蘭埠圳翼約中顯示有眾個立語的書，請埠圳

主來興革埠圳的興柏訕。他們雖自稱「個人 J

'可是實際上卻分墾官府所分的土

地，並且只要繳較西部為高的租給官府。因此，在他們之上，除了官府外並沒有

地主。然而，西部的耕作者，上面臨了官府外，尚有大租戶。所以，在宜蘭收入
版圖之初，分盟官府所分土地的自耕農雖然自稱「個人 J

'但此「個人」的官聶

卻與畫畫灣西部的個人不同。 t是者才是一位所 7 解的個人，囡厲他們的確向地主(

大租戶)承租由敵。這兩個地區除每甲由所讀負擔的租(或稅)額的時相等外，

還有一基其它的差異。例如，畫灣西部的個人與大租戶之間是透過型的來約定雙

方個別關f昂的;但是，宜蘭地區在收入清版圖後，揖行分地把墾、限期噩噩政策
的官府很難與個人一一商定多樣的個別畏的關 f系。前面措述的乃設廳初期的情況
。隨著時間的進展，土地的耕作越來越精細。先來的墾民逐漸將土地分租結挂到
的移民，這時土地才真正又出現租個關 f系。不過，這種土地租約的內容是否包吉

將來埠圳典里費用的分攤辦法並不清楚。
綜合而言，以上討論的宜蘭開發史料提供以下的建輯。不論在宜蘭併入清朝
版圖、建醋的前後，蘭腸平原上的確存在著土地私有的財產制度。這個實際私有

土地財產權的情況從吳砂開始未曾中斷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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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安易成本分析的理論基礎
經濟學中使用的成本概念就只有機會成本一個。既然冠上成本這個字眠，主
且成本當然應話具有機會成本概念的性質。然而在文獻上，主眉成:本的概念與機
會成本之間的關係並不清楚。倒如:3tpX:易本是「主觀的」或是「客觀的 J

·主

獻上沒有明確的區分:它是「個人的」還是「群體的」的概念，也不清楚。 Dat

ta and Nugent

(1989 ， p.37) 甚至將交易成本區分成「事前的」史易丘克本和「事

後的」史易屁本。既然本文的目的在揖討水利畏的的單擇與空易盾本的關係，我

們有必要在本節裡針對立揖成本的性質、幫別與亞易方式做一探討。
當

個行露人面對主屬機會時，他除了可以置擇空易或不至眉之外，還可以

選擇要揖用那一種草易方式來進行直屬。在選擇交易方式前，他會先比較各個交
易方式的機會成本，這個攝會成本就叫質品成本。簡而言之，主且成本其實就是
各個不同更易 15式的機會成本，什麼是機會成本呢?這是爭論已久的問題。在社

南( ßuchana口， 1969) 宮、露機會成本是:在許多機會中選擇其一時，被行攝入放
棄的機會裡所達到的最犬效用。因此，他認為這種與選擇有闊的成本概念具有四

個重要的性質。第一，丘克本必然是由選擇的個人所單獨承措的。第二，成本是主
觀的評估，並且只有行為人自己才知道其大小。第三，成本必然是事前的概念，
因為只有選擇前考慮到的才能影響選擇。第四.pX:本絕不會實現，因為一旦做了
選擇己故棄的就不會發生;另外，選擇當然會有佳果，但已實現的佳果完全無助

於原先的選擇。
除了這四個重要的成本性質外，我們再強調兩個相關但常根忽略的重要概念

。首先，真正做選擇的是個人，不是群體。群體固然有必的表現和快定，但這些

注定還是來自群體內各個成員選擇的匯集。其次，在做選擇前，行為人必然會先
評估各個機會的困難程度興能詢撞得的故用。不過，這個必要的評估並不是真空

的世界捏進行的。除 7 參考一些市場上的客觀資料如價格與數量外，行為人在評
估時也會考慮自身的能力與經驗，以歪扭其周壇的人、物與時空環墟。無論其考
慮的範時寬或說，任何評估必然是個人對各種因果關 f系的主觀判斷。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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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約選擇有闊的成本概念必然是個人的、事前的、與主觀的。本主的好析就基於
這種主觀的主品成本概章。

由日昇才在車主種吏屬于7 式且個人自其中所能撞得的故用都相同，則此時根本無
損選擇吏晶 15 式，只讀選擇吏易或不交易。這種情視不基本主要揖討的對象，因
厲它無關翼的選擇。但如果撞過本同交易方式所能撞得的故用不同，則他會選擇

達到最大的交易芳式。在以常用來衡量機會成本的幫構下，這個直屬方式也正是
交易成本最小的。為什麼透過不同空易方式可能獲得不同的效用呢?直斯認為在
結合生產要素以進行生產時，可以遭遇市場的價格體系，也可叫透過廠商來達成
。當使用市場的成本大社使用廠商的成本時，廠商就會選擇。這兩種草易方式的
主要差異在槍，使用價格體系必讀要先體現相對價格，而廠商卻是透過指導(

D

叮 ectl 日 n) 來協調生產。這兩種交易方式所進行的活動有所不同，且不問活動要
耗費的實輝有所差異，因而使得直屬成本不同。

所以，要指出主島JfZ本之所以有差異，必讀先比較各個女眉立于式的進行過程
為何，即每一個女品方式各要進行那些活動才能完盾。盧新 (Coase ，

1960 )曾明

確地指出，市場空易至少要進行五萬活動: (l l 去發現所欲交易的對象， (21 告知對

方自己希望女易互交眉條件， (3)融判， (41揖寫合約， (5)檢查古的是否被確實遵行
。進行這些活動當然噩耗費資源:當這些資源有其他用途時，進行這些活動是有

成本的。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 Chellng

( 1983 )所認聶使用市場直屬的廣本來自

船發現相對價格的必要，寇斯所指認的市場史眉活動，並不止加新古典經濟學主

流派所強調的價格與數量，更強調牽涉人典人的里的主島本質。
為什麼吏易方式會牽涉木同的活動，以至於影響各種活動成本大小的因素厲

何?這些一直是交易成本經濟學中最重要而立引起爭聾的主題。事實上，主獻中

已有許多學者分別強調各種影響史易成本的因素。除了 Wi
的特殊資產、機會主義 (Oppürtllnism)

'ßarzel

Illamson (

and Demsetz ( 1972)

則指出對勞動產出的度量成本 (Meter

投入的監督成本 Olonitoring

Cost)

Rat i ona I i ty)

、有限理性 (ßüllnded

(197 日)強調對財賀性質的衡量成本 OleaSllrement

1979) 握過
外

Cost) , Alchlan

i ng

Cost) 與對勞動

。對加道些不同吏眉成本的分顯無疑地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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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對市場主品方式與廠商內部納織的揮入瞭解。在針對水利真革的交易進行實
證研究時，我們還將揖討每一主眉方式會牽涉到主要活動，並比較它們之間在安
居成本上的影響。不過，在進入本文對水利興草草約的細節分析以前，我們還必
讀進一步揖討聾的型態是如何注定的。

女島的噩挂不是一個人的事:它至少要有兩個人才能進行。與女島攸關的各
行為人對各個主耳方式都有其主觀評估;但是，最佳到底那一個交易方式會被法

定呢?

Datta and :;ugent ( 1989)

一文提到交易成本輯濟學常遭受的一個社評:

它並沒有解釋聾的選擇的決定是如何達成的，佰依賴一雙看不見的手來指引。丈
獻上常見的一個假說是:制度或幫約的選擇是要極小化直屬RlG本。從主觀至島成

本的角度來看，這個假說是大有問題的。但如它指的是個人選擇質品成本最小的

制度萬里的，則它與個人選擇的邏輯相符。但是，它並不能解釋最扭扭採用的制

度或寞的如何從個人的選擇所區集出來。但如它已經超出個人選擇的範暉，即意
味制度或翼的不是由個人選擇而來，則它與華扭個人主義芳出誦的經濟分析並不
一致。

位自屆主易露出發點，一貫易方式會被雙方接受必然是與之 1& 闊的行馬人都
一致選擇宮，且各行為人之所以會選擇它是因為主易成本最低。假設現在有兩個

交易方式，且稱為 A興 B 的交易雙方立在考盧要揖用何者，而非考盧是否直屬。令

A評估算一與第二個女易方式戶的支島llX本分別是 C且1興 Ca '且 B的評估分別是 Cb
2
1

與 Cb z

>

。若 Ca ， >C且2且 Cb >Cb '買 IJ 雙方都會問意採用第二個女昂方式。 但若Ca1
2
i

Ca ，且 Cb

<Cb , '

