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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實證結果與分析 

    大臺北都會區不僅為全臺政經中心，在房地產市場上更是具有領

先指標的地位，24 因此本文以大臺北都會區為主要探討對象，並且分

別探討三大都會區與整體臺灣地區的房地產市場之間的差異性。房地

產市場依照房屋性質的不同可以區分為新屋和中古屋二個市場，本文

採用國泰房價指數代表新屋的房價變動趨勢，以信義房價指數則是代

表中古屋的房價變動趨勢，依照第三章所述之方法進行實證估計，第

一節先詳細說明中古屋市場與新屋市場需求函數的實證結果與分

析，於第二節敘述供給函數的實證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需求函數 

中古屋市場中古屋市場中古屋市場中古屋市場    

    本文採用信義房價指數作為中古屋房價的指標，首先將大臺北都

會區之資料以 2SLS做迴歸分析，並且以大臺北都會區之估計結果為

基準，比較三大都會區與臺灣地區的不同。Dipasquale and Wheaton 

(1994)提出一個創新的理論，認為在房地產市場上，除了供給面具有

時間上的落差性之外，需求面也具有價格上的落差，該文對美國的房

地產市場做實證研究分析，並且考慮到新屋市場及中古屋市場的不同 

 

                                                 
24
 林祖嘉、林素菁和謝文盛(1998)中提出臺北市房價作為臺灣地區房價領先指標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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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大臺北都會區中古屋市場需求方程式估計結果 

註：1.*、**、***分別代表到達 10%、5%、1%的顯著水準。 

    2.（）為標準誤。 

 

 
有價格落差 無價格落差 

常數項 
    389.67* 
  (201.98) 

374.89 
(247.26) 

前期房價 
   0.67*** 

(0.17) 
 

家計單位住宅需

求 

   -239.44* 
  (132.33) 

-220.29 
 (161.86) 

租金 
   -0.95** 

(0.45) 
-0.65 
(0.54) 

可支配所得 
 0.40 
 (0.008) 

-0.006 
(0.01) 

購屋利率 
 2.97* 
(1.68) 

  5.67*** 
(1.89) 

自有住宅率 
 -0.12 
(0.96) 

1.23 
(1.11) 

吉尼係數 
  -161.82 
  (130.14) 

   -413.42*** 
(141.29) 

外人直接投資 
   0.006** 
 (0.001) 

0.008 
(0.01) 

臺商對大陸投資 
  0.009* 
 (0.003) 

-0.009 
(0.01) 

中共試射飛彈 
  4.58** 
(1.81) 

2.56 
(2.11) 

容積率實施 
0.49 
(1.76) 

-1.86 
(2.06) 

優惠房貸 
 -1.80 
(3.85) 

-0.55 
(4.71) 

SARS 
0.52 
(4.26) 

-0.02 
(5.22) 

Adjusted 

R-squared 
0.94 0.88 

D-W stat 2.21 1.32 

市 

場 

係 

數 
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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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別討論，發現房地產市場的需求面確實具有價格落差性，中古屋

