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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資源的解析

經典發展方式的產生和形成，是以那些少數最早發

達起來的國家當時所處的一種獨特的初始條件和邊界條

件 — 資源狀況及其實際佔有格局 — 為前提的。為了分

析經典發展方式對這種前提的依賴性及其後果，以及在這

方面彌漫著的迷霧和煙雲，必須對自然資源的類型及其性

質進行深入的探討。

從廣義的角度上說，人們通常把資源分為以下四類：

自然資源、科學技術知識資源、人力資源（包括質量和

數量）和資產性資源（如設備、機器和廠房等）。儘管在

人力資源和資產性資源中都含有或物化了部分科技知識資

源，但第二種資源仍有其獨立的形態，因為在一定的生產

力水平之下，仍有部分科技知識資源以貯備的形態獨立存

在，沒有進入或物化在人力資源和資產性資源之中。

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從其與之相處的自然和生

物環境中獲得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如空氣、陽光、水、食

物、衣著和住所。而為了得到這些東西，人類必須進行生

產性的活動，這就需要把上述四種資源結合在生產過程之

中，以得到所需的物品。但是從根本上說，人類所希望得

到或擁有的一切物品，首先來自於對自然資源的利用、採

掘、加工或製作，而後通過人類的勞動生產出來。在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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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將主要以自然資源為中心來討論有關問題。

為了更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自然資源，人們有必要對

其技術、經濟（或社會）屬性做更多的瞭解。與本書論題

最為密切的是這樣三種屬性：更新性、分離性和專有性，

前者為技術屬性，後兩者為經濟或社會屬性（當然，這三

種屬性都以資源的自然特性 — 如物理、化學、生物等性

質 — 為基礎）。某種資源在這些屬性上呈何種組合狀態，

直接關係到對其進行配置和利用的具體機制的運行效果。

◎   更新性

從技術利用的層次看，可把自然資源分為三大類：第

一，可更新資源；第二，能重複利用的不可更新資源；第

三，不能重複利用的不可更新資源。根據物質不滅定律，

任何自然資源都是由物質產生的。任何物質必然是從某處

來又到某處去。能夠無限地維持物質資源的唯一方式，是

某種重複利用和再使用的方式。

可更新資源是指那些能通過比較迅速的自然循環來補

充的資源。例如，空氣中的氧通過光合作用補償；淡水通

過水循環補充；生物產物（食物、纖維、木材）通過自然

生長和繁殖的自然循環補充。一般說來，這種資源更新的

時間尺度與人類時間尺度較為接近，在下文中，我們又稱

這種資源為流量資源。

能重複利用的不可更新資源包括所有貯存於地殼裡

的非能源礦物資源。如銅、鋁等金屬礦藏。地殼不是礦物

均勻的混合物，它經過億萬年的地球化學變化，產生比較

豐富的特殊元素或礦物，並使其在特定的地方沉積。如果

這些礦產被開採，它們就不能恢復，至少不能根據人類生

存的要求而迅速地相應恢復。因此，從人類的時間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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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們是不可更新的。但是，至少在理論上人們可以在