易方式都不會被雙育

El[J 雙方對這兩種直屬方式的評估順序並不

散，則這兩個主

設同意。此時，若雙方認病再溝通的成本不高，則可以經

過溝通來了解成本評估不一致的原因，或再提出一個新的支島方式，直到達成協

議或某方不廟再說下去躊[上。由此看來，史恩方式的使定是透過雙方相互勵服對
方的過程建鹿的。因此，我們將交易成本定義厲:行為人事前主觀評斷要勸服對

方同意採用某一吏島方式的成本。而行為人在評估要費多大的成本勸服對方同意
某交易方式時，必讀考 f著清楚這個女島方式所牽涉的活動及其成本。我們是義的

主易成本與傳統文獻最大的差異在船，它清楚地指出主暑戚本是人典人之間主動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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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產生的成本。在傳統的直屬成本文獻中，~且成本的概念跟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無間，史易雙方似乎只是各自單獨的評估各種主昂方式，無揖任何溝通，然值就
忽然酷亡一個「有敢率的」交易古式。

但是，直屬成本是行攝入主觀評斷的，旁人如何推估他的評斷呢?揖句話說
，當分析者歡分析吏眉方式的選擇時，要從何著手呢?行為人雖然主觀地評斷各
個交易方式的機會成本，但是他並非在揖空中冥想。針對一特定的交易機會，他
會考盧吏眉財賞、周圍環揖、其他市場狀況、氣候等會影響直屬成本的因素。 這

些因素中有些是可以被雙方所共同觀察到的。1Il1如不存在可被共同觀察的事物，

則由於貢品成本的主觀性質，旁觀者根本無法對交易方式的選擇進行分折。相反
的，如果存在一些可揖雙方共同觀察的事物，則客觀的分析者可叫不用去直接比
較史易成本的大小。揖言之，當研究者故對主昂方式的選擇進行分析時，他可以

藉由對這些可被雙方共同觀察到之事物的掌握來進行。從比較靜態分析的角度而

言，當這些事物發生e&::費時，交易成本會發生改壘。於是，研究人員可以推翻某
事物因素對史事芳式的影響。以前面的史且成本討論揖側，即使 Ca 1 > Ca 2且 Cb 1

<Cb 2

'若一事物因素對女眉戚本的影響揖使 Cb ，增加、

Cb，械少、以及 Ca 1 興 Ca，

的大小闢係不變，則理論上這個因素會使雙方傾向社接受第二種交易芳式。進一
步，我們可以利用計量體濟的方法做聖約選擇分析的實置檢定。如前所述，研究

人員不可能知道主觀史事成本的大小。所以，以上的分析方法只能被用來揖討龔
約的選擇，而不能用在交易與否的問題探討。不過，這個無可避免的缺陷並不會

造成本實置研究的目難，因厲只有達成協議的水利聾的植保留下來。

肆、埠圳興築契約的理論分析
清代先民在蘭間平原上合作興軍埠圳的目的不外乎灌溉。在組織起來興建水
利設施時，珍貴的現存冀的資料顯示出許多不同的埠圳興草草約。以所有權( 0wnership) 形態分餌，其中至少包括眾個古草、業個古罪(即地主與其個農古草
、業主(即地主)獨資或合!夥、埠圳主獨資或古夥等六種。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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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其歸頡揖眾農古革與埠圳主獨賣或合轄的三種水利里約選擇。軍農古罩
在這裡指埠圳的所有權屬於一群擁有田地的自耕農。雖然他們對埠圳有控制權與

分配盈輯之權，實際上管理埠圳的人卻可能另有其人。此人通常稱晶圳壘，真管

理權來自所有權人的要託。埠#11 主獨資合夥則指，埠圳的所有權屬於詰埠圳撞概
土地內範圍之農人以外的人。不論獨資或古聘，擁有埠圳的人通常稱聶埠圳主;
他(們)對埠圳亦有控制權與分配盈館之榷。
前面已經提郵過，畫灣西部與宜聞地區的土地租個關係上的不同。在拉入清

朝版圖初期，主蘭地區向官府力墾土地的自耕農都自稱揖個人;因此，在士學圳的
興單方式上，主世塵(

1988 )分頡的眾個合革實體上就等於業主會聘。另外，此

時土地尚未形戲真正的祖個闢 f系，所以也不會有業個音聾的情形。隨著時間的過
去，土地的租個關保連漸形成。這時眾個合草、業個音罩、業主獨資輯合聘的興

軍方式間，當然會有差異。不過，由於直蘭λ版圖種官府廣大干且，且採召墾制，

故日撞即使土地祖個聞係形盾，也聽乎都是小小的個戶，他們也因而必讀興其他
地主進入型的關 f系。因此，我們以為遣回種興草了式的蓋其大致可以忽略，並蠅、
括地一併視攝眾農合革的畏的。

在埠圳主獨資或古夥的差別上，惜一的一項是埠圳主的人數。眾塵控選擇興
築芳式時所考慮的只是到底要探眾農告單單位外面請埠圳主來;至於請來的埠圳

主要找誰合轄，那是埠圳主的事。埠圳主要找幾個人告夥典音夥人數對埠圳組織
的運作成本的影響有關。股夥人數曲多，代理屁本與使單成本都會揖高;不過，

這與眾農古聾的人數相比並不嚴重。但另 -15面，股夥人數越多，每人應分蟬的
資金也會降低，集資成本也會下降。由以上的分析看來，埠圳主獨資或騁的差別
，只有集資成本與祖攝運作成本。從需要種概設施的農人角度來看，兩者可以告
併處理都祖揖請埠圳主獨賣興聾。因此，我們先進行眾農古罪與眾農請埠圳主資

獨具蠶的兩種聾的畢擇分析，再進行埠圳主獨資與合轄的兩種草約選擇分析。
每一個行罵人在評估要提用何種興單方式前，他會預先考慮到各種不同的興
單方式可能會費生的貢品展本;某個興單方式會植揖用，必然是與之f世間的行馬
人都一致選擇它。逗裡要討論的就是，各種不間的埠圳興靠過程中所牽涉的活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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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兩種興罪埠圳翼約所牽涉的主要活動

請盟圳主軍進行的活動

眾農舍聾讀進行的活動

軍找尋願意合作的農人

*找尋願意古作的農人

*撞知有關埠圳建造的訊息

學撞知有關埠圳建造的訊息

*圳路地的取得

*均 I! Jf各地的取得

軍拉術的取得

車拉術的取得

*招草工人

車把事工人

學建圳原料的取得

車建圳原料的取得

事集資金

事集資金

眾農協簡直揖寫舍的

謂正農協商及揖寫台的

埠均I!祖攝的運作

埠圳組織的運作

眾農與埠圳主間的控尋
埠圳主與眾塵間交眉圳水

說明*表示兩種典語方式都要進行的活動，且所遭遇的困難大敢相當而不至扭

影響聾的選擇。
與生易成本有那些不間白我們參考 HansmaTIn

(patrons)

( 1988 )的分析架構，將埠圳的主顧

分揖埠圳的生產要罪責本、技帽、工人、土地、材料之供應者，與

埠圳產出之消費者，即崖人。假如埠圳的所有權人不屬於該埠圳的主顱，則該埠

圳的興華要耗費的直屬戚本至少包括:埠圳的所有權人與資本、技衛、工人、士
地、原料之(其應著直屬所有要耗費的要素市場空易成本，以及出售圳水給農人要
耗費的產品市場主島成本，還有埠圳所有權人內部的組織成本。表 1 列出問種興
革方式各要進行的活動。其中打星號表示，這兩種古式木諭揖用何種都要進行這

些活動，且用遭遇的困難相當，所以不影響這兩種興軍方式的選擇。 38以下，我

(1 日)

農業體濟半年刊， 59期，民國85年6 月

一-129-一

們揖討會影響到單約選擇的活動與其相關的女易成本。

一、軍農合築與埠圳主獨資的比較
在不影響興革方式選擇之活動排除役，就可以看出這間種興革方式的主要差
異在於:1.幕集資本活動， 2 眾農間協商及揖寫舍的的活動， 3. 眾晨與埠圳主間
的捏尋活動， 4. 京農輿埠圳主間直屬圳水的活動，以及 5. 埠圳組織的運作。一艦
而言，採用軍農古草選擇的方式在 3. 、 4 兩頭活動上較有利，而揖用埠圳主興單

單約的方式在1.、 2. 、 5. 三軍活動上較有利。最佳到底會採用何者，則取決於行
捕人對它們之間相對大小的判斷。上一節提到過，針對一特定的直屬機會，行厲
人會考慮此直屬的屬性、周圍環壇、其它市場狀血、氣{炭等影響直屬成本的因素
。這些因素中有些是可以植雙方所共同觀察到的， j::J.至加{吏行揖人間較島形成共
識。以下，我們揖討那些可植共同觀察到的因素如何影響上述活動所牽涉的空易