房價以每期 29%的速度向均衡價格收斂，新屋則是以每期 16%的速度

收斂，本文援引 Dipasquale and Wheaton (1994)修正後的存量─流量

模型為理論基礎，並且納入對臺灣經濟影響甚大的外人直接投資與臺

商投資大陸金額兩變數來檢視對於臺灣房地產市場是否具有影響

力。首先，必須了解大臺北都會區的房地產需求面是否具有價格落差

性，實證結果詳見表 4-1，由表 4-1 的第一列與第二列比較得知加入

前期房價後的模型不但模型配適度大大提升，D-W 值也有改善，該

變數亦達 1%的顯著水準，在控制變數上，未加入前期房價的模型中，

家計單位住宅需求的參數呈現不符合預期的正向影響關係，而加入前

期房價後則變為正常的負向價量關係，租金也達到 5%的顯著水準，

吉尼係數雖然不具顯著性，但是本文所關切的臺商對大陸投資與外人

直接投資卻達到了顯著水準，根據以上資料顯示，本文決定以表 4-1

的第二列模型做為中古屋市場需求面的基準模型，分別探討大臺中都

會區、大高雄都會區及臺灣地區與大臺北都會區的差異性。虛擬變數

的選取上，經過實證後發現 921大地震、911恐怖攻擊事件以及土增

稅減半政策對於房地產市場沒有顯著影響力，因為 921大地震雖然震

垮許多住宅使得部分民眾必須重新購買房舍，但是地震震垮的區域畢

竟是小範圍，雖然 921地震造成民眾的潛在性的住宅需求增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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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造成民眾金錢上的損失也很大，對於實質上的住宅需求並無太大

影響；911恐怖攻擊事件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重大的衝擊，但是我國

並非恐怖份子所感興趣的對象，所以對我國的房地產市場亦無太大影

響，而土增稅減半政策僅對房地產交易量有影響，對於房價沒有影

響，故最後的實證模型中只選取中共試射飛彈、容積率管制、優惠房

貸政策和 SARS四項做為虛擬變數。 

    本文將三大都會區與臺灣地區的實證結果合併列於表 4-2， 外人

直接投資在三大都會區及整體臺灣市場的房價皆有正向的影響關

係，僅大高雄都會區與大臺北都會區有達到顯著水準，根據經濟部投

審會的資料顯示，歷年來臺灣最主要的投資國為美國與日本，美國對

我國的投資主要是以擴張型的投資導向為主，投資目的在於擴張產品

與市場的同時追求企業的成長；但是日本的投資方式則為防禦型的對

外投資，早期因為日本的工資高，勞動密集產業無法在日本存留下

來，因此選擇到臺灣設廠，利用臺灣較低廉的勞動力與原料等生產資

源來維持產品的競爭力，近年來，由於臺灣市場的開放與成熟，外資

選擇投資的產業已經由早期的製造業轉變為服務業，而其中又以金融

保險業為主，佔總投資的 38.23%，25 就大高雄都會區而言，高雄市有

一個貨物吞吐量龐大的國際港口，藉由港口機能的優勢，許多基礎工 

                                                 
25
 資料來源：2006年 1月兩岸經濟月報之特輯：兩岸外人直接投資之發展與未來趨勢。參考網

址 http://www.chinabiz.org.tw/chang/Eco/159-2006-01/men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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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中古屋市場需求方程式估計結果 

註：1.*、**、***分別代表到達 10%、5%、1%的顯著水準。 

2.（）為標準誤。 

 

大臺北都會區 大臺中都會區 大高雄都會區 臺灣地區 

常數項 
 389.67* 
 (201.98) 

 116.15*** 
 (36.80) 

  333.56** 
  (139.16) 

   426.01 
   (347.67) 

前期房價 
 0.67*** 
 (0.17) 

 0.36** 
 (0.15) 

  0.35** 
  (0.16) 

   0.42** 
   (0.16) 

家計單位住宅需

求 

  -239.44* 
 (132.33) 

  -29.35* 
 (16.26) 

   -190.23* 
  (107.27) 

    -23.70 
   (74.67) 

租金 
  -0.95** 
 (0.45) 

  -1.60***  
 (0.51) 

   -1.94 
  (1.24) 

    -0.18 
   (0.78) 

可支配所得 
  0.004 
 (0.008) 

 0.008 
 (0.01) 

  0.07 
  (0.05) 

   0.11* 
   (0.06) 

購屋利率 
 2.97* 
 (1.68) 

 1.30 
 (0.89) 

  3.26** 
  (1.36) 

    -0.21 
   (0.83) 

自有住宅率 
  -0.12 
 (0.96) 

 0.05 
 (0.30) 

   -4.62***  
  (1.43) 

    -5.12 
   (3.91) 

吉尼係數 
  -161.82 
 (130.14) 

 117.74** 
 (57.64) 

  44.23 
  (130.36) 

   34.05 
   (196.46) 

外人直接投資 
 0.006** 
 (0.001) 

  0.004 
 (0.01) 

   0.04* 
  (0.02) 

   0.03 
   (0.07) 