利用這些物質或元素之後，把它們回收，然後重複利用。

不能重複利用的不可更新資源是指那些「礦物性的」

能源資源，即礦物燃料（石油和天然氣），目前它們為我

們提供了 90% 以上的能源。礦物燃料是有機物質在億萬年

以前的生物地質歷史過程中沉積而形成的。這是一個地質

時間尺度，因此從人類的時間尺度看，其不可更新性是顯

然的。此外，某種礦物的形成是由特定的條件和時期所決

定的，現在的條件不能使有機物產生沉積而演生成大油田

和煤田，因此其存量的有限性也是顯然的。同時，由熱力

學第二定律不難看出它的不能重複利用的性質。所以，如

果用礦物燃料作能源，則該能量就永遠散失掉了。在下文

中也稱不可更新資源為存量資源。

這三類資源並非相互無關，例如，作為一種可更新資

源的農作物生產，當代的石油農業需要大量地消耗諸如磷

酸鹽和其他肥料成分等不可更新資源；同時也依靠鋼鐵、

銅和其他金屬製造的機械以用於生產和運輸農作物；能源

廣泛地用於生產和開動機械、生產肥料和農藥、加工食

品；所有農民、工人和其他人都需要食物和水來維持他們

自己。把這些連接起來，不難看出，某一環節失調，很可

能影響整個系統。例如，如果石油短缺嚴重，則必將使現

代石油農業對可更新資源的利用無法正常進行。

從理論上說，可更新資源持續不斷。但是，可更新資

源的含義通常被理解為用不完的資源。而實際上，我們現

在丟失可更新資源的危險更大。這是因為所有可更新資源

的更新都明顯地受自然系統的限制，例如，地下水只是以

水不斷地滲透到土地的速度更新。而在許多地區，地下水

由於抽取的比恢復的更快而致乾涸。

最重要的是，可更新資源可能被破壞。例如，只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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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土地被保護，不受侵蝕而且加入適量的有機物質，

土壤才是可更新的。裸露、被侵蝕的土壤不但不能更新，

而且變得越來越差。當前，由於不可更新資源的大量利

用，已使可更新資源變成不可更新的危險性正在增大。

最後，可更新資源除了可以受到過度的直接利用的

破壞以外，也可能受其他因素的不利影響甚至完全毀壞。

如空氣和水資源可能由於污染而降低質量或變為完全不能

用。總之，我們只有對資源的使用維持在這個系統本身能

夠更新的能力之內，並且盡力保護這個系統免受污染和生

態環境破壞等因素的不正當的干擾，可更新資源才是可以

更新的，才可以持續得到利用。

◎   分離性

從經濟或社會的利用層次上看，還可把資源按可分性

和專有性來加以分類和研究。可分性和專有性是阿蘭．蘭德

爾在《資源經濟學》一書中提出的概念，這些重要的概念構

成了本章以下各節的基礎。所謂的可分性說得通俗一點就

是：對某一數量的資源（或貨物）加以利用（或消費）時，

某人多利用了，其他人就只能少利用。例如，在兩個人面前

有四個麵包，人均兩個，當一個人吃了三個時，另一個人就

只能少吃一個。又如對於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土地資源（可更

新性資源），某人多使用了，其他人就只能少使用。對於這

種可分性資源，當其數量一定時，在不同人之間的使用上具

有競爭性的關係，即你多我就少，你少我就多。

反之，所謂的不可分性指的是，對於某一數量的資

源或物品加以利用或消費時，在所有的利用者或消費者之

間不存在上述競爭性關係，而是非競爭關係，即你多我也

不少，或說某個人的消費或利用，並不減少留給別人的數



555544

第三章 資源的解析

量。例如，當你瞭解某種知識從而獲得某種程度的滿足

時，其他人從同樣的知識獲得一定的滿足時並不會減少你

所得到的滿足感。又如在一定質量的大氣中，每個人都可

以自由呼吸，同時並不因此減少其他人實際上可以得到的

空氣數量。在一些人一起共同欣賞美景時，也同樣如此，

甚至還可能由於互相交流感受而增加每個人的滿足程度。

上述描述可以由圖~2 形象地予以表示。曲線 A1 表示

了你多我就少，A2 表示了你多我不少，A3 表示你多我也多

（互補關係）。A1 表示的是可分性資源的使用關係，A2、

A3 表示的是不可分性資源的使用關係。

圖~2：三種關係

我們對不可分性做了進一步推廣：橫向不可分性是指

所有人同時利用（或消費）某種資源（或物品）時，在他

們之間沒有競爭性關係，如一定質量的大氣；縱向不可分

性是指不同代人在利用某種數量的資源時，在不同代人之

間不存在競爭性關係，如當土地（和淡水）資源保持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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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的閾值之內時，上代人使用得多，並不意味著下一代