成本。
1.募集資本活動

在眾農舍囂的情視下，集資成本的大小取使於每一個農人的財務限制，
及其使用資本市場的主品 RX本。理想上，如果有這}J面的詳細賣料，就能比

較正確地推估集資成本。但扭捏拍賣料中並無法到每個農人的財輯限制，也
找不到詳細的資本市場資料。儘管如此，我們仍可以扭捏約資料中費現問個
客觀資料可資利用來間接地推估集資成本的大小。首先，當眾農己種投下資
本合作建圳部中撞失敗時，眾農卻再合作重新興囂的集資戚本將會變高;因

為，此時每個農人應分攤的資金數額更可能超過其財轄限制，且貸款的風融
貼水會較高。由 l比可以推論:當眾農會理古草埠圳長敗，敢再集資重革時，

其集資成本會比較高:在其他條件不聲下，埠圳的興軍方式會偏向請埠圳主
前來與聾。其次，由扭地靜、土質、水、源、均iI擅長短不同，使得每一幢埠圳
興革時所遭遇的困難度不同，以歪扭每一個農人所讀分攤的資本額也不相同

。所以，我們可以從地舟、水輝、土質、 #11路長短等客觀資料，間接地推估
每人須分蟬的資本額。雖無畏拍賣料中只有水源資料較為完整，其他則不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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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壺，我們的可推論;如果水源使得興華埠圳的困難度降低，則集資戚本會
因每人比較不受到財務限而較低. 0其他條件不彈之下，埠圳的興單方式會偏
向採取軍農合囂。

2. 眾農間協商及揖寫舍的的活動
在眾農舍聾的情沮下，眾農對船開圳的前景可能看法不一，特別是對於

聞圳成敗的主觀預期。有些農人的預期可能比較悲觀，這時許多人可能會插

聽不攘，而使得協商較不容眉達成。如果是由埠圳主興囂，則由於聞圳失敗
的風轍由其一力承擋，軍農間即使對開圳的前景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敢抬構

成合作障碟。置項活動成本的大小主要取接胎眾農間對社聞圳失敗的主觀頓

期之l性異程度，以及軍塵的風輸態度。假設每個農人的風幢趨避程度都一樣
，則此時面對的問題就是，什麼因素會影響眾農對開圳矢敗的主觀預期。預

期雖然是主觀的，但是每個農人會觀察氧輯、地形等會影響聞圳失敗的客觀

因素，再依攝其種酒或其他1J式形成其預期。雖然旁觀者無由知道每個農人
如何由其所觀害到的客觀事物形成其主觀預期，但是藉由對道些客觀囡黨的
草握旁觀者也可以間接推估眾農的預期。

有兩種客觀資料可用來推估撞事丘克本的大小。第一種資料是埠圳是否曾
扭「興華」失敗。這與前面已提到過的眾農合囂的失敗;然而，前者飲推估

的是對軍農預期的影響，所l且只讀埠圳曾經典革失敗即可，不用管興單方式
聶何。不過，在宜蘭地區的埠圳記錯中，只有一條埠圳有過埠圳主興華失敗

後再撞撞桔眾農重聾的倒子:所以，這個區分的影響極小。在曾經埠圳興革

失敗的組轍下，儘管氧輯、士也形等客觀因素並沒有改壘，軍農會向上皓正對
埠圳困難度的預期，以3&於會比較難達成合作。相反的，只要能請來一位顧

意興建的埠圳主即可避開眾農古草所遭遇的困難。由此可以推論，在其他條
件不變下，若埠圳曾經興華~敗過，貝U 埠圳的重建會偏向語埠圳士的興軍方
式。

第二種資料是位關影響聞圳成敗的因素。蘭暢平原的水利聾的中顯示，
聞圳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拱水偉輯將埠圳沖~;另外，還包括凶番掘盟、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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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掘毀，9 、閩粵械鬥 4口等人爵的瞌睡。 這些原因中除了閩南粵械鬥、萬人掘

毀可能是事前難以直期得到外，其他應草都是單純當事人事前就可以頭期得
到的。凶番主要出挂在近山地帶。棋水量生的主要原因是海水倒灌及山棋是暴
君;這種情形最容易在低撞地區造成民害。所以，我們可以用埠圳所在位置

是否位於斤山地帶(等高韓三十企尺以上地區)或1~嘩地區(等高臨五企尺
以下的低平地區)

，來衝量其失敗的可能性。在其他保件不墮下，位於這兩

個地區的埠圳其興單方式會比較偏向請埠圳主的主7 式。

3. -m-農與埠圳主間的鹽尋活動
由扭藺醋平原的開墾是有祖醋的，所以組織內部的翼約會撞得第三者(

攝祖祖導人)的執行。但是，組鵬對外里的的執行卻可能由於缺乏第三者而
比較困難。另外，在聞單初期，由扭原始住民的興力仍相當強大且常有偷襲

行為，種人在居住及貫通上均飽受戚脅;這會值得西部的資本家望之卻步。
由於這種不利因素，外來的賀本家可能比較不廟宮前來闡陽平原投賣。這使

得眾農找到合適的埠圳主的成本較高;因此，在缺乏外來的資本家的情悟下

，頂多只能找開墾組織內部中較有資本的人。1&入清朝版圖之後，由於官府
派兵進註噶瑪蘭，來自原住民的攝脅減弱。甚且，噶瑪蘭首任過判揖挂龐大

租哇，資本家既然在土地上無從投資，乃轉而投資水利。有l所以嘉塵十五年

撞，眾農輿埠圳主間的撞導成本應會降低。由此可以推諦，喜慶+五年清朝
政府將噶瑪蘭收 λ 版圖前，軍農興埠圳主的揖尋 F& 本較高.在其他條件不醫
下，埠圳的興集會偏向揖用眾農台聾的方式。
4. 單農與埠圳主間直屬圳水的活動
這事活動是指謂正直接找到埠圳主哇，與之協商交易圳水的聾的內，以及執
行畏的內容的活動。它是探用京農古草的 11式所不需要進行的，所以會影響

輿革方式的選擇。現在的重點是，那些因素會影響這種活動的大小。由加埠

圳屬於特殊賣崖，馬 7 避開使用重覆說判所可能發生投資值的投機行捕，前
面己經提到過，理論上可以遭遇長期聖約、垂直聲音、質押、商譽等攝制來
解決。垂直整合就是由主和埠圳主桔告鹿一家廠商，即埠圳主將囂塵的田都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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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下來自行經營，或軍農合集埠均 11 。由於此處要討論眾農興土卑圳主間交易圳
水的活動，暫不討論軍農合囂的情況。所以，現在將針對另外三種進行討論
。

實體里約顯示，揖取請士卑圳主興聾的型的都是長期里的，而且都是無限
期的艷的。另外，也有少數盟約出現有攝制質押的情形 42 ，不過都與長期艷

的配合使用的;所以，它有額外降低聲期堅約的執行 RX本之功能。

Crawford , and Alchlan [1978]

Klei 口，

，以及 Joskow等人論述長期翼約的缺點。他

們的說法是，若未來可能會費生的或無狀扭曲裡雄，法庭單第三者執行單純
的能力越低. J以及市場執行翼約的功能越不能聽揮，則畏期里的的成本會越
高。以本文而言，或熱情況的裡雜性可從圳水的價格與{共拍成本的差距來看
。宜蘭的水祖內容全部採取固定價格的穀物租。如果圳水的供給丘克本變動很

大，則當圳水之預期{共軸成本的拆現值大於此固定價格的折現值時，違約的

可能性就增高。埠圳一旦完賤，接下來只剩管理與維悔成本，而這佔埠圳投
資的比倒並不高，所以圳水的成本並不會瞌時間或外在情扭的改鹽而費生大

的技動。更何沮有很多埠圳的管理與雄偉是吏由圳長負責盧理，)

•

而每個農人除了亞水租桔埠圳主之外還要主圳畏穀桔:f-j il 。因此，埠圳主的供
給戚本更不會發生大敢動，敢、揖用固定價格即可。圳水的俱給除了埠圳監揖

外，大盈也很種定，所以圳水的定價並不困難。另外，圳水的品質並不太重

要，且需求數量也是固定的(每甲田的用水量大致相同且不臨時間改墮)。
由上面的分析看來，或無狀沮並不裡雄。
在第三者的執行能力方面，喵瑪蘭直到嘉慶十五年才植清政府收λ版圖
，故政府執行盟約的甜能也必讀在此佳才能讀揮。由這個觀點來看，使用長