臺商對大陸投資 
 0.009* 
 (0.003) 

 0.008 
 (0.007) 

  0.03** 
  (0.01) 

    0.003 
   (0.008) 

中共試射飛彈 
 4.58** 
 (1.81) 

 2.07 
 (1.44) 

  2.38 
  (1.98) 

   2.52 
   (1.51) 

容積率實施 
 0.49 
 (1.76) 

 0.26 
 (1.57) 

  1.19 
  (2.73) 

    -0.64 
   (1.36) 

優惠房貸 
  -1.80 
 (3.85) 

  -8.41** 
 (2.42) 

   -9.82*** 
  (3.02) 

    -1.93 
   (2.75) 

SARS 
 0.52 
 (4.26) 

3.59 
 (2.55) 

   -0.30 
  (3.81) 

    -2.40 
   (2.51) 

Adjusted 

R-squared 
 0.94  0.98   0.97    0.95 

D-W stat  2.21  2.25    2.37     2.21 

市 

場 

係 

數 
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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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出口型工業都集結在此，造就出高雄市成為全臺重要的工業都

市；大臺北都會區內，臺北市為全臺最具現代化的都市，服務業佔總

就業人口的 80.45%，26 根據外資流入產業的狀況可以推知外資在早期

多投資在大高雄都會區，近年來則是流入大臺北都會區。 

    臺商對大陸投資對臺灣以及三大都會區房價的波動具有正面的

效果，本實證結果支持鄭美幸、康信鴻 (2003)的結論，認為資金外

移對於房地產市場的投資不會產生排擠現象。Braunerhjelm and 

Oxelheim (2000)認為一國的對外投資與國內投資之間的關係是取決

於投資產業的型態，就高科技的產業而言，兩者之間是存在著替代的

關係，若是具有傳統比較利益的產業，則是存在互補的關係，而我國

對外投資的產業是以勞力密集性的產業為主，因此較符合

Braunerhjelm and Oxelheim (2000)的說法，亦有研究證實我國企業外

移的結果非但沒有造成國內的產業空洞化，反而有助產業結構的轉型

與升級。27 由表 4-2看到臺商對大陸投資只在大臺北都會區及大高雄

都會區具有顯著性，由於近年來國內外產業環境的變遷造成臺灣不僅

是傳統產業的競爭力下降，高科技產業也不斷釋出移轉基地的要求，

這對於身為傳統產業重鎮的高雄市衝擊很大，傳統產業的凋零讓高雄

                                                 
26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臺北市服務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 80.45%，臺中市為 72.34%，

高雄市為 67.78%。 
27
 張淑真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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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有鑑於此，政府自 1997 年起，配合

亞太營運中心計畫，將加工出口區擴區轉型，並且增加倉儲轉運的功

能，使得高雄市的工業結構產生變化，由過去勞動密集產業逐漸升級

為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產業。另一方面，在 2002 年，臺北市政府

已經將臺北市定位為全球高科技亞太運籌中心，28 許多高科技產業都

將研發總部設於大臺北都會區，對外投資的增加促進大台北都會區與

大高雄都會區內的產業升級，經濟環境好轉，過去亦有許多文獻證明

總體經濟景氣是房地產市場的領先指標，29 總體經濟帶動房地產的景

氣好轉，因此臺商投資大陸對於國內房地產市場並沒有產生排擠的效

果，而是具有正面刺激房價上漲的效果。 

    由表 4-2中的前期房價參數發現其房價的收斂速度是很快的，在

大臺北都會區的房價收斂速度為 33%，其他地區平均速度也達 60%以

上，將本實證結果與 Dipasquale and Wheaton(1994)的結果比較發現，

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房價收斂速度為較慢，30
 顯示出我國的房地產市場

在遭受突如其來的衝擊時，其反應、消化的能力美國市場來的強，也

有可能是臺灣的房地產市場較小，價格資訊較透明，因此調整的速度

也較快。吉尼係數僅大臺中都會區為顯著的，在影響力上，除了對大

                                                 
28
 資料來源：2002年全球高峰論壇會議。參考網址 http://203.70.66.186/pdf/seminar_2002_01_18 

.pdf  
29 彭建文與張金鶚 (2000)，張金鶚與賴碧瑩 (1989)，張金鶚 (1995)。 
30 根據 Dipasquale and Wheaton (1994)提出美國都會區中古屋市場的房價收斂速度為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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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都會區的房價為負面影響之外，其他地區皆為正面影響；大臺北