人就要少使用。顯然，土地資源不具有橫向不可分性，而

一定質量的大氣、陽光則既具有橫向不可分性，又具有縱

向不可分性。

在前述三類資源中，對於可更新資源而言，只要其保

持在可更新的閾值內，都具有縱向不可分性；而只有部分

可更新資源才具有兩種不可分性（簡稱不可分性）。不可

重複利用的不可更新資源，是比較典型的可分性資源。對

可重複利用的不可更新資源而言，只有當它能夠百分之百

地被重複利用時，它才具有縱向不可分性，然而這是根本

不可能的，因此嚴格地說，這種資源也是可分性資源，但

在一個有限的時期內，它具有弱的縱向不可分性（假設重

複利用率很高，如 90~95%）。
對於不可分性的資源或物品有下述結論：不存在一

個一視同仁的價格系統，能使私人部門的不可分貨物的生

產達到帕累托高效率（見附錄）；包含不可分貨物的經濟

中，帕累托效率的條件只有在對不可分貨物實行完全的差

別定價時才能滿足；一般說來，已經證明對不可分貨物實

行帕累托高效率的、完全差別待遇的價格系統是不可能的

（這裡的一些概念，請參見附錄）。

◎   擁擠性

對於某類資源（或物品），當使用者的人數從零增

至一個很大的數目時，在不同的使用者之間，不會出現對

資源使用的競爭關係。在這個範圍之內，仍然是你多我

也不少。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這類資源與不可分性資源可

以不加區分。但是，隨著使用者的數量不斷增加，以至接

近這類資源的容量限制時，擁擠現象最終會出現。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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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增加更多的使用者，就會減少所有使用者的資源使用量