期里約的成本在嘉塵十五年以前要比耳聞十五年之復苗，使用長期雪里梢的貝克
本越高，越可能偏向垂直聲音:由此可以推斷，在其他悔件不撞下，喜慶十

E年以前較可能選擇眾農舍囂的興華翼約。在市場執行艷的的能力方面，冀
的的執行主要就是農人要定期蠍水祖，埠圳主要負責提供足詢的圳水。由於
土地與水利投資都具有位置上的特殊性，且埠圳資產的使用年限也相當長久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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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雙方都可預期他們之間的闢係是畏久性的。一旦造的，將使未來長久
的合作利益喪失，所以故意違約的可能性並不高。時此外，還有一事水租肢

聾的費用。水租每年分兩攻收取，並現定農人必讀將葉生物曬乾而不得弄1且搪
塞。但J控租的方式則通常由埠圳主派人到農人埋頭收取，少數則由農人運主
圳寮繳納。這宿費用具有平均成本盟構的世質:埠圳的規模越大，則每單位

租載的平均收取成本越低。因此，在其他偉件不變下，埠圳的權輛面積越大
越會偏向請埠圳主的典章程方式。

5 埠圳組織的運作
雖然許多瑣事或單約上載明的事事只要由圳長虛理即可，但是囂的上不
可能載明所有可能疆生的事情口當計劃外的量超聲狀況發生時，軍農還是得集

會注定快走處理方式，倒直口與他盧埠圳費生水輝糾紛、:1:111長辭退、以及他盧
農人來請求買水等。另外盡有一些草草則需要定期集會被定，倒車口埠圳建造

或推悟費用的追加.1:;:&.盈餘分棍等。固然圳置可在處理一些偶費事件上有
些幫助，但並不能在重要事務上取代所有權人。在造種情祖下，京農的法幫
成本顯然要高於埠圳主一人的決策成本。這頡法軍成本的高 f~可以用眾農人

數的多寡來衡量:人數越多，貝 U 快葷的 m本越高。 45
代理成本的出現是源於，如果圳長本身不是埠圳的所有權人，則其目標
可能與埠圳的所有權人相衝贅。其實代理成本與監督成本是一體兩面的問題

。眾農舍革時，每一個農人都是所有權人，但是每個人所估的所有權比們都
很小。每個農人都只想讓別的農人監督圳是，自己坐享其成 om噴戚本也可

以用京農人數的多算來衛量， .歌蠱的人數越多，白搭便車的問題就越嚴重，
代理成本也就越高。相反的，在埠圳主獨資的情況下埠圳主只有一人。他甚
至可能自任圳長而男 m避免代理問題。自以上分析，組織運作的丘克本可以用
眾鍾的人數來衝量。但是，闢扭每一儸埠圳囂塵人數的實酷料並不完整。假
設每一個崖人的耕作面積大致一樣，則埠圳的權概面積就可以替代囂塵人數
來衡量埠圳粗繭的運作成本。由此可J以推論，當直屬成本的權概面積越大，

埠圳組織的運作成本也越高;因此，在其他儡件不鹽下，埠圳的興單方式會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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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請土耳圳主的古式。

二、土耳圳典語的其約選擇假說
由上一節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用灌概面積、時間、有無失敗扭醋、高度、

水、廳等五個鹽數來衡量影響宜蘭地區埠圳輿車 15式的主種成本，並得到相闊的型
的置擇假說如下:
假說一:種概面積越大，會使眾農合軍埠圳的組融運作丘克本增加，且交易圳水

(指水祖收集)的平均成本會下降;因此，在其他幌件不鹽下，埠，圳
的興華會傾向請埠圳主的方式。

假說三:喜慶十五年之盤，軍農輿埠圳主間的捏草成本降低，且由於型的的執
行貝克本降低，故直屬圳水的成本也會降低;因此，在其他保件不鹽下
，埠圳的興華會傾向請埠圳主的方式。

個說三:再重新興聾曾祖失敗的埠圳時，~塵間的協商成本和集資成本都會增
加;因此，在其他保件不變下，埠圳的興華會(頃向詰埠圳主的方式。
但說回埠圳若是位加山宜地帶或值平原區，則眾農間對未深失敗的風時較可
能有不同的看法，故軍農間協商的成本會比較高:因此，在其他保件

不變下，埠圳的興革會傾向請埠圳主的方式。
但說主:埠圳的水輝若是引高平原和低平原的揖水，則每個農人軍分蟬的資金

較高，故眾農集資的成本會增加;因此，在其他幌件木墮下，埠圳的
興集會傾向請埠圳主的方式。

伍、實證契約資料、模型與檢定結果

一、製約選擇的實誼模型
本節將利用《宜闡廳管埠圳內調查書》的資料來檢定上一節自主昂馬克本理論

分析所得的五個假說。因爵假說的內容分別牽涉到五種不同捶數對埠圳輿築聾的

(24)

農業經濟半年刊， 59期，民國85年6 月

一-135-一

的影響，且埠圳興華翼約只分為兩種，我們所採用的實誼方法乃專門處理植解釋

撞數 (dependent

va r1 able) 屬於質眉 (qualitative) 或離骷 (discrete) 變

數時的 probit 模型。
首先，我們建立埠圳興車里的的寶寶模型卸下:

P,= f(T , S , K, H, F) +e

(1. 1)

j

(1. 2)

P;=f(S , K, H, F)+e 2
其中 :T 代表時間， S 代表水 i暉，

K代表灌概面積， H代表高度，

F 代表有無失

敗經驗:又極解釋整整數

A, B= 1

表示話埠圳揖請埠圳主興華 O

A, B=O

表示該埠圳揖眾農舍囂。

解釋變數

T二 l

表示詰埠圳的歌農時間在嘉塵十五年J;).fe主 ;T=O表示詰埠圳的軍農時

間在嘉歷十五年以前。

S=l

表示該埠圳的水源是引高平原興低平原的溫水 :S=O表示誼埠圳的水
、源是引山麓區麗水、揖泉或埠水。

H=l

賣示該埠圳是位時山麓區或低平原 ijf: H=O表示鼓埠圳是位酷高平原
區。

F=l

表示詰埠圳有失敗的經驗 :F=O表示詰埠圳挂有生敗的種轍。

不論包含四或五個解釋聾獸，當以上二種模型內解釋聾數的值增加時，理論

上被解釋的撞車全值也增加;揖言之，位前節所得的但說，除截距車外，模型(

1

1)

p-

(1. 2) 的迴歸係數皆應為正。更具體些，當這些解釋鹽數自零變爵一時，

‘

robit 模型幫助我們檢軍士學圳興革的方式是否在機率上更可能由賢世農古草的單約
轉爵請埠圳主軍聾的聖約。顯然地，模型(

(25)

1. 1 )與模型( 1. 2 )的唯一差別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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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包吉時間撞數。如下面的資料說明，因躊有三個樣本缺乏時間資料，所以模
型(

1. 2)

將時間鹽數拿掉，而模型(

1 . 1 )則僅將三個缺乏時間資料的樣本拿掉

。這麼做的目的在比較兩種模型的實誼結果是否會有很大的出入。

二、土耳圳眾農的冀的資料
根攝王世慶(

1958 ,

19(8) 的研究，台灣在清朝時期所興革的埠圳，至少有

兩百三十八條完全爵民間所投資的。官府雖然對水利的聞聲與管理有些措施，但
從未投資興革埠:l:) 1[ 0 目前所保存有關清代堇灣農田水利之古文菁、古里約有六百

件。以分佈士也區來看，蘭|竭地區最多，臺灣北部:j;:_之，其次中部和高屏地區，嘉

南地區最少。蘭悟地區的資料，主要是因為光緒三十一年(日明治三十八年)
臨時畫灣土地調查局編印有〈宜蘭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上、下卷>

'共調查了宜

蘭廳之埠均 I[三十八帳，並附錯埠圳之古文菁、古翼三百二十八件。其他地區的古
文書、古里則分散在其他文獻中，相當零散。

'ó豐富的資料對時實誼工作有相當

大的便利，所以本主選擇蘭|場地區的水製約利作爵研究的對象。
本主實證資料的主要來源是(以下簡稱調主書)。此外，在進行清朝直蘭地

區興築埠圳的興約分析與檢定時，我們善加利用王世庫(

( 1990)