都會區內，當所得愈平均時，一般民眾對於購屋的意願及需求就會愈

高，其他地區的吉尼係數則為正向影響關係，表示當所得分配愈不均

時，購屋需求會增加，進而提高房價水準，可能的原因為大臺北都會

區的房價普遍高於其他地區的好幾倍，因此一般民眾在選擇購屋自用

或投資時會傾向於在房價較低的地區購屋，因此在貧富差距愈大的時

候，臺北市的高房價會影響購屋者的決策，依照各房地產子市場之間

的需求流動性質來看，民眾會將對大臺北都會區的住宅需求流向其他

地區，造成除了大臺北都會區之外的其他區域呈現所得不均反而造成

房價提升的現象。 

    在虛擬變數上，中共試射飛彈在各地區皆得到不符預期的正面影

響，但是都不具顯著性，容積率管制在三大都會區為正向影響，臺灣

地區為負面影響，由於實施容積率管制的對象主要是新成屋與預售

屋，中古屋並不在管制對象裡，因此對於中古屋市場較沒有影響，由

表 4-2 也可以發現該變數在各地區皆不具顯著水準，SARS 造成大臺

北都會區和大臺中都會區的房價呈現上漲的現象，但是大高雄都會區

和臺灣地區的房價下跌，當初 SARS襲擊臺灣重創臺灣經濟，全臺的

經濟不景氣同樣影響到房地產市場的低迷，因為 SARS是上呼吸道的

感染，感染途徑經由口沫傳染，許多居民因為市區的人口密度過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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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信義房價指數走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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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紛紛從市區搬到鄰近的市郊，一度造成換屋風潮，為了疏散市區內擁

擠的住宅人口密度，轉而對市郊的住宅需求增加，帶動臺北市郊與臺

中市郊的房價上漲，也可以根據信義房價指數的走勢 (圖 4-1)發現

SARS 過後大臺北與大臺中都會區的房價走揚，換屋人潮帶動大臺北

與大臺中都會區的需求上升、房價上升。31 

新屋市場新屋市場新屋市場新屋市場    

    新屋的房價指數採用國泰房價指數。中古屋市場以
t t
S H 來計算

家計單位的住宅需求，但是因為新成屋與預售屋僅佔住宅總供給量的

一小部份，所以直接以總存量(
t
S )式無法完整代表對新屋市場的需求 

 

                                                 
31
 資料來源：2006年 10月 28 日蘋果日報 B7 版，永慶房屋總經理葉凌棋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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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大臺北都會區新屋市場需求方程式估計結果 

註：1.*、**、***分別代表到達 10%、5%、1%的顯著水準。 

2.（）為標準誤。 

 

 

 
有價格落差 無價格落差 

常數項 
           211.92*** 
           (60.46) 

           280.05*** 
           (75.85) 

前期房價 
           0.40*** 
           (0.10) 

 

家計單位住宅需

求 

           -111.78 
           (158.23) 

           -19.14 
           (213.47) 

租金 
           0.38 
           (0.32) 

           0.84*** 
           (0.29) 

可支配所得 
           -0.004 
           (0.007) 

           -0.008 
           (0.006) 

購屋利率 
           0.97 
           (0.86) 

           1.91** 
           (0.72) 

自有住宅率 
           -1.57*** 
           (0.53) 

           -2.04*** 
           (0.71) 

吉尼係數 
           -239.47** 
           (93.04) 

           -370.89*** 
           (108.76) 

外人直接投資 
           0.03* 
           (0.02) 

           0.03* 
           (0.02) 

臺商對大陸投資 
           -0.02** 
           (0.007) 

           -0.02** 
           (0.009) 