以及由此而來的滿足程度。對於可擁擠性資源的一定供給

水平而言，在開始擁擠之前，增加額外使用者的邊際成本

一直為零（即為滿足新增的額外使用者所支付的追加成本

為零）；但當使用者不斷增加以致超過某一界限時，增

加額外使用者的邊際成本開始上昇；最後，當達到容量

的絕對限制時，增加額外使用者的邊際成本趨於無窮大 

（圖~3（a））。凡是能供很多人使用，但是受到容量限

制，並且在達到容量限制之前，供給的固定成本遠大於增

加額外使用者的邊際成本的任何資源（或物品），都具有

可擁擠性資源的類似特徵。

圖~3：擁擠性

圖~3（b）表明，在容量限制之內，對可擁擠性資源的

使用而言，具有你多我也不少（無關性），甚至你多我也多

（互補性）的特徵；但一旦超過了容量限制，就會出現你多

我就少（競爭性或替代性）的特徵。可擁擠性貨物或設施

包括道路、橋樑、港口和機場，以及幾乎任何在圍牆之內向

公眾提供的服務：如餐廳、音樂會等等。很多天然的或環境

容量限制

邊際成本

使用者數目

容量限制

無關區

競爭區

互補區

增加的使用者的數目
（ａ） （ｂ）

增
加
額
外
使
用
者
的
邊
際
成
本

原
有
使
用
者
的
滿
足
程
度



599588

   發展方式與中國的未來

的舒適享受也具有可擁擠性資源的特徵，如海濱浴場、風景

區、名勝古跡、湖畔的釣魚區、獵場和滑雪場等等。

讀者不難從上面的分析和描述中看出，有無容量限制

是區分不可分性資源與可擁擠性資源的標誌。在容量限制

之內的可擁擠性資源與不可分性資源非常相似。超過了容

量限制的可擁擠性資源則與可分性資源十分相似。

對於可更新資源而言，只要在其可更新的閾值之內，

儘管已超過了其容量限制，因而不再是橫向不可分的了，

但縱向不可分性仍然保持著。例如風景區，只要其未因擁

擠而被破壞，儘管在某一時期十分擁擠，以致使很多前來

遊覽之人感覺索然無味；但在另一時期中該風景區仍然可

供人們欣賞。然而，如果擁擠導致可更新閾值被超過，以

致可更新性喪失，那麼縱向不可分性也就從此喪失了。

我們認為，有無容量限制及限制程度反映了資源的

稀缺程度，只要某種資源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則必有其容

量限制。例如，一定質量的空氣，由於其數量之大，以及

每個人因生理限制只能吸入極其有限的空氣這兩方面的特

點，使得使用者從幾千萬增至幾億甚至幾百億都不會出現

容量限制，因此它不具有可擁擠性。換言之，不可分性資

源是容量限制趨於無窮大時的可擁擠性資源的極限情況。

下面的公式表明了兩者關係：

可擁擠性資源—→ 不可分性資源
容量限制 → ∞

這種容量限制為無窮大的可擁擠性資源，就是西方經

濟學中常說的沒有稀缺性的資源，從而也沒有價值，長期以

來從未被作為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來看待。然而，隨著近代工

業的崛起，這類曾被認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

如大氣、淡水等，由於環境污染等破壞性因素愈演愈烈，相

繼出現了容量限制。淡水已不必說了，由於人口的指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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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已使其容量限制日見明顯。僅就大氣而言，由於污

染水平日益增長，其數量雖未減少，但其質量卻在逐步下

降，因此就其可用性和可用量而言，容量限制也已不容忽

視。可以說，人類所擁有的不可分性的資源 — 往往是人

類生存基礎的基礎 — 正在減少，也正是在這時人們才感

覺到它的可貴和價值。然而這種資源最優良的特性：取之

不盡、用之不竭；無需為使用支付費用，等等，正在由於

破壞因素所導致的可擁擠性的出現，而在逐步喪失。西方

主流經濟學由於自身的短視，忽視了上述關係的逆關係。

不可分性資源—→ 可擁擠性資源
破壞性因素使容
量限制 → 有限值

正是由於這種逆關係的出現，使沒有稀缺性的資源變

成了具有稀缺性的資源，而這種稀缺性資源是西方主流經

濟學難以對付的。

◎   專有性

這裡所說的專有性指的是：由於一項行動而產生的收

益和損失都直接由有權採取這一行動的人（即所有者）來

承擔。非專有性是財產權的一種減弱（參見附錄），它在

一定的意義上將會導致某種低效率。如果對於某種資源或

貨物任何人都沒有專有權，就沒有人會為使用（或消費）

它而支付費用。在這種情況下，價格既不能在不同的使用

者之間起到分配資源或貨物的作用，也不能為生產物品、

維護和保持資源起到提供激勵或收入的作用。

有很多性質十分不同的資源、貨物、服務和由自然

提供的舒適環境是非專有的，在這種情況下，典型的資源

（或其他物品）配置結果是：相對於高效率供給水平，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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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舒適等供應不足，或者有害物品和不舒適的數量過