1985 ,

1988) 及黃罣捐

對此調查書做過的詳細盤理與研究賈獻。王世庫( 19 日 8 )對此調查書里

約資料的整理與分頭包括兩芳面。第一，他將民間之埠均 I[古草分成興軍合的，偕
築合約，合夥招夥古的，過股合約，掌管歸管里字，借圳、借水輝古約，買圳地

、祖圳地、出圳地合的，均 I[ 水分配合約，關分合約，灌藍、水祖台的，服圳長青
約，巡圳傭工古約，收圖記合約，叢一個協約，體圳退圳合的，埠圳買賣合約，找

j先寞，埠圳胎借銀字，失訟合約，紛爭開贊合約等二十種。除 7 另外整理出政府

頭發的諭告、執照、里尾、士單及稟發戳言己等五種外，他還將每一悔埠圳所保存
的聾的種攝列成圖寰。第二，他將埠圳依投資模式分成;水利企業者獨資聞單，
地主獨資開鑿，水利企業者古夥投資興車，一方提供土地另一方提供資金或勞力
者，眾個聶華1E8合聾，與平埔展開車昌等六種。甚者，他整理出並介紹每一陣埠圳
的興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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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探討清代闡陽平原的自然環壇典人士單揖對水利開蠱的影響

，以及水圳與聚落分佈的空間關係。她並對調查書做了聶項重要的整理。第一，

她將調查書所載三十八傑埠圳所在位置在地圖上描繪出來，如圖 2 。第二，她找

出每一棵埠圳所引用的水源並l以表一一列出，其中主要有種水、揖泉、埠塘、他
圳盤水。第三，以等高棉揖區分的基礎，她將蘭睡平原的地形分揖山塵區(等高

緝二十公尺以上地區)、高平原區(等高體五到二十公尺的地區)、低平原區(
等高線主公尺以下的平原區)、及沿海沙丘區。除各埠圳位置外，圖 2 中指示出

其引用水頓與大致地形(從等高組看出)。第四，她還將每一埠圳的興革時間整
理、表列出來。
另外，部分析翼約選擇，除了囂的資料之外，伯揖 7 解翼約當時的時空背景

，這芳面的資料除 7 早期的士獻，如《噶瑪蘭廳志》、《台灣私法》等外，近年
來亦有一些專門研究闡鷗平原的地理單聞謹歷史的文獻出現，主口摩風德(
，強秋寶 (1975)

1990 )

，官治平( 1973) 等。有了這些古文書、古墊，加上歷史興地

理學者對蘭陽平原的研究貢獻，原本複雜、輾鉅的型的選擇分析研究工作才能順
利地自我們接棒。
經過整理以後，我們將本文所用的實誼冀的資料內容則在表 2 。以下讓我們
說明這些表 2 資料與前述學者整理的資料的不同之處。
在樣本數目方面，調查書只記載了四十條埠圳，但表 2 的實誼資料卻有五十
一個樣本。怎麼會杏出來一些標本呢?首先，

<宜闡廳管內埠圳調查害〉一共收

集了四十悔埠圳資料，其中有五條並沒有收錯古文書或古畏。這五{康分別是紅柴
林個圳、十九桔{田圳、打那岸陡門圳、金和順圳、與四圖軟埠均 11 0 儘管如此，調

查書中仍記載 7 這些埠圳的一些資料，女日興華始末、權概就壩、灌溉面積、水源

、均iI長姓名、均iI至數、埠圳體單方式等。雖然沒有古文書，但在本主的討論範圍
內這些埠圳的資料的屬完整可用的。

41其次，調華書中的砂仔港陡門圳是吵仔港

第一、第二、第三陡鬥圳的合稱，所以實際上是三條埠圳。這三悔埠圳在興革當
時是獨立的，旦分別有不同的圳畏在管理。所以，應該算三個樣本。接下來，調
查書中的番俘圳另附商圳，大三圳興芭華書圳，實際上是三條圳，這三悔圳在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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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資料來源:黃罣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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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日元 ü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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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ii_吉.!，Il!

~青代藺陽平原 7_k圳分佈圓

1990) ,

{清代蘭陽平原的水利開發與聚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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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誼pJT 用聾的資料的整理

地

名

開革方式 l

高度

水

、源

面積 2

興革時間 3

失敗 4

1 紅紫林回圳

軍

f田

山

種

7X

40

光緒 17年

無

2 十九結個圳

眾

個

山

揖

7):

同治年間

無

3. 阿田史庄個圳

獨

賣

山

揖

水

70
27U

;直光 6 年

有

4. 金復興均 11

lE>3

夥

山

溫

水

16U

嘉慶 12年

無

5. 金瑞安幼|

業

f回

{且

埠

糖

190

聶塵 22年

無

6 武煙圳

L>.
Q

夥

低

種

水

67

成盟年間

無

7. 三堵圳

獨

資

f~

在是

7.k

139

成單年間

無

8 打那岸陡門圳

關係由主

f~

告是

水

85

缺

無

9. J\ 1w1田 :1;) 11

空民

{田

低

金長安圳

52

囂塵 22年後

無

10:金合順圳

關係田主

低

種

水

45

光緒 13年

無

11.林古j原圳

獨

資

1~

林寶春訓|

80

嘉鹽 17年投

無

12. 全裝費埠;!J II

獨

資

{且

大

埠

165

嘉塵 19年

無

室主

水

379

喜慶 20年

無

7.k

50

光緒2年

無

1, U09

喜慶 16年

無

13.金盟萬圳

lEh1恥

夥

r
-但t可

14. 金陣成圳

3
1E』

夥

t
T「司

種

15. 邱吳成圳

1
E』
止

夥

叮
τiI1li

湧泉、溪水

l 且長盧源圳

司
正EL

夥

高

i勇泉、溪水

耳聾 16年

有

17 鼎橄社圳

5蜀

賣

fJt

埠

1, 009
42
7.k

嘉慶 19年

有

l日，金長安埠圳

獨

資

τF台司a

7男

泉

170

嘉慶 22年

有

19. 八寶圳

京

個

1IE2司r

曹

泉

327

嘉慶 15年

無

2日，林賈春圳

jι

Q

夥

戶言口過
T

種

7.K

504

喜慶 17年

無

2L火爐圍圳

獨

資

但釘1
T

權

水

90

嘉慶 12年

無

22. 第一陡門呵 115

關係回主

「
守戶主可

揖

泉

150

嘉塵 15年後

無

23. 第二睦門圳

關係由主

F言可a
可

:男

泉

90

嘉塵 15年說

無

24. 第三陡門圳

關保回主

戶台司a
T

i勇

泉

70

嘉塵 15年投

無

25. 金、源和圳

獨

責

山

溪水、埠圳

90

光措 16年

無

訝，金大安埠圳

L>.
亡3

夥

山

埠

糖

172

喜慶 17年

有

27. 鼻仔頭均 11

獨

資

山

種

水

35

缺

無

2且番仔圳

業

個

言a
可『司

揖

水

60

嘉塵 15年前

無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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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地

聞單 15式 l

高度

水

種

水

15

嘉鹽 15年前

29

喜慶 15年前

無

暉

面積2

興革時間 3

失敗4

2日大三間圳

業

個

TI司
言a

30. 芭干草圳

業

個

.R
自!j

揖

水

3 1.金大丘克圳

L>..
Q

夥

可f'主可
r

揖

水

1 , 000

嘉塵 12年

有

32. 太山口圳

正
E』
Z

夥

~
台﹒

揖

水

537

嘉鹽 12年

無

33. 主措安圳

正』‘
I::!

夥

低

太山口圳

380 嘉鹽 13年

無

34 金新安圳

正』

Q

夥

低

主大成圳

130

嘉鹽 16年

有

35 抵美簡圳

獨

資

低

湧

泉

30

囂塵 25年

有

1日金畏暉圳

獨

資

山

種

水

30

道光 14年

無

3 7.回圍軟埠圳

業

個

.但自!j

酒

泉

175

缺

無

38. 林 1原春圳

獨

資

f~

揖

水

250

嘉塵 23年

有

39 三十九結均 11

獨

資

山

埠

糖

50

道光2年

有

的李寶典圳

獨

賣

山

種

水

100

道光 19年

有

41 辛永垂圳

獨

賣

高

揖

水

300

光緒 10年

有

42 金同春圳

獨

賣

τi@í
可

1勇

泉

270

聶盧 16年

無

的，充公圳

獨

資

低

權

水

220

道光 10年

無

44 金塵實圳

iE』
3•

夥

{~

揖

水

220 喜慶 21 年

有

45 阿里史庄個圳

軍

個

山

種

水

270

喜慶 15年佳

無

4日，鼎橄社圳

買E

個

低

埠

糖

42

嘉慶 15 年前

無

47. 金大安埠圳

軍

個

山

啤

糖

172

嘉鹽 15年前

無

4 8.揖美簡圳

眾

{田

(且

1勇

泉

30

嘉塵 10年

無

個

山

埠

糖

50

囂塵 15年後

無

(因

山

種

水

100

嘉慶 15年佳

無

個

T
戶台司a

草草

水

300

嘉塵 15 年挂

無

的三十九結圳

空E

50 ，李寶興圳

空立

51 辛永安圳

眾

無

說明1.眾個、單個、與關係回主在本文中一概稱為囂塵古草。

2. 權概面積的單位是「甲」。
3 三個囂的中的興革時間無法判斷。
4. 雖然十三條埠圳曾有失敗經驗，但其中只有七個有誰種本。

5 第

、第二、第三陡門圳的全名分別是廿仔港第一、第二、第三陡

門均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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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當時是主相獨立的，後來大三圳輿芭著曹圳都因棋水;中墮埠頭，故改番仔圳的