中共試射飛彈 
           0.34 
           (0.87) 

           1.16 
           (1.11) 

容積率實施 
           -0.08 
           (1.42) 

           1.05 
           (1.18) 

優惠房貸 
           2.59 
           (2.66) 

           4.84 
           (3.13) 

SARS 
           -1.10 
           (2.76) 

           -1.47 
           (3.08) 

Adjusted 

R-squared 
           0.89            0.87 

D-W stat            2.43            1.96 

市 
場 

係 

數 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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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擬以 1t t
S S S

−
∆ = − 替代

t
S ，因為 S∆ 代表每期新增的住宅存

量，32 也就是每期新屋的供給量，本文認為以 S∆ 來計算新屋市場的

家計單位住宅需求更為合適。同樣先就大臺北都會區來檢視新屋市場

是否具備價格落差，見表 4-3第一列與第二列，有價格落差的模型，

其前期房價達 1%的正顯著性，表示前期房價對於本期房價確實有重

大的影響力，是不可遺漏的重要變數。家計單位對新屋的需求(
t

S H∆ )

也是呈現負向的價量關係，其他經濟變數也符合預期中的影響力，綜

合以上資訊，本研究以第一列為新屋市場的實證模型，以表 4-4將三

大都會區與臺灣地區合併討論。 

    表 4-4看到本文所關切的外人直接投資與臺商投資大陸金額在大

臺北都會區皆具顯著性，顯示出資本的流動確實對大臺北都會區的房

價造成重要的影響，外人直接投資僅在大臺北都會區具正面顯著水

準，其他各地區皆為負向影響但是不顯著，顯示出外人直接投資在新

屋市場的各子市場之間可能具有相互排擠性質；臺商對大陸投資對臺

灣以及三大都會區房價的波動具有負面的效果，表示當臺商將資金移

往大陸時會讓臺灣的新屋價格下跌，出現與中古屋市場不同的結論，

考慮到新屋市場與中古屋市場之間的替代性，由於新屋通常其成交價

較高，家計單位較負擔不起，因為臺商出走帶走的除了資金與技術外 

                                                 
32
 根據住宅資訊彙報顯示每期新增的住宅存量=上期住宅存量數+本期核發住宅使用執照-本期

住宅拆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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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新屋市場需求方程式估計結果 

註：1.*、**、***分別代表到達 10%、5%、1%的顯著水準。 

    2.（）為標準誤。 

 

大臺北都會區 大臺中都會區 大高雄都會區 臺灣地區 

常數項  211.92*** 
 (60.46) 

  90.72 
  (70.14) 

 414.40*** 
 (63.45) 

  189.33* 
  (108.12) 

前期房價  0.40*** 
 (0.10) 

  0.21 
  (0.17) 

 0.01 
 (0.15) 

  0.67*** 
  (0.10) 

新屋家計單位住

宅需求 

  -111.78 
 (158.23) 

   -93.51 
  (125.49) 

  -38.16 
 (62.37) 

   -1.60 
  (1.10) 

租金  0.38 
 (0.32) 

  0.90 
  (0.70) 

 1.18*** 
 (0.38) 

  0.09 
  (0.31) 

可支配所得   -0.004 
 (0.007) 

   -0.11** 
  (0.04) 

  -0.07** 
 (0.03) 

   -0.06 
  (0.05) 

購屋利率  0.97 
 (0.86) 

  4.63*** 
  (1.58) 

 1.71*** 
 (0.42) 

   -0.20 
  (0.50) 

自有住宅率   -1.57*** 
 (0.53) 

   -1.09 
  (0.72) 

  -4.06*** 
 (0.79) 

   -1.02 
  (1.17) 

吉尼係數   -239.47** 
 (93.04) 

  235.07* 
  (122.35) 

  -138.24** 
 (62.60) 

   -63.49* 
  (36.73) 

外人直接投資  0.03* 
 (0.02) 

   -0.04 
  (0.03) 

  -0.007 
 (0.01) 

   -0.005 
  (0.009) 

臺商對大陸投資   -0.02** 
 (0.007) 