多；相對於高效率的開發水平，則資源開發過度，或者在

資源的保護和維持其生產能力方面投資不足。

在對一些資源可以確立並實施專有的和非減弱的財產

權的地方，可以利用獨立的、個人完全利己的行動來保證

產生高效率的結果（在後面的分析中我們將看到，為了達

到這種結果，還要有其他的限制）。很多社會對於那些在

過去曾是非專有的資源規定了專有的財產權，例如，因為

缺少專有使用權而造成的過度放牧現象，由於確立了土地

的財產權而被制止住了。

然而，某些資源和貨物直到現在仍然是非專有的，

即使在那些私有制佔主要地位的國家和社會裡也是如此。

形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大類：第一類是文化和政治

上的原因。實際上，任何一個社會都要把某幾類資源、貨

物、服務和舒適劃分出來，認為它們不應當被包括在商品

交換的範圍之內。即使在美國，人們也常把天然的環境和

河流，以及歷史古跡看作是不應屬於經濟交易的範疇。

第二類原因與文化、傳統和政治等社會範疇無關，而

在於這些資源和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基本特點。例如，鰻鱺

在南亞諸島至呂宋島以東的深海出生後，隨著黑潮來到日

本近海，分佈於淡水水域；但到了成魚之後又逆黑潮向其

生殖海域迴游。對其一生中所游過的太平洋的某些具體的

水域和河口乃至沿海河流不可能劃分和實施財產權，所有

這些因素都阻礙了鰻鱺專有財產權的確立。因此，鰻鱺不

像牧場中的一般牲畜，從生到死都可以為某人所有，它的

所有權是在漁民捕獲它的時候才確立的。推而廣之，有很

多種類的資源和物品，因其物質上的自然特性，不適於對

其規定專有的財產權。如果一定要對這類資源規定、保障

和實施專有財產權的話，則其成本將遠遠超過其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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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類不可能專有的資源和物品，任何企圖通過確

立不減弱的財產權來達到高效率的想法都是無濟於事和無

法辦到的。很多對人類生存和發展至關重要的自然資源和

由環境所提供的舒適都在其列。它們包括陽光、大氣、河

流、湖泊和海洋中的水；遷徙性的野生動物和目前還沒有

商業價值的野生生物；以及那些對於私人來說是太多的海

洋、湖泊和河流中各種魚類；很多人擁有的土地下面的石

油、天然氣和地下水資源等。此外，還有一些實際上無法

專有的不舒適和具有負價值的資源，如害蟲、難以消滅的

病菌以及大氣和非專有的水文系統中含有的污染物。

在能夠實行專有的地方，是否規定專有財產權是一種

政治上的選擇或決定。但在專有的、不減弱的財產權不可能

建立的地方，政治上的選擇範圍就受到很大的約束。僅從經

濟效率的觀點上來看問題，完全非專有的、不屬於任何人

的狀況有一些很嚴重的缺點。但是，一個社會也可以建立財

產共有的權利體系，可以建立和規定誰在何種條件下可以使

用這類資源和貨物的法令。例如，可要求打獵的人必須領取

許可證，並遵守關於打獵的季節、獵物限額以及所用方法等

規定。這些關於使用資源的規定雖不具備不減弱的財產權所

具有的某種高效率特點，但它們可以在專有財產權無法確立

的地方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權利體系。在財產共有這一前提

下，可以對這些關於使用的法令做出各種不同的規定。

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各種不同的法令可能產生的預

期結果的相對效率，以及考慮與此有關的某些普遍原則，

將是十分有益的。例如，對於資源的過度開發，較好的辦

法是直接限制開發率（如規定魚類的捕撈率和出售率），

而不是限制開發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投入。在必須採用限

制性規定的地方，如果這些規定所產生的權利是可以轉讓

的，那麼是可以達到高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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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蘭．蘭德爾指出，即使是效率很高的財產共有的有