餘水;所以，應算是三個樣本。最後，埠圳輿罩之f是可能會失敗，失敗後若重新
興華則又牽涉一次新的冀的選擇。理論上，每一次選擇就應視攝一個樣本，而埠
圳失敗的記錯至少有十三次之多，所J;J 遣種標本至少應該有十三個。重撞撞的坤
圳灌揖面積及所引的水源都可能會改變，但是其中六悔有失敗記聾的土耳圳缺歪扭

權概面積和水源等的資料，而不能根視攝有效的樣本。拿掉這些樣本後，我們還
得到七個有失敗記錯的埠圳可列為有效的樣本。

另外，由於本立的特殊目的，故在資料取措與分插上會與前人略有差異。第
一，就埠，圳的興革時間而言，黃罣捐的分重頁方法乃以埠圳撞撞完成時間馬準 o 若

資料中並無記載埠圳完成時間，則以聶圳所收聾的單約中年代最早的馬準。但由
於本文揖討的主題是埠圳興軍方式的選擇，而選擇的概念，正如前面提到過的，

是事前的概念。所以，若探用眾產主告囂的方式，其興革時間應話是以眾農達成協
議的時間為準;若採用語埠圳主的興革方式，則應該是以眾農與埠圳主達成協聶

時聶華準 o 不過，並非每一條埠圳都有興革時間的記載。所宰，本文的賞當部位
也不需要埠均 11興革的確實時間，只需卸道是在嘉腔十五年之前或之後即可。但這

樣的資料也不完整，所以有些樣本是以推估的方式， ð青制其興革時間是在嘉慶十
五年以前戰以往。我們的推估育法是看該埠圳所在區塌的入單時間是否在嘉塵+

五年之前。如果木是，則可以確定埠圳興革時間必定在嘉慶十五年之佳。值管如
此，無法判斷的樣本伯有三個。
第二，就水源而言，埠圳興聽完成之後可能因被洪水沖走，草原來的水輝站
竭而更揖水源。所以，開

悔埠圳在不同的時間可能會引用不間的水源。黃罣捐

的分頡育法是 tJ 調查書所記載的水源爵準，而調查書所記載的水源是以調查當時

埠圳所引用的水源馬進。至於那些沒有水源資料記載的少數埠圳，黃罣捐則根攝
話埠圳所載區或附近是否有單吭，或是否揖揖泉區，推估詰圳所引水棋。基加選

擇是事前的概念，我們以軍農協議當時所考慮引用的水輝厲準。因此，對加水源
的認定，我們以聾的有記載的為優先、其次，若翼約沒有記載，則 tJ 調查書所載
馬準 o 只有在里約與調查書都缺乏水ì1ffi料時，我們才以黃罣娟的推估揖準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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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軍農合築興土耳圳主的翼約選擇賣誼結果
;@:農告革與請埠圳主的冀的選擇模型( 1. 1 )與模型( 1. 2) 的實誼結果分別

列在表 3 。從表 3 中可以看出，模型

( 1 . 1 )的五個變數之迴歸係獸的符號都是

正的。這與前面理論的預期完全一致。其中，水蟬的迴歸f系數的 t 值達到 95% 的

顯著水準 o 儘管f既概面積之迴歸係囂的 t 值也達到 90% 的聶著水準'興革時間與
高度之越歸f系數的 t 值都不顯著;失敗祖臨之迴歸f系數的 t 值則最值。間表中可
以看出，抽掉時間因索佳，模型

( 1. 2 )的四個變數之迴歸係數的符號也都是正

的。這個結果仍與理論假說一致。其中，不僅水輝且權1前面積的 t 值都達到 95%

表 3

埠圳興築的翼約選擇實誼結果
模型(1. 1)

解釋鹽數

估計係數

估計保數

常數項

1.80(-2.8) ..

興革時間

0.48(0.89)

NA

I司

度

0.55 (1 .06)

0.51 (1 .0 1)

水

輝、

1.09(2.11)**

0.93 (1 .96) “

-1. 54(-2.58)"

種概面積

0.0038 (1 .80) *

失敗輝驗

4.93(0.11)

Chi-Spuared
Slgnific 且 nce
L

模型(1. 2) z

1

0.0045(2.04) 軍車

5.17(0.12)

26.54

2 日 .01

0.00007

0.000012

Level
•

說明:1.樣本數晶晶。

2. 樣本畢生聶 51

4. ..表示 5% 瞄著水準。

0

3 括弧內為 t 值。

5. ·表示 10% 顯著水準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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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顯著水準。高度之迴歸f系數的 t 值依然不高，且失敗經驗之迴歸係蠶的 t 值佰
最低。佔

這些實證結果可以整理說明如下:
l 一位的直覺即可想見當時使用資本市場的寶島成本應聲很高。實聾分析中種

概水頓眉苦的影響到埠圳興華之翼約選擇，且符古理論的預期;因此，槍定
的結果不能苦定與事集資金相關之交眉成本對埠圳興草聾的選擇的影響。
2 理論上，灌概面積對直屬屁本興單方式的影響是避過水租的故聾丘克本與士學圳

組織的連成成本。由於賞證分中種概面積對埠圳興華之盟的選擇的影響符合
理論的預期，且其影響相當顯著，實誼槍定的結果並不能苦定這兩種成本對

興革芳式的影響。
3. 儘管在實誼分析中興章程時間對埠圳興華之畏的選擇的影響方向符合理論的預

期，但卻並不顯著。興革時間試圖捕扭眾農輿埠圳主間的攬尋貝克本，以及眾

盛典埠圳主間的單約執行成本，特別是針對政府的介入對道兩種成本的影響
。實證結果顯示政府的介入雖然會使埠圳的興草型的較偏向埠圳主的方式，
但是其影響並不顯著。不過，我們木能與J 別不顯著的原因，到底是政府的介

入並沒有使這甫種成本陣也很多，盡是這甫種成本對興軍方式之選擇的影響
原本就不太大。由於清朝吏治腐敗，控訴官府的成本必然不位，且可能沒有
什麼作用。此外，在清朝政官府設廳前，埠圳主通常由當地的祖織頡導人克

任。對這種本就具有聲望、權艷的人違約，其丘克本應該不低。所以，翼約即
使沒有政府的執行也仍可能有效地約束雙方。呻

4. 高度是用來衝量京農間對興攝埠圳的失敗預期;位於山麓區的埠圳較可能遭
查原住民的破壞，位於 1Jt平原區則可能置聖棋水偉聾興海水倒置。實置分析
裡，高度對埠圳興單方式的影響雖符合理論的頭期， {旦並不顯著。可能的原

固是， J主人等高輯來衡量太過粗略，固爵庫住民並非完全世等高組分佈以歪扭

其破壞埠圳的威脅也不能完全以等高線衡量。另外，潭水倒權與棋水對扭值

平原靠近濯邊的埠圳戚脅較大，而不見得位扭等高線五公尺J;人下的埠圳風幢
就高。失敗預期 f且直覺地會影響到畏的選擇:所以，這個問題還有待以較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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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資料進一步研究。
5. 從實誼分析裡，失散，體驗對埠圳興單方式的影響也符合理論的時期，卻非常

不顯著。這個變數飲捕捉的是集資成本與眾農間的協商丘克本;然而，其非常

不顯著的實誼結果卻令人納悶。尤其，在埠圳興華失敗搜重建時，翠柏書中
常記載

主。」

r 無直o -m:{"難一，人 )J 不齊，置鳩重公議立約仝請， ..出首以揖圳

剖，

I 令當眾個戶相韻，欲聾與軍就近新:1:1 11 '個人缺欠工本，乏力不

能創 i置，眾等相識，託中引招出，一出首自備工本，前來興華:1:1 11 道。」

5l 由

此可見眾晨在選擇興聾畏約時的確會考慮到還些協商與集資的問題，並偏向
請埠圳主的聾的。所以，這個問題也值得更進←步的研究。 52

四、埠圳主合夥與獨資的興約選擇
雖然士學圳主獨資或合轄的差別只在胎埠圳主的人數，但此因素會影響集資成

本與埠圳祖攝的運作成本。本節的目的是找出路響坤圳主獨資或古夥的因素。假
設眾農巴注定要採用語埠:I:1 1[ 主的方式興華埠圳，且眾農找出了某人請其出任埠圳
主。此時，要選擇揖 1~ 告夥是這個人要考慮的。當然，最佳的股夥人數是這些人
互動的結果而不單是個人選擇的問題。人數的多耳首先會影響的就是每人好攤的
資本額。若每人應分攤的資本額超過其財葫限制，則集資屁本會很高。由於資料