   -0.009 
  (0.02) 

  -0.009* 
 (0.005) 

   -0.001 
  (0.004) 

中共試射飛彈   -0.34 
 (0.87) 

   -1.54 
  (3.06) 

  -1.15 
 (1.007) 

   -0.44 
  (0.97) 

容積率實施   -0.08 
 (1.42) 

   -0.93 
  (3.00) 

  -2.78** 
 (1.30) 

  1.04 
  (0.70) 

優惠房貸  2.59 
 (2.66) 

   -7.30 
  (4.68) 

  -2.58* 
 (1.39) 

   -2.87*** 
  (0.96) 

SARS   -1.10 
 (2.76) 

  3.49 
  (5.53) 

  -0.34 
 (1.84) 

  0.34 
  (1.28) 

Adjusted 

R-squared 
 0.89   0.78  0.97   0.94 

D-W stat  2.43   1.87  2.08   1.80 

市 

場 

係 

數 
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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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帶走了許多勞工的工作機會，造成臺灣的失業率攀升、勞工薪資

降低，這些原因讓民眾在做購屋決策的時候，會因為中古屋與新屋之

間的價差而放棄新穎漂亮的新屋，而傾向選擇價格較低的中古屋，造

成對新屋的需求價格下降。 

    本文認為新屋市場同樣具備價格落差行為，此項結果與

Dipasquale and Wheaton (1994)的實證結果相同，由表 4-4可以發現大

臺北都會區的收斂速度為 60 %，大臺中都會區與大高雄都會區的前

期房價是不具顯著性的，表示二區的價格調整速度非常快，而全國性

的市場收斂速度也達 33%，比 Dipasqaule and Wheaton(1994)的速度快

了 2倍。與中古屋市場相比較，從三大都會區來看，新屋市場的收斂

速度較中古屋市場為快，根據統計，購屋族群購置不動產的理想區位

主要以交通便利、經濟發達的都會區為首選，而且全臺超過 5成的潛

在購屋者傾向於購買新屋而非中古屋，市場上對於新屋的需求也逐年

增加，33 造成三大都會區的新屋消化存量的速度比中古屋快，此論點

與 Dipasquale and Wheaton (1994)不同，但是 Dipasquale and Wheaton 

(1994)是對全國性的房地產市場來做分析，發現在美國的房地產市場

上，中古屋的收斂速度是比新屋快，該文認為新屋的成交量很小，所

以調整的速度一定比較慢，若是以整個臺灣房地產市場來看的話，同

                                                 
33
 資料來源：臺灣住宅動向季報，民國 95年第 3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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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可以發現其中古屋價格的調整速度是比新屋價格來的快，符合

Dipasquale and Wheaton (1994)的論點，將市場放大至全國來看，新屋

的成交量只佔總成交量的一小部份，價格調整的速率自然比較慢，由

此可知，全國性市場與區域性市場的性質仍然是有所差異的，但是綜

觀來看，臺灣房地產市場不論是全國性還是區域性的市場，其收斂速

度皆比美國的收斂速度來的快，可能的原因為臺灣的房地產市場規模

比美國的房地產市場要小，因此就市場透明度及資訊的傳遞速度方面

都會較快速，消費者對於市場的了解較深入，在發生突如其來的衝擊

時能較快速的去反應及消化該衝擊，使得價格結清的速度較快。 

吉尼係數對房價的影響方向在大臺北都會區不論是新屋市場或

是中古屋市場皆為負向影響，表示在大臺北都會區裡，當所得分配愈

不均民眾的購屋需求愈低，因為財富聚集在少數人手裡，造成一般民

眾的所得偏低，購屋的壓力增加，而臺北市的房價家戶所得比已高達

8.8 倍，部分解讀認為臺北市的房價所得比已是亞洲區最高，34 因此

在兩個子市場內皆出現所得越不均購屋需求越低的情況；而吉尼係數

對大臺中都會區新屋與中古屋的房價皆有正向影響力，表示當所得分

配越不均，購屋需求會越高，根據調查臺中市為投資需求較高的區

                                                 
34
 經濟日報 2007 年 1月 3日報導引用富邦證卷研究部資料，臺北市預售市場 30坪產品的房價

所得比高達 13.6，比香港同樣面積住宅的房價所得比 10.63高出近 3 成，高居亞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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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對於未來房價信心也是以臺中縣市為最高，35
 近年來又有中科、