關規定，也不可能導致實現帕累托效率。① 但我們認為，

如果情況（如不可能實行專有權）確實是這樣的話，帕累

托效率標準已不適宜再用來作為比較在這種前提下各種權

利體系的效率的標準。因為很顯然，對於最優化問題，改

變約束（相當於能否專有化）往往會使最優解發生變化，

而比較不同約束下的不同最優解誰最優是沒有意義的。因

此有意義的比較只能是在同一約束下的不同解哪個更好，

哪個解是最優解。

因此，在不可能實行專有權的地方，精心設計與資源

使用有關的規定，是完全可以產生切實可行的、能夠長期

維持的生產能力，抑制投入方面的浪費，並且能使該行業

的企業獲得合理的和有保障收入的高效率結果。

依據可分性和專有性，可把資源和貨物分成四類：即

可分的專有資源（或貨物），可分的非專有資源，不可分

的專有資源，不可分的非專有資源。對於這四種資源中的

每一種，由於市場、私人企業或公共部門供給的可能性，

以及這種供給具有帕累托高效率的可能性，彼此之間是有

差別的。

對於可分的專有資源，如大米和麵包、某些礦產，可

以由市場體制來供給。如果假定市場是完善的 — 即確立

了不減弱的財產權和高效率的相對價格，則其在供應這些

資源時可以達到帕累托效率。

對於可分的非專有資源，由於其供給不可能得到報

酬，所以它們不能由私人企業和市場體制來供應。它們可

以由私人慈善機構（但通常低於最優數量）或公共部門提

供。公共部門提供這些貨物時是用財政收入來給予資助

①   阿蘭．蘭德爾：《資源經濟學：從經濟角度對自然資源和環

境政策的探討》第 1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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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在實際上和經濟上能將專有權引進這類資源的市

場中，公共部門就可以在提供這類資源的同時，得到為使

用和消費這類資源所支付的費用。如果專有的和不減弱的

財產權能夠得到確立和實施（即在非專有性不是來自於資

源本身所固有特點的場合下）的話，私人部門也可以提供

這類貨物，並且達到帕累托效率。

對於不可分的專有資源，它能夠由公共部門提供，並

可以收取為使用和消費這些資源所支付的費用或付出的代

價。另外，這類資源也能由私人部門來供給，但是由於不

能做到完全的差別定價，這些資源的不可分性使帕累托效

率無法實現，因此只能達到通常所說的次佳結果。

對於不可分的非專有資源，它們只能由私人慈善機構

（通常低於最優數量）或公共部門（它能用財政收入資助提

供這些資源）來提供。如果這些貨物的專有在實際上和經濟

上都可行，在政治上又可以接受，就可以確立專有權。這樣

的話，這些資源就可以通過市場或公共部門在用戶付費的基

礎上來供給。如果能夠實現這種情況，雖然帕累托效率不可

能達到，但用其他標準衡量的高效率仍可實現。

◎   外在性

在分析資源和貨物的使用與消費方面，有一個非常重

要的概念，即外在性（也稱外部效果）。簡單地說，外在

性是一種成本或效益的外溢現象，如污染就是被稱為外在

性這類現象中的一種。

在不減弱的權利體系中，由於其專有性，將把任何活

動的報酬和懲罰（或效益和成本）給予採取這一行動的個

人或集團。但在現實世界中，經常可以看到很多行動之所

以被採取，並不是因為該行動的效益超過成本，而是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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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這一行動的個人或集團發現，有可能把由此而致的部

分成本甚至全部成本轉嫁給其他人。在這種情況下，由於

採取行動的個人或集團所得到的全部效益超過全部成本中

他所實際負擔的那一部分時，這一行動就會被付諸實施。

換言之，在減弱的財產權利結構中，由於專有性不能得到

保證，致使效益與成本出現了不對稱關係。下面的公式可

以形象地說明這一點。

（1）某一行動的全部成本 ＝ 由採取這一行動的個人或

集團實際負擔的成本 ＋ 未參與這一行動的其他人

所負擔的成本。

（2）某一行動的全部效益 ＝由採取這一行動的個人或

集團實際得到的效益 ＋ 未參與這一行動的其他人

所獲得的效益。

為討論方便起見，我們稱（1）的等號左邊為社會成

本 C，右邊第一項為個別（或私人）成本 C1，第二項為

外在成本 C2；稱（2）的等號左邊為社會效益 B，右邊第

一項為個別（或私人）效益 B1，第二項為外在效益 B2。

現假設某一活動的 C 大於其 B 時，在不考慮 C 與 B 的內

部結構及其對稱性時，可以設想有理性的個人或集團不會

採取這一行動，或者在認識了其後果後至少不會經常採取

這種行動。然而與其相反，這種行動不但發生了而且經常

發生，那麼唯一可能的解釋（假設認識很清楚）是：（為

清楚起見，不妨設 B2＝0，這時 B＝B1）儘管 C＞B，但 

C1＜B1＝B，而 C2＞B2＝0。通常人們把這種行為稱為損人

利己。

污染的發生，並不一定是因為把有害廢棄物排放到環

境中的總效益 B 超過了總成本 C，而是因為這樣處理廢物的

效益超過了排放污染者本人所負擔的那部分成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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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性是用來表示當一個行動的某些效益或成本，不在決