上的限制，我們只能使用每個股夥應分攤的資本頡來衛量。種概面積越大，建圳

戚本會越高以至扭每人應分攤的資本額會增加。若坤圳的水源為引自高平原載低
平原的溪水，則會使埠圳的興富起戚本增加，以至於每人應分攤的資本額也會提高

。由此可以推詣，當埠圳的灌概面積越大，且其所引水滴又是高平原耳JGi~平原的
揖水時，股夥人數會越多，即會越偏向埠圳主合夥的興華翼約，另一方面，股夥
人數的增加也會使埠圳組織的運作成本增加。不過，由於實酷冀的缺乏股轄的人
數資料，我們並不能檢驗這個可能的影響因素。以下，我們引用前面的實置;守法
和資料來驗誼埠圳主獨資或合夥翼約選擇。

實置模型設為:

Pc=f (S ,K)=e J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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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實誼資料安排為:

C=l

表示該埠圳為請埠圳主古夥興單 :C=o表示鼓埠圳攝請埠圳主獨資興
聾。

S=l

表示該埠圳所引水源為高平原草值平原溫水 :s=o 表示詰埠圳所引水
、眉為山麓區溪水、種泉或埠塘 o

k

代表灌概面積。

在此模型下，依上面所得之假說，其迴歸係畫畫的符號除截距車外皆應措正。
如表 4' 實置結果顯示迴歸僻、數都揖正，且其 t 值也還算顯著。大致上，這還不
至於完全苦定我們從理論分析得到的但說，即水、暉典禮概面積會影響到埠圳主獨
資或古轄的單約選擇。不過，記得這兩個變數只是替代缺主實障資金與合夥人資
料的撞歡而已。所J泣，這個實聾的結果還需要待進一步研究再確置。

表 4

埠圳主獨資或合夥之冀的選擇的實誼結果

被解釋聾數:埠圳興革的冀的方式
解釋變數

估計係數

常重生項

水

-1.447(2.668)***

源

0.875(1.059)-

灌溉回祖

0.002 (1 .593) ..

Chl-Squared (2) :

12.144

S 1gl11 f 1cance Le 叫 D.0023
說明: 1 樣本數居 30 0

2. 括弧內揖 t 值。

3 牢牢*表示 1% 顯著水準;

H 表示 10% 顯著水準*表示 15% 廟著水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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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摘要與結論

許多主島 RX 本的文獻都強調特殊資產會使市場的女易成本極高。捕了避開這

種困噴以便貢品利得能鞠順利產生，理論上有畏期翼約、垂直整合、實押與商譽
等四種攝制可制降低重複豈是判的高直屬成本。由於水利投資具有特殊資產的性質

，本立乃試圖從空易成本的角度分析臺灣清朝時直蘭平原立埠圳興單方式的聾的
選擇，並槍查這些水利畏的的差異是否與特殊寶庫有關。然而，不論有文農舍草或

請埠圳主興聾，實際的翼約賣料顯示它們皆揖無限期壘的水利聾的。是，藺層平
原上的先民如何選擇水利翼約韓非單純地可以特曉賣料措主要解釋。攝了解答這

個有趣的問題，本主採用主觀主島成本的理論進行研究。
槌各種埠圳興車"jj式所要進行的活動爵出至重點，我們似五個可被女暑雙方及
分析者共同觀察到客觀因素來衡量這些興單方式的差具。由貫易成本理論得到五

個假說後，我們以實際的興約資料*輸置這些假說。實誼的結果顯示，在影響眾
農舍革與請埠圳主輿車兩種堅約"jj式的因素中，較顯著的種概面積和水掘。灌概

面祖影響埠圳組醋的運作貝克本和水租的J&集成本，水輝則影響事集資本的成本。
這表示當軍農在華擇興革埠圳的聖約時，只要考慮水棍和灌概面積，就可以大致

判斷揖用那一種興華聾約較容易勸服別人接壘。實誼摘果也顯示，在清朝政府將
主闡收入版圖之前車之佳，興革時間並不影響埠圳的聾的選擇。這個結果表示，
即使沒有政府，民間里的的協議與執行丘克本也沒有想像中的高。在埠均11主獨資或
古轄的實誼裡，我們的假說也大致挂有被否定。體管存在一些缺陷，我們的實聾
分析結呆建議;在清朝主蘭的埠圳興章程祖，主觀主易成本理論大致可以解釋其中
的翼約選擇，盡可提供一個台灣早期植樹個利費展的解釋。
另一方面，直蘭盟廳與苦並不改鹽先民的水利型的選擇是一個有趣的發現。
除 7 前節的討論外，遣個原因可能與當時移民在故鄉所接聾的文化薰陶有關。與

寇斯的無形胃譽相互輝映，諾斯 (North ， 1990) 再三強調，除了有帝的組攝外，

文化的無形制度也會影響到主眉成本。如果「己所木缸，切施於人」、「我先從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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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投桃報李」可以代表這些移民所接受的中華文化，則如平學平與賈春興(l日

95 )說明的，他們可以藉而順利地跳脫囚犯的困搗賽局。揖句話說，政府提供的
聾的執行致力必讀由其超過其它制度所能降倍的主品成本來衝壘。當一個政府瞄
噴的清朝，其降低直屬庇本的效能未必能詢勝過鄉神的盟約執行草文化的無形制
度。從這個角度看來，面臨平原的聞單歷史是特別有直義的。它再一次的凸顯出

政府並非萬能，並且政府的干直不能僅僅建立扭「公共財」興福利經濟學的虛站

訴。求在 x 串成本理論下，政府不過是一種組轍，而人們組織政府的目的正在降
低交易成本。因此，除非政府干預能拘達到此目的，否則它可能反而製造出更多
、更植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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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主

附

l 本文質誼資料的主要東頓是《直闌廳管內埠圳調查書>
)及黃豆捐(

0 王世塵(

1985 , 1988

1990 )都曾對此調查書作過整理與研究，對本文之實誼研究助益

甚大。第五節撞，我們將詳細地介紹本文所引用的盟約資料。
2. 這方面的士獻J以 Cheung

( 1969)

一書為濫醋。基於笠易成本的概念與風幢趨撞

的行馬假設，他針對分成 (Share rent)

、定祖(f ixed rent)

、與工資等不

同的冀的，來分析組合聲動與土地這兩種投入因素的農業生產單約選擇。其中
有一個假說是:但如不考慮主眉成本，則理論上分為型的的祖額應該要大於定

租翼約的祖額。 ι人中國在 1930至 1935年二十一省的統計賀料來輯聾，他的研究
顯示出許多與理論不符的結果，有些甚至差距甚多。

3. 在勞動與土地遣兩種投入因素外，納入水利的投入因素，可能會影響到的 eung
的結論。舉例而言，興建水利需要大量資本。如果地主與個農合資開水圳，則

地主與個農對此投資的分攤比倒不只會影響水租的祖韻，也可能會表現在回租
的租額上。因此，考慮回租會受水利投資所影響撞，分成聖約的租額;就未必一
定高抬定租車約。另一古面，水利設施開車撞可以便穀物l&成的扭動費小。於

是，分成型的來分散風轍就會變得比較不需要 T" 甚至扭，馬丁降低空晶成本
，分成里約還可能會轉成定租型的。儘管陳其南(

1987 )也曾提出頡叫地看法

，且清代台灣大租調查書上冊(頁 143-150) 也收錯了九個輯蝕的型的，但是

限於資料本文無法在這個題上做進一步的探討。

4. 見尹章轟( 19 日 9 '頁 2)

。

5. 近年來已經出現一些以交易成本理論分析水權 (Water Rlghts) 的研究 o
與(

1990) Ramseyer ( 1989)

Rose

分別以主昂屁本來分析美國東部十八世紀往與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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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十三至二十世紀的水權演變。在比較日本與其國東部的水權結構時，他體現
它們非常攝似。有關畫灣清朝時期的水權結構，扭清朝的律法與官府的諭告、
判伊j 中，可以找到一些資料。這與本主要探討的水利畏的的選擇有一些關係，
但不是主要揖討的對象。