高鐵等利多的推波助瀾，政府大力建設也使得大臺中都會區的房市前

景看好，一些財力雄厚的房地產投資客會將投資的觸角伸向目前房價

較低廉但是後勢看漲的地區進行投資，造成大臺中都會區內所得越不

均購屋需求越高的情形；吉尼係數對大高雄都會區及臺灣地區的中古

屋房價為正向影響關係，新屋房價則是負向影響關係，當所得分配愈

不均時，一般民眾的所得較低，對於房價較低的中古屋需求會提高，

而對新屋的需求降低，平均所得提高會讓需求逐漸流向新屋市場，造

成對中古屋市場的需求減少，表示兩個子市場之間是具有替代性質

的。 

在虛擬變數上，優惠房貸措施除了大臺北都會區為正面效果，其

他地區皆為不符預期的負向衝擊，但是僅在大高雄都會區及臺灣地區

有達到顯著水準，容積率管制措施、SARS對於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影

響效果，由表 4-4可以看出，容積率的實施對於在三大都會區皆是負

向影響關係，只有在臺灣地區為正向影響，雖然北、高兩大都會區的

土地開發的區域已趨近飽和，但是在建商大力搶建之下仍然造成供給

過剩的現象，導致房價下跌；根據內政部營建署的資料顯示，臺中市

則是供過於求的首位區域，36 容積率實施造成大臺中都會區的供給量

                                                 
35 參照 2006年第 3季之臺灣住宅需求動向季報。 
36
 至 2006 年 7月止，住宅供不應求地區前 5 名為：臺北市、雲林縣、高雄縣、高雄市、臺南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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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增，房價下跌。中共試射飛彈在全臺皆獲得一致性的負向影響，表

示中共試射飛彈造成臺灣民眾對於政局不安感到憂心，不敢購置不動

產導致需求下降、房價下跌。從模型整體配適度來看，解釋力非常良

好，顯示本文在選取變數上應該沒有遺漏重要的變數。 

第二節、供給函數 

    房地產市場的供給者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新屋的供給以新建住宅

為主，另一種為中古屋的供給，供給者通常為一般家計單位，礙於房

地產業並沒有完整的中古屋出售數量的資料，因此本文僅探討新建住

宅的供給。將本文的實證資料帶入 Dipasquale and Wheaton (1994)所

設定的供給函數內，並且依據臺灣地區房地產交易的狀況納入契稅作

為衡量房地產景氣的指標， 另外也加入外人直接投資與臺商對大陸

投資兩項變數檢視該變數是否對供給面也有影響。本研究以住宅使用

執照衡量新屋供給量，由於住宅建造具有時間上的落差性，因此營建

工程物價指數、營造業就業人口皆改用前期資料來做估計，其實證結

果詳見表 4-5。 

    外人直接投資在各地區皆具有正向影響力，但是只對大臺北都會

區有顯著的影響，由表 4-5可以看出外資的注入對於大臺北都會區新

                                                                                                                                            
住宅供過於求地區前五名為：臺中市、臺北縣、桃園縣、彰化縣、基隆市。資料來源：財團法人

國土規畫及不動產資訊中心。參考網址 http://www.realestate.org.tw/realestate/result/ResultIndex_3. 

aspx?ID=4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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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新屋供給方程式估計結果 

註：1.*、**、***分別代表到達 10%、5%、1%的顯著水準。 

2.（）為標準誤。 

建住宅的增加有非常顯著的正面影響，達到了 1%的顯著水準，因為

臺北市的各項資源都較其他地區豐富，公共建設也很完善，種種優越

的條件都是引起外資流入的原因，對於房地產市場而言，外資的流入

 

大臺北都會區 大臺中都會區 大高雄都會區 臺灣地區 

常數項 26169.46 
(22679.49) 