定實行這一活動的決策者所考慮的範圍內的時候，所產生

的一些低效率現象的總稱（嚴格地說應該是社會低效率現

象。因為從局部而言，這種現象的個別效率是很高的，即

轉嫁成本越大，個別效率越高），也就是說某些效益被給

予，或某些成本被強加給沒有參加這一決策和行動的人。

在社會中很多不同集團或個人之間的利益衝突給社會帶來

持續的不良後果，以及群體理性與個體理性之間所存在的

持續的鉅大不一致，都可用外在性這一概念給予解釋。

現在我們採用多少嚴格一點的說法，當下面的情況出

現時，則稱產生了外在性：

Uj ＝ Uj（X1j、X2j、⋯ Xnj、Xmk），j ≠ k

其中，Xij（i＝1，⋯，n，m）是指各項經濟活動（或

其他活動），j 和 k 是指不同的個人或集團。

這個公式的含義是：只要某一個人（或集團）j 的福

利（或利益）Uj  除了受到自己所能控制的經濟活動（Xij，

i＝1、⋯n）的影響外，同時還受到至少另一個人（或集

團）k 所控制的某一經濟活動 Xmk 的影響時，則稱存在著

外在性。這個公式指出外在性意味著某個人（或集團）的

利益是他自己所能控制的及他人所能控制的活動總和的函

數。只要稍微觀察和思考一下自己周圍的人和事，就不難

發現幾乎任何一個經濟活動都具有外在性。

當受影響的一方 j 希望使行動的一方 k 改變其活動 Xmk

時，就存在著相關外在性；反之，當受影響的一方對外在

性採取一種無所謂的態度時，則稱之為非相關的外在性。

後者通常由兩種情況所致：一是沒有認識到這種外在性對

自身的不利後果，二是自身因這種外在性而受益 — 這被

稱為外在經濟性（例如，同屋居住的其他人經常打掃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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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而自己對這種活動漠不關心，但卻收到實惠）。

當受影響的一方 j 因另一方 k 的活動 Xmk 而受到損害，

並希望促使 k 降低其活動 Xmk 的水平，或改變其活動類型

時，則稱之為外在不經濟性。如果有可能以某種方式降低

活動 Xmk 的水平，以使至少一方受益而又不使另一方蒙受損

失的話（顯然，這時存在著沒有實現的帕累托效率改進的

潛力，即這種現象的存在說明了經濟活動是帕累托低效率

的），那麼，這種外在不經濟性就是帕累托相關的。例如，

新的工藝方法使排污方 k 在減少污染排放量時能保持總利潤

不變（排污方未蒙受損失），同時又使受污方 j 受益。

當生產中存在著帕累托相關外在不經濟性時，與這種

外在不經濟性有關的產品的價格偏低，而產量偏高。這是

一個相當一般的結論。其道理很簡單：以污染為例，因為

生產者把與污染有關的成本外在化了，從而降低了自己所

負擔的成本，這就使自己產品的價格降低，增強了產品的

競爭性，從而可使自己產品的銷量和產量增加。

由於帕累托相關外在性是低效率的，因此是財產權減

弱的表現。例如，在空氣可以任意污染的情況下，空氣就

相當於不屬於任何人（或集團）的財產。而且個人對大氣

的專有財產權是不可能有效地規定和實施的。由於空氣不

是任何人的財產，因此任何人都可以用它來處理廢物而用

不著承擔直接費用，而任何人也不可能從限制自己的污染

活動中得到直接收益。這就是有害物或不舒適（如污染）

供給太多，治理活動供給過少的原因。

克服這類外在性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加強財產權的專

有性（以及取消對最高價格的控制等），通常又稱之為內

部化，即把原來的外在成本 C2 變成零（這時 C＝C1＋C2 

＝C1）或盡可能降低，如徵收排污稅。通俗一點說就是讓

其自作自受（使行動者的成本無法轉嫁他人），以此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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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者自己限制這種有害活動的水平或改變其方式。