6.Allen and Lueck

(1992) 曾提及水利資產是屬於特殊資產，不過並沒有詳細

討論。

吟。

7 詳見《畫灣私法，賈 43 吟，及《直蘭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上巷，頁 l

「埠」的男一個意義是在草草中施設提防潛種溫流之處，彰化縣志有.

r 脫困溪

水山泉普故就下，革為提肪橫截灌溉，清使高漲。乃開圳扭側，導水灌回」
不過，宜蘭地區的「埠」指的是蓄水池。

8. 詳見《灌i國與排水，頁 436)

，及《主蘭廳管內埠均 f[調查書，下卷頁 322-327

》。
9. 詳見《畫灣私法，頁 436}

，及《宜蘭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下卷頁 5 一的。

10. 詳見《畫灣私法，頁 436}

，及《宜蘭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下卷頁的。

11.請參考賣空捐(

1990

'頁 12 )。

凹，張秋寶(

1975

'頁 228-229 )。

13. 賣空捐(

1990

，頁 16)

14目張秋寶(

1975

'頁 228-229

15. 如官治平(

1973)

a

{畫灣省通志，卷一土地志地理篇，頁 270}

)

，張秋寶 (1975)

1 6.黃罣捐(

1990

'頁 13-1 7)

17. 黃雯捐(

1990

'頁 24-27)

0

0

.與黃要捐(

1990 )等。

{噶瑪蘭廳志，頁 221-223}

18且不過，在此和平帶里以前也費生戰門衛車。摩風德(

1990

'的一 102 )提到，

「扣平埔攝入大為驚恐，個農但抗，吳沙退回三甜。隔年，番社流行天花，吳
t少出方施聾，救活很多人。番人感恩，願分地付里，吳i少亦埋石設誓，共約不
相價置。之後，具吵再度率Ñ:返回頭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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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

'頁 179

23. 廖風德(

1990

'頁 103-104)

。

24. 摩風德(

1990

'頁 79-96)"

19.~事風德(

1990

'頁 96 一 109

2日'.{#風德(

1990

'頁 102 )。

2 1.摩風德(

1990

，頁 103

)

22‘單單風德(

)

<噶瑪闡廳志，頁 367-368>

。

25. 嘉鹽十六年 (1811) 九月漸聞總督汪志伊與福建逃撫強師諧的「暨衛會奏」
I 查噶瑪闡埔地一，自嘉鹽十五年四月揖始，勒限兩年，一律聞遇

摺中記載

，報官甚或丈議租。由日兩年之外，尚未有盟成者，即將荒埔入官，由官另行招墊
。…無論田園，勒限三年，一律墾成。 叫賣口過期有尚未聞單者，即將埔地入官

，另行招個墾種。」詳見摩風德(
訝，主世慶(

1985

133 、 166}
R 王世塵(

，頁 133)

"

1990

'頁 10 7)

<宜蘭廳管內埠圳調查害，上卷頁 296 、下卷 120 、

"

1985

'頁 130-132

)

2且詳見《清代皇灣大祖調查書》。

29. 有關畫體清代土地的大小祖聞係，請參考《薑灣私法，頁 151-21 吟，陳其南

( 1987)

，張牌產(

1983)

3且《畫i灣私法，頁 212}

3 1.詳見《畫i彎私法，頁 21 吟，
32. 詳見《畫灣私法，頁 6 帥，

<噶瑪闡廳志，頁 369}

。

<噶瑪蘭廳窟，頁的 -6 吟。

紹，畫灣西部的大祖祖韻，間田園肥瘖、權概良否丑聞單當初投資多寡而定，並無

一定標準，大約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由日位土地等則區分時，大的是每申上田每

年八石、中回六石、下回四石，上圖六石、中圖四石、下圍二石。詳見〈畫禮
私法，頁 17 的。
34. 見《宜蘭廳管內埠，均 [1調查書，上卷頁 229-230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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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基於主觀價值的經濟學並非蜂起於布坎南，而可以達潮到過酷革命要角之一的

孟格 (M 凹 ger)

。今日，只有承聾孟格傳統的祖濟學者伯將超濟分析奠基於嚴

格的主觀價值論。關於機會、財貴的主觀，世賀，以至於人、物與物、物之間的

因果關f系，請參考)!enger

3且 Kan

( 1993)

( 1981)

。

不但檢討揖位聲譽卓著的組濟學家的模糊主島鹿本概念，並提供

了以勸服躊中心的直屬盾本定義。在詳細的揮討其性質與應用的偶限之撞，此

文也揖討企業單精神與交易成本經濟學的關聯性。
37. 基本上這個分顯雷同加王世塵(

1988)

;木過，他的分顯更細窩。

3日關於這些活動的細描述與其牽涉的主昂成本內容，請見蕭丁偉(

1993 )。

1 日見《宜蘭庫管內埠圳調查書》上卷頁 263 之鼎橄社圳。

40 見《宜蘭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下卷頁 179 之金新安圳。
4 1.黃要捐(

42.

1990 )亦持此看法。

{直闡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下巷頁 87-115之太山口均 11 '及《宜蘭廳管內埠圳調

查書》下卷頁 267 - 291 之金同春均 11 。這兩偉埠圳都是用請埠均 11 的聞單方式，但

都接受眾蠱的投資。眾農每投資每一圖，往後每年可以撞得一定額的水租章宜，
太山口圳是五斗，金同春圳則是三斗。這種方式有實押的特擻 0-15面，埠圳

主可以誠少在特殊資產上的投資，所以農人能投機的機會較小。另一方面，當
農人在特殊資產上投資哇，對埠圳主投機庄市也會造成自己的揖失。所以，這
種囂的可使埠圳生的投資較有保障而攝少交晶丘克本。
43. 見《宜藺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上卷頁 25-32 之說明，另在調查書內的冀的書中

亦有相當多的倒于，在此不一一列舉。
44. 見《畫灣私法，頁 457 -465}

45.

，及調查書內的型的書。

<主蘭廳管內埠圳調查喜》上卷頁 279-315八寶圳，是宜蘭地區眾農會聾的埠
圳中灌概面積最大者，達三百二十四，分成一百三十五份。此圳撞來股借不斷
帶轉，最佳都移轉到林吉記之手。聾的中載明移轉的理由，大多是「意出息零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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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難以清理 J
“自見王世塵(

1989

'可見人數多寡對埠圳組織的運作成本的影響很大。
'頁 182

)

47. 其韓三十.li {I保埠圳共收集了三百二十五件古文菁、古寞，但並非全部與埠圳的
興築有關。

。不過，

的許松根教授認揖可以揖取其他的模型槍是方法 l泣尋求最佳的實誼模型

我們的目的並不在尋找最佳模型，而在檢定立眉成本分析的適用性。儘管如此
題，且迴

，我們曾經嘗試幾種不同解釋的組古。結果並沒有體現線性重合的問

歸的係數值與顯著水準也沒有什麼改彈。
的見黃秀政(

1976 )

5日見《宜蘭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下卷頁 230} 之三十九抽圳。
日，見《宜蘭廳管內埠圳調查書，上卷頁 230} 之阿旦史庄個:l"J1I。
52. 我們稱此結果特別令人納悶的原因在於;各個迴歸變數之間的相關係數並不至
的

於大至1 可能產生緝愷重舍的問題。不過，可能的主要原因在扭有過失敗經驗

帳本數目太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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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s in Tsing Dynasty to Build Irrigation Systems at
Lan-Yang Plain: 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Steven S. Kan and Ding- Way Hsiao'

Abstract
With the subjectiv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 we derive five hypotheses about contractual choi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îrrigation
tem. From the activities that need to be taken to complete

s戶，

an 叮rigation

system , we obtain five objective variables to test our hypotheses. Our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 in the choices o[ farmer-collective and en
trepreneur-invíting constructions , the irrigation area and the water source
have significant in f1 uences. The irrigatîon area in f1 uences the organiza
tional cost of the irrigation system; the water source în f1 uences the financing cost for construction. For both the permanent entrepreneur-inviting
and vertically integrated farmer-collective contracts , our conclusion

i曰:

The

subjective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can explain not only the contractual
choices on the Lan-Y ang Plain , but aIso the successful economîc devel
opment of Taîwan in Tsing Dynasty.

* Steven S. Kan is an 且ss口 ciate proless 口 r In the Departm 日 nt 01 econ口 mic且， Nati口 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Hsin Chu , Taiwan. Din 日 -Way Hsia口口 btains his
me 鬥 t and is currently ass口 ciated with I-Hua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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