16044.47* 
(8421.70) 

 -22911.83 
(21532.07) 

 -186159.90* 
(93865.46) 

房價 236.51*** 
(86.28) 

8.52 
(36.63) 

156.06** 
(66.16) 

2453.24*** 
(559.14) 

ㄧ般放款利率  -269.60 
(471.98) 

 -302.93 
(397.81) 

 -189.96 
(396.39) 

1557.53 
(1938.16) 

地價 0.05 
(0.07) 

0.01 
(0.08) 

0.06 
(0.05) 

0.58 
(0.59) 

前期營建工程物價指

數 

 -55.43 
(97.65) 

 -117.18* 
(63.21) 

 -6.11 
(42.40) 

 -224.62 
(388.62) 

前期住宅存量  -0.01 
(0.02) 

 -0.04*** 
(0.009) 

0.01 
(0.02) 

0.009 
(0.01) 

前期營造業就業人口  -1.67 
(4.41) 

11.37** 
(4.78) 

39.61 
(35.38) 

 -136.00*** 
(31.32) 

前期銷售量指數  -4.81** 
(1.81) 

 -1.23 
(1.16) 

 -0.33 
(0.37) 

5.11 
(6.53) 

契稅金額 0.003 
(0.003) 

0.55*** 
(0.12) 

0.09 
(0.06) 

0.04 
(0.10) 

容積率實施  -2503.17* 
(840.96) 

 -162.98 
(657.19) 

58.39 
(735.13) 

 -12603.26*** 
(4222.04) 

外人直接投資 21.88*** 
(7.07) 

0.59 
(5.16) 

4.57 
(5.40) 

19.93 
(29.82) 

臺商對大陸投資  -2.13 
(3.97) 

0.59 
(3.13) 

 -2.67 
(3.01) 

8.67 
(18.28) 

Adjusted R-squared 0.74  0.89 0.63 0.71 

D-W stat 2.17  1.34 1.46 1.68 

市 

場 

係 

數 
變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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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在需求面造成房價的上揚，供給面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關係，

帶動新建住宅數量的成長；臺商對大陸投資在各地區都不顯著，顯示

臺商對大陸投資並非供給面因素；契稅在各地區都是正向影響的，僅

大臺中都會區達顯著水準，由於契稅金額的大小代表著整個房地產景

氣的榮衰，因此當房地產景氣好的時候會帶動新建住宅的數量，使供

給量上升；前期住宅存量代表透過新建住宅調整存量的速度，由表

4-5 可看到其調整速度非常緩慢，大台北都會區僅 1 %、大臺中都會

區為 4 %、大高雄都會區為 1 %、台灣地區是 0.09 %的調整速度，如

前所述，由於新屋供給只佔總供給量的一小部份，只透過新建住宅的

調整力道是很小的，與 Dipasquale and Wheaton(1994)的結論一樣；虛

擬變數上，只選取容積率管制措施為變數，大高雄都會區為負向關

係，其他地區皆為正向影響方向；在控制變數數上，房價是採用預期

的觀念，建商在規劃要建房地產時會預期房地產蓋好的當期是高房價

的才願意去蓋，表 4-5看到房價對於各地區的新建住宅皆具有正向顯

著影響的；放款利率也是採用預期的觀念，因為建造房地產所需投入

的成本龐大，又必須等到建築完成交屋後方能開始回收資金，因此建

商向銀行貸款時其貸款金額大、還款日期長，如果建商預期以後的放

款利率會下跌，對於建商而言是具有優勢的，成本的負擔較小，建商

較有意願建蓋住宅，實證結果亦呈現符合預期的負向影響力，但是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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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顯著；地價對供給為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因為土地價格會隨著時間

流逝而具備資本升值的效果，長期來看地價是呈現每年上漲的趨勢，

所以建商在預期未來地價上漲的情況下會提高新建住宅的供給量，其

原因為土地先買後建造成本較低，而且建造完成後該地地價上漲，住

宅也會因為地價高而提高售價。 

 

 

 

 

 

 

 

 

 

 

 

 