以上所說，就是對外在性的標準表述。在這裡，我們

要強調指出以下幾點：第一，內部化或加強財產的專有性並

不等同於私有化。私有化只是內部化的一種方式，而且是有

其自身極限容量的內部化方式。因為具體的外在性的範圍、

性質與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這與前文所說的資源或物品的可

分性、專有性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在用私有化 — 實現內部

化的某一方式 — 來對付很多外在性時，面臨著難以克服的

障礙。但對於這種情況，在採用非私有的有效的財產權利體

系方面，卻有著廣闊的選擇範圍和餘地。

第二，當存在著帕累托相關外在不經濟性的時候（或

說沒有以任何方式來加強財產權利體系現存的專有化程度

時），企圖以強化市場機制來提高整個經濟活動效率的想

法和做法，只能是南其轅而北其轍 — 每個個別活動效率

提高，但整體效能反而下降。例如，在前述一般結論中，

以污染為例，不難證明只有那些放手污染的企業或廠商才

是最有競爭力的。在這種情況下，高效率的相對價格體系

（或說不受任何干預和管制的市場機制）不僅不可能起到

優勝劣汰的作用，相反只能起到劣（污染者）勝優（治污

者）汰的作用。在這種我們稱之為畸變的市場中，逆向競

爭機制將使生存下來和發展起來的企業只能是那些放手污

染的企業 — 或說是最善於使自身應負擔的成本外在化的

能手。這種格局具有極強的自我保持能力，因為誰若不

這麼做 — 放手污染 — 誰就將被逆向競爭機制無情地淘

汰。這種分析可以用來理解這十年來中國經濟中持續存在

著的種種不良現象。

第三，對於帕累托相關外在不經濟性這個概念，我

們認為其限定太多，因此限制了它的解析能力。這裡將對

其約定逐步放鬆，以使其能用於更廣泛的情況。首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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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性通常是指同代人之間的橫向相關性（在一代人中可忽

略外在不經濟性發生作用的時間滯後過程），因為本代人

無法要求已死去的上代人改變其活動水平，而沒有出生的

下代人更無法要求本代人改變其活動水平。然而在不同代

人之間，外在不經濟性的傳遞作用，尤其是其累積作用和

後果，對於社會與人類的持續生存和發展，是一個更為嚴

重的問題。因此我們放寬對相關性的要求，而更強調縱向

外在不經濟性的累積性後果。在下文中，我們正是在這個

含義上使用累積的外在不經濟性（有時簡稱累積的外在

性）這一概念的。其次，對於「帕累托」這一限定，我們

認為也應該放鬆。理由是明顯的：假設有某一企業，因其

生產活動所帶來的污染使這一活動的社會成本 C＞B（社

會效益）；再假設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找不到使該企業不

蒙受損失，而同時又使社會受益的辦法，如只能關閉該企

業（這當然使其蒙受了損失）才能使社會受益（受益的量 

為|B－C|）。顯然在這種狀態下，已沒有帕累托改進的餘

地了，但從原則上說，這一關閉行動是值得採取的，因為

這一行動的社會淨效益大於零。這意味著在很多情況下，

採用帕累托標準來衡量整個經濟活動的效率未必妥當。當

然，在採用別的標準時（如   C 的標準），會遇到不同

的個別成本、不同的個別效益之間的可比性、加總乃至補

償（使受損失的一方得到補償）等技術問題，從而使其他

標準的清晰性和可靠性出現問題。但從社會實踐、理論研

究和分析技術的進展上看，這似乎並不是一個不可解決的

問題。因此，本書在以下的分析中，將不特別強調帕累托

標準，而承認 B   C 這類較廣泛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